
附件 4

2017 年 “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冶 名单

爱岗敬业好青年

(20 名)

陈摇 娜 (女) 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师

黄摇 凯 上海铁路局上海客运段沪萨车队列车长

惠若琪 (女) 中国国家女子排球队队长

李摇 峰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飞

行部二分部机长

连李辉 中建三局南方公司厦门经理部工程师

卢丽鹏 (女) 国网安徽省电力公司芜湖供电公司营销部

检验检测班班长

马摇 龙 北京先农坛体校乒乓球运动员

孙耕耘 吉林省白城市公安消防支队特勤中队指

导员

唐顺杰 交通运输部东海 救 助 局 上 海 救 助 基 地

(应急救助队) 潜水员

田永吉 北京天坛医院主任医师

王建军 青海省西宁市公安局特警支队四大队副大

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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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摇 喜 (彝族) 武警湖南省总队永州市支队一中队特勤排

四班班长

韦慧晓 (女, 壮族) 海军长春舰副舰长

吴伟智 福建省纪委第三 纪 检 监 察 室 主 任 科 员

(派驻三明市大田县桃源镇东坂畲族村党

支部第一书记)

武亦姝 (女)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学生

张摇 锋 江苏省少年儿童文化艺术促进会常务副主

席兼秘书长

张永生 山东省滨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一大队大

队长

周文涛 河钢集团邯钢公司三炼钢厂技术员

主摇 旋 (女) 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 《乡约》 栏目制

片主任

邹路遥 (傣族) 云南省昆明市公安局特警支队云豹突击大

队教导员

创新创业好青年

(20 名)

陈鸣宇 (女) 福建省厦门市挂居坊家政服务有限公司总

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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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摇 伟 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钻探工程公司钻井

二公司 DQ1205 钻井队平台经理

傅智建 浙江海龟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

胡玮炜 (女) 摩拜单车创始人兼总裁

黄伟聪 广东天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姜云鹭 (女) 辽宁省沈阳市华府青创空间董事长

卡斯木江·阿布都热依木

(维吾尔族)

新疆阿特兰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拉加当周 (藏族)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当代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路凯林 青岛雷神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农华科 (壮族) 中国石油天然气第六建设有限公司电焊

技师

潘湘斌 (壮族)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外科介入病房

主任

其美次丁 (藏族) 西藏自治区昌都市类乌齐县传统噶赤派农

牧民手工艺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

王北一 新疆丝路研创科技集团董事长

王摇 雷 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总体研发

部总体设计师

吴摇 凡 山西柴火部落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

行官

伍升钢 解放军某基地某部 9 室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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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翰珅 清华大学数学科学系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

本科生

尹摇 川 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教师

尹洁昕 (女) 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信息系统工程学院

学员

朱摇 伟 韦林文化创始人

诚实守信好青年

(20 名)

陈海容 (女, 黎族) 海南省五指山市环卫局清洁工人

冯摇 玮 空军航空兵某团飞行一大队一中队副团职

飞行员

高摇 鹏 中建五局河南公司总经理

郝忠阔 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阜新路街道居民

黄摇 强 重庆市潼南星火志愿服务协会会长

林摇 森 中国建设银行北京西四环支行大堂经理

刘文玉 山西太原圆通经济开发区分公司快递员

马晓春 (女) 广东二轻工业集团公司项目副经理

马泽山 天津市河西区尖山街瑞江花园社区居民

王继斌 湖南省衡阳县船山助学志愿者协会会长

王晓龙 内蒙古阿拉善盟经济开发区安康出租车公

司驾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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邬大为 河北秦皇岛小江蔬菜专业合作社党支部

书记

谢摇 强 武汉铁路局武昌东车务段武东车站制动员

徐摇 飞 福建厦门银庄素果生态农业有限公司首席

执行官

杨鹏辉 陕西瑞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叶石云 浙江省云和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电子专业

学生

张国平 甘肃省酒钢宏兴股份公司碳钢薄板厂热轧

作业区综合业务工人

张家顺 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顺明农业机械专业合

作社法人

张彦军 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项里街道双河社区党

总支书记

郑思敏 (女) 得利斯集团有限公司常务董事长

崇义友善好青年

(20 名)

丁摇 勇 山东省文登整骨医院推拿手法康复科主任

高度强 中顾法律网创始人

韩红辉 陕西省西安市反扒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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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星龙 山西省临汾市大宁县徐家垛乡乐堂村乡村

医生

胡摇 歌 青年演员

胡摇 涛 (彝族) 火箭军某训练团训练发射营发射连控制排

班长

李向东 云南省昆明市公安局呈贡分局雨花派出所

民警

刘凤杰 (女)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专利审查协作北京

中心通用机械一室副主任

纳振东 (回族)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地方海事局职工

尼格买提·热合曼

(维吾尔族)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主持人

万晓白 (女) 吉林省白城市通榆县环保志愿者协会秘

书长

王留杰 原某步兵师通信营副政治教导员

王子惠 (女) 北京朝阳医院药事部药师

邢纪国 中国改革报宁夏记者站记者

徐摇 茂 电子科技大学教师

张维道 安徽省涡阳县总工会驻昆山市农民工维权

服务站站长

张小琛 (女) 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实验小学教师

张艺兴 青年歌手、 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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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摇 鹏 北京首都机场航空安保有限公司东区安检

部四科班长

钟摇 倩 (女) 心理咨询师

孝老爱亲好青年

(20 名)

陈勋虎 海南省海口市自由职业者

付建文 江西省景德镇市文联景德镇书画院高级工

艺美术师

高晓艳 (女) 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第三中学学生

郭摇 力 国防大学防务学院教译室讲师

哈依古丽

(女, 哈萨克族)

国家开发银行新疆分行员工

雷振东 陕西省宝鸡市凤县东鑫农工商贸有限公司

党支部书记

李摇 琦 交运集团 (青岛) 温馨巴士有限公司通

达分公司 613 路公交车驾驶员

李摇 燕 (女) 中华孝道创业园志愿者服务队主席

廖摇 林 当代孝道文化博物馆馆长

马摇 红 (女) 河北衡水文轩餐饮有限公司面点管理师

祁建光 中铁十一局集团桥梁公司郑州至阜阳高铁

尉氏制梁场实验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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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敏焰 (女) 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少年庭庭长

王秋霞 (女) 河南省漯河市源汇区发改委副主任科员

王瑞杰 (女) 河南省漯河市格瑞特国际学校中学音乐

教师

吴摇 兵 浙江省衢州市常山县公安局新都派出所

民警

武摇 敏 (女) 山西省阳泉市郊区河底中学学生

叶东星 (女) 福建省三明市将乐县万全乡农民

张景华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准能集团煤炭经

销公司综合办公室干事

赵立萍 (女) 黑龙江省七台河市特殊教育学校培智三年

级教师

周贤怡(女,布依族) 贵州省黔南市惠水县第四幼儿园教师

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群体

(3 个)

摇 摇 G20 杭州峰会 “小青荷冶 青年志愿者群体

广东省公安边防总队江门边检站见义勇为群体

重庆电信职业学院 “英勇四姐妹冶 见义勇为学生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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