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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业奉献模范候选人
（15人）

侍东亮

侍东亮，男，汉族，1982年12月
生，中共党员，灌云县公安局伊山
派出所交警中队辅警。1999 年 9
月，侍东亮应聘参加公安交管工
作。2013 年 4 月起，根据工作需
求，调任灌云实验小学护学岗执
勤。无论是道路执勤，还是岗位护
学，他都能用实际行动兑现着“人
民警察为人民”的从警誓言。侍东
亮执勤护学岗 8 年来，在不足 50 米
长的岗位上，年均“奔跑式”护学
1500 多公里，被群众亲切称为“奔
跑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栏目
曾用 6 分钟时长专题报道了《我的
护学爸爸——侍东亮》。侍东亮获
评江苏省最美辅警等称号，荣 登

“中国好人榜”。

季洪球

季洪球，男，汉族，1968年 4
月生，中共预备党员，苏州爱思特
美容医院分院保安。1998年，季洪
球成为姑苏区西善长巷55号小区门
卫，看到小区里孤寡老人步行买菜行
动不便后，便满口承诺“今后我帮您
买菜”。23年来，他化身义务“买菜
叔”，为小区高龄、独居、孤寡老人
代购蔬菜肉类鸡蛋和生活用品，并送
到老人家中，没有收过一分“服务
费”，留下２万多张买菜单。从帮忙
采购延伸到各种便民服务，季洪球服
务过上百位老人，服务路程达到
60000余公里，并带动身边朋友、社
区居民参与志愿服务。季洪球荣登

“中国好人榜”。

俞金坤

俞金坤，男，汉族，1943年 2
月生，中共党员，常州市今创控股
集团党委书记、董事局主席。2002
年，俞金坤的公司承接了国际制造
业巨头庞巴迪公司 1000 多万元订
单，却因质量问题没有通过验收。
为警示全体员工，俞金坤举起铁锤
与员工一起砸烂了不合格产品。从
此，每天早上开工前，俞金坤都亲
自为全体员工上诚信课、质量课，
将诚信经营理念灌输到每个员工心
里。他带领公司发展成为中国高铁
内装的主要供应商，陪伴着中国铁
路从“和谐”走向“复兴”。创业
成功后的俞金坤热心公益，近5年
捐资 1050 万元。俞金坤荣获江苏
省劳动模范等称号，荣登“中国好
人榜”。

郭中良

郭中良，男，汉族，1942年5月
生，中共党员，启东市南阳中学退休
教师。2002年，曾两度身患癌症的郭
中良退休返乡后矢志建立苗圃、绿化
家园。19年来，他坚守初心、克服困
难，将“决不销售一棵孬树孬苗”作
为立身立业之本，凭借业界信服的过
硬苗木质量，建立起“零差错”“零异
议”“零投诉”的“三零”口碑；19年
里，他年年提前支付林地租金，没向
乡亲打过一张白条，从不拖欠园艺工
人劳务费，建成15个总面积达3800
余亩的鸡爪槭繁育基地，被村民们称
为“绿化愚公”。郭中良先后资助贫困
学子30多人，帮助乡亲脱贫致富，即
使经营困难时也没中断过资助。郭中
良荣获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等称
号，荣登“中国好人榜”。

梁泽泉

梁泽泉，男，汉族，1969年2月
生，中共党员，江苏仁禾中衡咨询集
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从商30年来，
梁泽泉视诚信为企业生命，坚守“假
账坚决不做、不诚信的事坚决不做”
的铁律。2010年，他开行业先河，主
动要求被监督，带领企业推行“三三
承诺”，即员工向部门承诺、部门向
集团承诺、集团向社会承诺执业质
量、服务态度、职业道德，被业界广
泛宣传推广，企业已发展成为以经济
鉴证类为主、涵盖多个领域的高端服
务企业。创业成功后，梁泽泉积极反
哺家乡和社会，以企业名义向社会捐
献款物1300多万元，个人捐赠款物
500多万元，受益群众2万人。梁泽
泉获评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党务
工作者等称号，荣登“中国好人榜”。

孙景南

孙景南，女，汉族，1971年11
月生，中共党员，中车南京浦镇车辆
有限公司车体车间电焊工。1990
年，19岁的孙景南进入焊工行业，
一干就是31年，成为掌握铝合金、
不锈钢、碳钢车体焊接技术的全能型
专家。她全程参与了我国“复兴号”
250动车组、160动车组等30多个品
种的研发和制造，以她名字命名的技
能专家工作室累计完成科研项目47
项，创造经济效益1400多万元。孙
景南以精益求精的匠心、一流的工匠
技术和协作奉献的精神，为我国轨道
交通车辆产品国产化、谱系化和完全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作出了突出贡献，
被誉为“东方女焊神”。孙景南被授
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荣获全国劳动
模范、全国技术能手、江苏大工匠等
称号。

何光华

何光华，女，汉族，1978年 1月
生，中共党员，国网无锡供电公司电
缆运检中心主任兼党支部副书记。
何光华扎根电力一线21年，敏学好
思的她深入钻研专业生产技术难题，
先后完成创新攻关项目40余项，获
得国家专利授权52项，成为国家电
力电缆行业施工运维技术的领军人
才。她带领团队历时8年在全球成
功首创“高落差高压电缆线路无损施
工技术”，在全国电力、石油、钢铁、化
工等各行业规模化应用，还成功输出
到德国、俄罗斯、新加坡及“一带一
路”沿线共10多个国家，创造经济效
益逾11.2亿元。何光华荣获全国劳
动模范、中国质量工匠、江苏省有突
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等称号，享受国务
院政府特殊津贴。

吴应强

吴应强，男，汉族，1997年 4月
生，中共党员，泰州市消防救援支
队应急 通 信与车辆勤 务 站 消防
员。工作8年来，吴应强在1000余
次救援任务中冲锋在前、竭诚为
民。在 2016 年“4·22”靖江德桥
化工爆炸火灾事故中，面对百米高
火焰，他连续站立十几个小时救援
没有退却。在 2018 年增援山东寿
光救灾抢险行动中，他在堤坝蹲守
11 天，起飞无人机百余架次，拍摄
视频长达 80 小时，为指挥部决策
提供第一手视频资料。2019 年，
在“3·21”盐城响水爆炸事故救援
中，他连续奋战 13个小时，搜索抢
救出 10 余名被困群众，而他因滑
入含有强烈腐蚀性的浓酸坑洞，全
身 65%三度以上烧伤，目前仍在医
院救治。吴应强被授予江苏省青
年五四奖章，荣获泰州市劳动模范
等称号。

张立祥

张立祥，男，汉族，1967年12
月生，中共党员，连云港市连云
区前三岛乡党委副书记，高公岛
街道黄窝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
主任。2000 年，张立祥任黄窝村
党支部书记，他带领群众攻坚克
难 ，大力 发 展 紫 菜 养殖加 工 产
业，把昔日贫困村打造成为“全
国紫菜第一村”，村民人均年纯
收入从 3000 元增长到 4 万元，村
集体年收入增长到 945 万元。经
济发展壮大后，他带领全村干群
全力投入基础设施整治、民生工
程实施、村庄环境美化、生态旅
游开发、乡风文明提升等各项事
业建设，将黄窝村建成 “全国美
丽乡村示范村”“全国文明村”。
张立祥荣获江苏省劳动模范、江
苏省“百名示范”村书记、江苏
省乡土 人 才 “三带” 名 人 等 称
号，荣登“中国好人榜”。

李承霞

李承霞，女，汉族，1979年12月
生，常州老三集团有限公司样衣工兼工
会主席。2003年进入公司后，李承霞
通过勤学苦练，从一名毫无技术的辅助
工成长为一名高级技师。在熨烫辅料
过程中，她发现烫台蒸汽管子存在跑冒
滴漏现象，便建议公司对蒸汽阀门改进
加装余热回收装置，从而为企业节约
200万元。为解决缝纫机不论工作与
否始终处于运行状态的问题，她与电工
师傅们开展研究试验，为公司5000多
台缝纫机安装“衣车宝”装置，全年节电
363万度，节省用电30%。李承霞先后
带出30多名徒弟，为企业培养了一批
技术骨干和操作能手。李承霞荣获全
国劳动模范、全国三八红旗手等称号，
荣登“江苏好人榜”。

杨恒俊

杨恒俊，男，汉族，1959年 9月
生，中共党员，靖江市新桥镇德胜中
心村党委书记、德胜村党总支书
记。2009年，杨恒俊放弃经营红火
的生意到村任职，带领全村党员群
众艰苦创业。他自掏腰包 200 万
元，盘活存量土地，建成 2500 多平
方米的标准化厂房，发展乡村高效
生态农业，用品牌化经营壮大村集
体经济；建成融医疗、健身、休闲于
一体的农民娱乐广场和社区卫生服
务站、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社区服务
中心。他用12年时间把一个矛盾复
杂、负债近50万元的“后进村”建成
了村集体经营性收入420万元的富强
村。杨恒俊荣获全国劳动模范、江苏
省优秀共产党员、江苏省最美基层干
部、江苏省百佳示范村书记等称号。

陆振华

陆振华，男，汉族，1952年 1月
生，中共党员，常熟市特殊教育指导中
心教师。陆振华是苏州首批特殊教育
老师，坚守特殊教育49年，从门外汉
成长为出版40多本专著、教材的专
家。他参与创建多所聋哑学校，寻访
800多名特殊学生，被孩子们亲切地
唤作“哑父”。他组建小桔灯送教服务
队，带领100多名教师为重残儿童送
教上门。他力推融合教育模式，在常
熟市实现84所普通中小学融合教育
全覆盖，特殊儿童入学率从60%提高
至100%。他还积极牵线搭桥，累计
帮助100多名特殊青年走入婚姻殿
堂、实现就业。陆振华荣获全国优秀
特殊教育工作者、江苏省特殊教育学
科带头人等称号，荣登“中国好人榜”。

陈 堃

陈 堃，男，汉族，1982 年 5 月
生，中共党员，国网南京供电公司营销
部市场室五级职员、大客户经理五班
班长。陈堃把“万家灯火我来守”作为
工作信条，15年如一日奋战在南京电
力服务一线。他为了保障客户用电安
全，一年200多天坚守在保电现场；他
首创“三纵两横”电力保障体系和“全
景智慧电力保障指挥系统”，助力圆满
完成青奥会、国家公祭等重大活动电
力保障工作；他带领团队24小时保障
新冠肺炎疫情4家定点医院用电，攻
坚南京市公共卫生医疗中心扩建工
程，全力做好157家防疫物资生产企
业电力保障。陈堃荣获全国向上向善
好青年、全国用户满意服务明星、江苏
省劳动模范、江苏省最美抗疫职工等
称号。

陈新宽

陈新宽，男，汉族，1981年2月
生，中共党员，淮安市淮安区翔宇消
防救援站站长助理。1997年，陈新宽
入伍成为一名消防战士。24年来，他
始终艰苦训练、坚守一线、冲锋在前，
先后参与“3.29”特大氯气泄漏救援、

“5.12”汶川地震抗震救灾、“6.23”阜
宁龙卷风冰雹重大灾害救援、“3.21”
响水天嘉宜化工厂爆炸事故处置、
2020年沂沭泗流域抗洪抢险等各类
救援战斗万余次，冒着生死的考验，
救出遇险群众千余人，成长为荣获一
身军功章的“兵王”。陈新宽先后荣
立个人二等功5次、个人三等功8次，
荣获公安现役部队优秀士官、公安消
防部队抗震救灾先进个人、全国119
消防先进个人等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