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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榜样力量

让我们记住这些面孔，
他们是最美珠海人
在刚刚过去的 2018 年，你是否遇见过一些人，是否被他们默默做的一些事温暖过？
日前，2018 年度“最美珠海人”评选活动结果出炉，70 名“平民英雄”获得表彰。他们来自
不同的岗位，但是都用美在平凡、美在善良、美在奉献、美在坚守的行动，给我们传递着至
善至美的正能量！今天，让我们走近这些榜样，记住这些面孔，让温暖与感动在全城传递。
采写：
本报记者 宋一诺

摄影：本报记者 赵 梓

一、最美环卫工作者
1、刁丽聪 香洲环卫所翠香清
扫队班长
从事环卫工作 19 年来始终兢
兢业业，台风“天鸽”和“山竹”期间
挺身而出，和同事们连续数周战斗
在最艰苦的第一线，圆满完成辖区
清理任务。
2、刘奇锋 珠海市高华市政综
合管理公司环卫班长
从事环卫工作 20 余年始终坚
守一线，帮助新员工融入工作，适时
调 整 改 进 环 卫 用 具 ，提 高 工 作 效
率。多次荣获香洲区城市管理工作
先进个人。
3、陈虎 市城市固体废弃物处
理中心填埋部机动班班长
面对恶劣的工作环境，他始终
面带微笑。遇有紧急任务，他总是
冲锋在前，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4、陈家顺 市担杆镇市政中心
保洁主管
从普通工人到班长主管，始终
坚守环卫工作一线，忠于职守、爱岗
敬业，出色地完成各项任务。

5、李冬兰 斗门区环卫管理所
一线清扫员
任劳任怨，尽职尽责，台风期间
总是工作在最前线，为斗门区的清
洁卫生作出了突出贡献。

二、最美医护工作者
1、王庆一 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妇科主任
在我市首创腹腔镜手术，在国内
率先开展腹腔镜下阴式筋膜内子宫
切除术。
2、林道彬 市妇幼保健院产前诊
断中心主任、产科副主任
从医多年来，为珠海出生缺陷防
控工作作出很多贡献。2009 年任广
东省首批援川医疗卫生工作组副组
长前往四川扶贫。2018 年获评“岭
南名医”。
3、曾淑兰 市妇幼保健院产科副
主任护师
开展“自然分娩训练班”，门诊接
诊量全市第一。曾获评“珠海市优秀
护士长”。
4、梅淑清 市慢性病防治中心副
主任
扎根医疗卫生事业 30 余年，曾
获医药行业科技惠民先进工作者、珠
海安全用药卫士等荣誉称号。
5、岑瑶娟 香洲区第二人民医
院护士长

病历书写优秀、专业技术优秀，
曾获先进个人、珠海市优秀护士等荣
誉称号。
6、赵柏庆 斗门区侨立中医院
副主任中医师
曾获新会中医院十佳医生、
2009 年-2010 年度全省无偿献血奉
献铜奖等荣誉。连续 4 年获评珠海
市红十字会优秀志愿者。
7、谢远斌 唐家湾镇鸡山社区
家庭医生服务团队队长
参加工作 19 年来，一直从事社
区卫生服务工作，总是把居民的健康

和安危放在第一位，守护着居民的
生命健康，凭借高尚的医德、精湛
的医术圈粉无数。
8、靳朝阳 担杆镇卫生院主
治医师
2013 年到担杆岛工作，
保障海
岛医疗中心各项工作顺利开展，成
为偏远海岛军民的健康
“守护神”
。
9、李坚 珠海市中山大学第
五附属医院肝胆外科主任
组建了珠海唯一的器官捐献
与器官移植团队。曾荣获广东省
杰出青年医学人才等荣誉称号。

初级中学教师
以校为家，主动承担各种公开
课，获 2016 年广东省中学青年教师
数学问题教授核心片段展示二等
奖。
7、李结华 斗门区第一幼儿园
教研组长
创新教学模式，让孩子在玩中
学，
深受家长和学生喜爱。
8、周建平 金湾区三灶中学教
师
积极参与学校的教学改革，积

极响应国家“精准扶贫”政策，曾赴
云南省怒江州贡山县第一中学扶贫
支教一年。
9、林德兰 高新区金鼎第一小
学教师
所带班级多次被评为学校“文
明班”
“学业团体优胜班级”
。
10、廖爱群 李兆南纪念小学教
师
从 事 教 育 教 学 工 作 29 年 ，辛
勤 耕 耘 ，无 私 奉 献 ，所 带 班 级 成 绩
突出。

体系建设。曾荣“全市优秀公务员”
等荣誉。
6、杨锦雄 机场公安分局副局
长
机场安检工作的“奠基人”，曾
荣获国家民航局安检移交民航管理
20 周年特殊贡献奖。
7、殷银 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
支队政秘科副科长
主创“出入境便民服务智能化
系统”，在全国公安机关改革创新大
赛中夺得金奖，获评全国特级优秀
人民警察。
8、李素荣 市公安局刑警支队
三大队四级警长

自创“打击跨国电信诈骗犯罪
电信资金流两线联查境内抓捕技战
法”
，
获评广东省
“反诈达人”
。
9、莫粤锋 市公安局特警支队
直属三大队副大队长
警犬技术专家，作为领队带领
珠海警犬队伍在全省比赛中屡获佳
绩。曾获“全省优秀人民警察”等荣
誉称号。
10、邢国凯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金唐大队四级警长
海军陆战队转业民警，拥有狙
击、跳伞、潜水、特种驾驶等多项技
能，交警业务教官，执法直播“网红”
交警。

学习基础护理知识，以方便在
医院志愿服务，曾获“斗门区优秀志
愿者”
等荣誉。
6、
魏宇 自由职业
投身志愿活动 6 年来，志愿服务
时数达 3642 小时，曾获珠海市“优秀
志愿者”
等荣誉。
7、吴方红 金湾区志愿者联合
会吴阿姨志愿服务队队长
成立金湾区第一支由社区居
民 组 建 的 志 愿 服 务 队 伍 —— 吴 阿
姨志愿服务队，现队伍已有志愿者

200 余 名 ，人 均 志 愿 时 数 超 过 200
小时。
8、张春桃 梅华街道敬业社区
工作者
为社区重度残疾低保人员、残
疾空巢老人等群体提供便利，曾获
香洲区
“优秀义工”
等荣誉。
9、赵杰 珠海市豫德社会工作
服务中心副主任
热情帮助异地务工人员，开展
多方位志愿服务，积极传播社会正
能量。

六、最美警察
1、李锦平 香洲公安分局网安
大队教导员
独立构思并成功研发“云脑战
警”系统，曾获“广东好人”
“ 全省优
秀人民警察”
等荣誉。
2、常晓东 拱北口岸派出所所
长
牵头研发基层派出所智能“值
班助手”系统，用科技提升为群众办
事效率，
曾获
“全省五一劳动奖章”
。
3、成茂荣 三灶派出所四级警
长
从事社区民警 6 年来，为民办实
事 500 多件，参与抓获违法犯罪嫌疑
人 320 多人。
4、周荣波 斗门分局巡警大队
中队长
自创“精准情报研判+动态伏击
守候”工作法，使盗窃摩托车犯罪警
情呈断崖式下降，被老百姓誉为“斗
门名捕”
。
5、
叶红 唐家派出所社区民警
积极开展服务群众、巡逻接处
警等工作，努力推进基层组织建设、
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以及立体化防控

七、最美志愿者
社工

号。
5、王义芳 市公交集团公交驾
驶员
进入公交行业 30 年里，创造了
安全行车 120 多万公里的业绩。曾
被评为广东省
“安全文明驾驶人”
。
6、张晓坤 市公交集团公交驾
驶员

连续 8 年在公司各项安全服务
考核成绩中获评优秀，帮迷路的孩
子找到家人。
7、蒋山 珠海城建现代交通有
限公司有轨电车驾驶员
从业以来安全行车“零”事故，
编写多本电车操作处理的理论材
料。

参加志愿活动上百次，曾获“广
东省五星志愿者”
“2017 年度珠海市
优秀志愿者”
等荣誉。
2、江泽农 拱北海关大桥筹建
办副科长
从 2013 年 7 月至今，已救助贫
困患儿 100 多名，曾获“广东十大好
人”
等荣誉称号。
3、林秀媚 斗门区园林绿化所
员工
街道绿化、敬老服务，无论刮风
下雨，她总是默默坚持，为社会奉献
微薄之力。
4、刘桂香 婆石社区义工站站
长
在 12 年的志愿服务中，义工服
务时长达 1.3 万余小时，曾获“广东
省五星志愿者”
等多项荣誉。
5、
陶振 托管老师

八、最美基层工作者

四、新时代好少年
1、廖俊熙 珠海市实验中学高
二学生
热爱环保，积极向同学们宣传
环保知识。待人友善，遇到受伤群
众及时施以援手。
2、黄洁静 珠海市理工职业技
术学校学生
热心志愿服务，经常到公园景
点捡拾垃圾、到敬老院陪伴老人。
曾被评为
“校优秀学生干部”
。
3、陈志康 珠海市紫荆中学初
二学生
热心公益、积极参加志愿服务，
把平时节省下来的零花钱捐献给困
难同学。
4、黄嘉漫 珠海市第五中学初
二学生
以乐观开朗的心态积极地感染
着身边的每一个人，热心帮助自闭
症同学勇敢站上讲台为全班表演。
5、李文琪 香洲区第十二小学
学生
与小伙伴们一起创立“小咖说
珠海”节目，通过自媒体定期宣传推

1、王爱东 北师大（珠海）附中
年级副主任
巧用网络平台和信息技术，通
过多样化的教学途径，使抽象、难懂
的知识更加直观和易学。
2、李庆和 斗门区第一中学教
师
致力于英语教学 29 年，坚持“严
而不死，活而不乱”的教育理念，深
受学生欢迎。
3、蒋艳 珠海市特殊教育学校
教师
钻研特教理论，
用爱和专业知识
滋养每一位特殊孩子。热心公益事
业，以手语翻译、心理咨询师的身份
参与公检法系统聋哑人案件办理。
4、
黄莉 香洲区第十一小学教师
以校为家，爱生如子，多次荣获
“优秀班主任”
等荣誉称号。
5、
胡洁慧 九洲中学年级主任
帮助开导患抑郁症学生，使其
顺利升学。曾去西藏自治区林芝市
米林县等地送课帮扶。
6、陈笑兰 斗门区白蕉镇六乡

1、董萍萍 蓝海社会服务中心

三、最美司机
1、魏方灵 珠海公交信禾长运
股份有限公司长途车驾驶员
多次获“先进工作者”称号，面
对突发心脏病晕倒的乘客，用心肺
复苏及时挽救。
2、蒋秋文 拱北汽车客运站驾
驶员
从业 32 年间，零事故、零投诉、
零违纪。总结出工作班线的驾驶规
范、节油技巧，成为同班线司机的
“活教材”。
3、林汉英 市公交集团公交驾
驶员
担任驾驶员工作的 11 年里，勤
勤恳恳，遵纪守法，多次被公司评为
安全文明驾驶员。
4、杨文坚 市公交集团公交驾
驶员
情系乘客，文明服务，曾荣获中
国城市公交交通领域“节油王”称

五、最美教师

广珠海文化和历史。
6、许均定 三灶镇中心小学学
生
积极参加敬老爱老公益活动，
多次参与义卖支援山区贫困孩子。
7、范睿 珠海市金海岸中学初
二学生
乐于助人、
充满爱心，
每当身边有
人需要帮忙时，
都会积极伸出援手。
8、黄嘉雯 斗门区六乡中学初
二学生
敬老孝亲，主动帮助母亲料理

家务，照料年幼的弟弟。勤奋好学，
积极参加各项书法比赛。
9、曹汝陵 高新区金鼎第一小
学学生
主动帮助年过八旬的邻居打水
劈柴、扫地浇花。多次被评为“三好
学生”
“优秀班干部”
。
10、郑浩铭 高栏港经济区金
洲小学学生
积极参加志愿服务和公益活
动，到敬老院慰问孤寡老人，为贫困
地区儿童捐献文具、衣物。

1、饶文喜 前山街道南沙湾社
区综合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开创“堵疏结合”的双限治乱治
理模式，带队建立爱心结对帮扶项
目，
帮扶困难家庭渡过难关。
2、刘 国 权 北 堤 社 区 党 委 书
记、居委会主任
组建社区党员志愿服务队，长
期开展“居家探访”
“ 法律调解”等志
愿服务活动。
3、尹智明 翠香街道兴业社区
综合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与社会企业合办老年大学兴业
社区（扬程）分校，启动了“社区教育
示范社区”
“ 社区议事协商试点”等
创新工作。
4、梁文静 红旗镇藤山社区党
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建立社区道德讲堂，组织社区
文娱队伍开展健康向上的文娱活
动，
积极解决社区居民的生活难题。
5、韦国茂 井岸镇草朗村党委
书记、村委会主任
带领村集体积极投身新农村建
设，使村里的经济得到全面发展，村
容村貌得到很大的改善，村民的幸

福指数逐年上升。
6、卢 卫 婵 白 蕉 镇 南 环 村 村
委、支委
牵头发展村居家事观察员，为
村民维护婚姻家庭、调解家事纠纷
提供重要帮助。
7、陈志峰 高栏港区南水社区
党支部书记
时刻把居民的事情放在心中，
帮助困难群众建造
“爱心商亭”
。
8、陈俊杰 担杆镇新村党支部
书记、村委会主任
带领海岛居民积极发展休闲渔

业，为实现村民的共同致富打下坚
实基础。
9、李荣帅 市委政法委社会建
设指导室副主任
于 2016 年 5 月对口帮扶阳春市
河西街道石上村，深入调查走访，推
进纳入危房改造指标的 23 户贫困户
危房改造项目全部建设完成。
10、陈天炜 市西部城区开发
建设局办公室副主任
作为对口帮扶茂名市烧酒村的
一名驻村干部，精心创建烧酒村绿
康源生态农业园产业扶贫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