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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老爱亲模范候选人
（9人）

陈霞云

陈霞云，女，汉族，1975 年 11
月生，中共党员，泰州市海陵区城
南街道锦绣社区党总支副书记。陈
霞云曾因罹患肺癌切除了部分肺
叶。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她
克服身体困难，毅然冲在疫情防控
工作最前线，挂横幅、贴海报，走访
排查外来人员、发放居民出入证，
连续 20 多天，每天平均爬楼 90 余
层，她带着一个“不完整肺”、揣着
满满“为民心”，筑起防护人民群众
生命安全的“铜墙铁壁”。陈霞云
荣获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
人、江苏最美防疫先锋、江苏省岗
位学雷锋标兵等称号。

周 峰

周 峰，男，汉族，1978 年 9 月
生，中共党员，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科技信息处处长。从2001年进入法院
工作以来，周峰一直奋战在智慧法院
建设一线。2019年，以他为核心的技
术团队研发出的“五智融合”智慧法
院南通新模式亮相第二届数字中国福
州峰会。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周峰带
领部门人员成立抗疫先锋队，打造

“支云”庭审系统和在线执行系统，为
确保疫情期间审判“不打烊”、公平

“不掉线”提供了技术支撑，切实保障
疫情防控期间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周
峰荣获全国法院先进个人、江苏省先
进工作者等称号。

周书珍

周书珍，女，1965年 9月生，中
共党员，徐州市铜山区铜山街道无名
山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周书
珍坚持“把本职工作当成事业干，把
社区当成家来建，把居民当成亲人
看”，关心关爱辖区残疾人、空巢老
人、失业无业人员、特困人员等，得
到广大居民的赞扬。新冠肺炎疫情期
间，她不顾腿部疼痛，毅然站在疫情
防控最前线，对全社区 32 个小区、
10100户居民逐一进行走访，带领群
众全方位筑牢疫情防控“红色堤坝”。
她布置疫情防控的情景被居民拍成了
视频传到网上，当晚点击量过百万
次，被网友们称为“最美中国大妈”。
周书珍荣获全国妇联巾帼建功标兵、
江苏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等
称号，其家庭被评为全国文明家庭。

周桂官

周桂官，男，汉族，1949 年 10 月
生，中共党员，宿迁市沭阳如东中学
校长。2009 年 12 月底，刚刚退休的
周桂官受命带领支教教师团队来到
沭阳县办学扶贫。为了改变当地教
育落后面貌，改变贫困家庭孩子的命
运，周桂官始终忠诚担当、辛勤耕耘，
在家人支持下，从花甲到古稀，带出
了八届毕业生，其中近 9000 名学生
考上本科高校，24名学生考入清华、
北大，25 位孤儿学生圆了大学梦。
2013年以来，他先后9次捐出个人奖
金共计 1213 万元，设立“周桂官教育
奖励基金”，用于奖励杰出贡献教师
和优秀学生标兵。周桂官荣获宿迁
市感动教育十佳人物、宿迁市荣誉市
民等称号，荣登“中国好人榜”。

郑瑞强

郑瑞强，男，汉族，1971 年 11
月生，中共党员，苏北人民医院副院
长。从 2020 年 1月 23日到 2021 年 2
月2日，郑瑞强先后五度出征，累计
200天奋战在武汉、新疆、大连、石
家庄等地抗疫一线。在救治患者过
程中，“我来”是郑瑞强的口头禅，
ECMO、气管插管等高危操作他都
身先士卒、冲在一线。他和战友们
总结的“治疗新冠肺炎重症患者经
验”，多次被写入国家新冠肺炎诊疗
方案。郑瑞强和全国各地驰援的其
他 7 位重症专家组成员，被人民日
报等多家中央级媒体称为“重症八
仙”。郑瑞强荣获全国先进工作者、
全国卫生健康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先进个人、江苏省有突出贡
献中青年专家等称号。

施文进

施文进，男，汉族，1961年8月生，惠
龙易通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上世纪90年代，退役军人施文进放弃“铁
饭碗”自主创业，于2007年创立物流企业
惠龙易通，带领企业历经数次经营转型，不
断做大做强，成为中国智慧物流业的领跑
者。他矢志科技创新，历时5年研发了具
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惠龙易通水铁公数
字运输、北斗4G数字监控等项目308项，
首创中国无车无船网络货运新模式。他积
极履行社会责任，帮助安置退役军人超3
万人。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他征调全国20
万平方米应急仓库和1.2万车次运输车
辆，保障应急物资进入火神山等重点医
院，并免收房租和仓储费超1000万元，助
力企业复工复产。施文进荣获全国爱国
拥军模范、全国模范退役军人等称号。

左长年

左长年，男，汉族，1947年 11月生，
中共党员，江苏省运河航运公司退休
职工。1968 年，左长年母亲病逝后，
父亲重新组建家庭，21 岁的他勇挑重
担，主动要求从上海调回家乡工作，独
自抚养 6 个弟弟妹妹长大成人；他孝
亲敬老，先后赡养家中 10 位老人，直
到他们寿终正寝；他守望相助，收养去
世妹妹的小女儿和贫困小舅子的女儿，
把她们当作亲生女儿一样倾心照料、悉
心培育，直到“女儿”们成家立业。左长
年荣获淮安市道德模范等称号，荣登“江
苏好人榜”。

刘泽琴

刘泽琴，女，汉族，1948年6月生，南京
市浦口区星甸街道山西村村民。2000年，刘
泽琴的儿媳在外打工期间遭遇车祸，大脑、颈
椎受到严重撞击，手术后成了植物人。刘泽琴
将儿媳接回家中悉心照顾，每天为她喂饭、擦
身、换衣、按摩。儿媳吞咽有问题，医生建议一
日三餐必须坐着吃，刘泽琴双手拉不动她，就
用一根带子绑住儿媳的肩膀，另一头拴住自己
的腰，借俯身拉动儿媳坐起。为防止儿媳腿部
肌肉萎缩，她请邻居和亲戚轮流帮忙，每天早
晚架着儿媳下床，从开始的站立到后来的搀扶
行走，每次练习都让刘泽琴汗如雨下，几次
瘫倒在地。经过20年努力，儿媳如今已经能
独立行走，还能做简单交流，创造了医学奇
迹。刘泽琴荣获南京好市民等称号，荣登“中
国好人榜”。

张丰林

张丰林，男，汉族，1956年6月生，连
云港市赣榆区厉庄镇岭南村村民。张丰林
17岁时因意外失去左臂，但他坚强乐观，
凭着顽强毅力，用“独臂”学会洗衣、做饭、
耕作，勇挑家庭重担，一个人耕种20亩土
地。他孝老爱亲，精心照顾年老多病的母
亲、瘫痪在床的残疾弟弟、肢体残疾的妻
子；他言传身教，儿子在他的影响下，从小
孝顺懂事、独立自强，主动分担父亲肩上的
重担，照顾奶奶、妈妈、叔叔。张丰林荣获
连云港市“十大孝星”，荣登“中国好人榜”，
其家庭被评为连云港市文明家庭。

周 琴

周 琴，女，汉族，1966年10月生，中共
党员，南京天由科技有限公司江都分公司负
责人。周琴出生于扬州江都昭关镇一户普
通农家，父亲和女儿的早逝使她很早就萌发
了帮助他人的心愿。20多年来，她不仅成为
昭关敬老院29位孤寡老人的贴心“闺女”，还
先后帮助上百户贫困家庭，资助200多个贫
困生，成为他们的“周妈妈”。她还热心公
益，帮扶20多名白血病、尿毒症患者，支持村
组修桥铺路，累计捐款捐物300多万元。周
琴荣获全国妇女创先争优先进个人、全国三
八红旗手、江苏省巾帼楷模等称号，荣登“中
国好人榜”。

费存侠

费存侠，女，汉族，1951年7月生，
宿迁市宿城区项里街道项里社区居
民。费存侠右腿残疾，行动不便、生活
艰辛，却始终心存大爱，先后抚养5名
弃婴。1989年 5月，她收养了一名重
度脑瘫弃婴，32 年来对其视为己出，
将其喂养至今。1991年初春，她又捡
回一名患有心脏病的弃婴，倾尽全力
将其治愈。此后几年，她又陆续收养
了 3名弃婴，通过拾废品赚钱将他们
养大成人。她不仅在生活上给这5个
孩子母亲般关爱，还坚持供他们上学，
鼓励他们用知识改变命运，先后把 3
个孩子送入了大学校门。费存侠荣登

“中国好人榜”。

倪文敏

倪文敏，女，汉族，1971 年 10
月生，新沂市马陵山镇曹刘村村
民。2004 年的一场车祸致使倪文敏
的丈夫头骨碎裂，智商下降到孩童
阶段，丧失生活自理能力。倪文敏
的母亲患有精神疾病，丈夫 90多岁
的二叔也无人照看，她把两位老人
接到家中，连同年迈的公公、瘫痪
的丈夫、年幼的孩子一同照顾。为
了扛起这个6口之家，她每天起早贪
黑、披星戴月地忙碌着，任劳任
怨。2020 年 7 月，97 岁高龄的公公
安详离世，母亲和叔公在她的悉心
照料下病情逐步稳定，由她每天坚
持带着做康复训练的丈夫也从一级
伤残恢复到四级伤残。倪文敏荣登

“江苏好人榜”。

殷志兰

殷志兰，女，汉族，1949年1月
生，张家港市南丰镇新德村村民。结
婚时，殷志兰与丈夫约定“结婚不离
娘家”，以便照顾生父母、养父母以
及膝下无子的大伯大娘6位老人。婚
后，加上公公婆婆，她把照顾 8 个

“爹妈”的责任全部扛在肩头。2016
年，相继送走6位老人后，照顾老人
的担子轻了，她发起成立“殷志兰志
愿服务队”，带领32名队员开展爱心
陪伴、家务清扫、爱心理发等志愿服
务活动，关爱帮扶残疾孤寡老人1000
余人次。殷志兰荣登“中国好人
榜”，其家庭被评为江苏省文明家庭。

聂素梅

聂素梅，女，汉族，1952年10月
生，滨海县八巨镇八巨社区居民。
1994 年 2 月，聂素梅将父母双亡、
四肢萎缩、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邻
居姐姐陆从方接到家中照顾，并承
诺她：“今后你就是我亲姐姐。”从
此点燃了陆从方生活的希望。就为
了这样一句承诺，聂素梅在大儿子
去世、自己生活拮据的情况下，毅
然放弃外出打工的机会，留在家里
照顾陆从方。2012 年，为了照顾生
产的儿媳妇，她将陆从方接到无锡
儿 子 家 中 一 起 生 活 。 2019 年 10
月，她又独自带着陆从方回到老
家 ， 直 到 2020 年 11 月 陆 从 方 去
世。聂素梅荣登“中国好人榜”。

高贵芬

高贵芬，女，汉族，1955年4月
生，镇江市原丹徒县煤炭公司退休职
工。高贵芬8岁时父亲离世，哥哥从小
患有小儿麻痹症，她用柔弱肩膀帮助母
亲挑起家庭重担，替母分忧。20岁那
年，她有了自己的家庭，但为了继续照
顾生活不能自理的哥哥以及有智力障碍
的嫂子，她选择成家不离家，带着哥嫂
出嫁，婚后和丈夫一起对他们悉心护
理，演绎了感人肺腑的人间大爱。
2019年，80岁的哥哥去世后，她一边
继续精心照顾嫂子，一边加入社会公益
组织，已参加公益活动50余次。在她
46年的影响下，儿孙们也都用充满爱
心的行动支持她，接力传承孝老爱亲的
好家风，受到街坊邻里交口称赞。高贵
芬荣获镇江市润州区“五好家庭”称
号，荣登“镇江好人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