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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2020年度报刊宣传
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获奖名单的通知

2020年报刊宣传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获奖名单

特等奖
陕西省红十字会
江苏省红十字会
上海市红十字会
山东省红十字会
陕西省西安市红十字会
陕西省延安市红十字会
陕西省汉中市红十字会
陕西省咸阳市红十字会
江苏省南京市红十字会
江苏省苏州市红十字会
江苏省无锡市红十字会
江苏省南通市红十字会
上海市浦东新区红十字会
上海市普陀区红十字会
山东省济南市红十字会
山东省青岛市红十字会
山东省临沂市红十字会
四川省成都市红十字会
陕西省西安市鄠邑区红十字会
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红十字会

一等奖
四川省红十字会
浙江省杭州市红十字会
浙江省宁波市红十字会
陕西省安康市红十字会
陕西省渭南市红十字会
陕西省榆林市红十字会
陕西省商洛市红十字会
江西省赣州市红十字会
安徽省阜阳市红十字会
江苏省徐州市红十字会
江苏省盐城市红十字会
上海市崇明区红十字会
上海市宝山区红十字会
上海市杨浦区红十字会
上海市奉贤区红十字会
上海市闵行区红十字会
上海市松江区红十字会
上海市金山区红十字会
山东省潍坊市红十字会
北京市西城区红十字会
北京市朝阳区红十字会
江苏省苏州市昆山市红十字会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红十字会
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红十字会
江苏省无锡市江阴市红十字会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红十字会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红十字会
四川省泸州市泸县红十字会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红十字会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红十字会

二等奖
安徽省红十字会
辽宁省沈阳市红十字会
四川省泸州市红十字会
陕西省宝鸡市红十字会
江苏省常州市红十字会
湖南省怀化市红十字会
安徽省滁州市红十字会
北京市海淀区红十字会

上海市嘉定区红十字会
山东省菏泽市红十字会
山东省淄博市红十字会
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红十字会
四川省成都市新津县红十字会
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红十字会
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红十字会
陕西省安康市石泉县红十字会
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区红十字会
陕西省汉中市西乡县红十字会
陕西省咸阳市长武县红十字会
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红十字会
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红十字会
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红十字会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红十字会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红十字会
江苏省徐州市新沂市红十字会
江苏省苏州市常熟市红十字会
江苏省苏州市张家港市红十字会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红十字会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红十字会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红十字会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红十字会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红十字会
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红十字会
山东省菏泽市开发区红十字会
重庆市忠县红十字会

三等奖
重庆市红十字会
浙江省红十字会
河南省红十字会
湖南省红十字会
北京市红十字会
福建省红十字会
四川省达州市红十字会
陕西省铜川市红十字会
江苏省扬州市红十字会
江苏省镇江市红十字会
北京市东城区红十字会
上海市徐汇区红十字会
上海市长宁区红十字会
上海市青浦区红十字会
上海市静安区红十字会
江西省上饶市红十字会
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红十字会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红十字会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红十字会
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红十字会
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红十字会
江苏省徐州市沛县红十字会
江苏省盐城市东台市红十字会
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红十字会
江苏省镇江市句容市红十字会
江苏省南通市海安县红十字会
江苏省苏州市太仓市红十字会
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红十字会
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红十字会
江苏省泰州市泰兴市红十字会
江苏省常州市溧阳市红十字会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红十字会
江苏省南京市学校红十字工作

委员会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学校红十
字工作委员会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学校红十
字工作委员会

江苏省苏州市学校红十字工作
委员会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学校红十
字工作委员会

江苏省张家港市学校红十字工
作委员会

江苏省昆山市学校红十字工作
委员会

江苏省常熟市学校红十字工作
委员会

江苏省南通市学校红十字工作
委员会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学校红十
字工作委员会

江苏省盐城市学校红十字工作
委员会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学校红十
字工作委员会

江苏省无锡市学校红十字工作
委员会

江苏省江阴市学校红十字工作
委员会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学校红十
字工作委员会

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学校红十
字工作委员会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学校红十
字工作委员会

江苏省徐州市学校红十字工作
委员会

江苏省新沂市学校红十字工作
委员会

江苏省常州市学校红十字工作
委员会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学校红十
字工作委员会

四川省成都市彭州市红十字会
四川省成都市崇州市红十字会
四川省成都市邛崃市红十字会
四川省成都市蒲江县红十字会
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红十字会
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红十字会
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红十字会
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红十字会
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红十字会
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红十字会
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红十字会
四川省泸州市合江县红十字会
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红十字会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红十字会
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红十字会
陕西省咸阳市彬州市红十字会
陕西省咸阳市兴平市红十字会
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红十字会
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红十字会
陕西省咸阳市乾县红十字会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红十字会
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红十字会
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红十字会

陕西省渭南市合阳县红十字会
陕西省渭南市蒲城县红十字会
陕西省渭南市华阴市红十字会
陕西省渭南市韩城市红十字会
陕西省延安市安塞区红十字会
陕西省延安市黄陵县红十字会
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红十字会
陕西省延安市子长县红十字会
陕西省延安市志丹县红十字会
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红十字会
陕西省汉中市勉县红十字会
陕西省汉中市略阳县红十字会
陕西省商洛市山阳县红十字会
陕西省商洛市柞水县红十字会
陕西省商洛市洛南县红十字会
陕西省宝鸡市千阳县红十字会
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区红十字会
陕西省安康市宁陕县红十字会
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红十字会
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红十字会
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红十字会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红十字会
山东省济南市槐荫区红十字会
山东省济南市平阴县红十字会
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红十字会
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红十字会
山东省青岛市莱西市红十字会
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红十字会
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红十字会
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红十字会
山东省临沂市费县红十字会
安徽省滁州市天长市红十字会
安徽省铜陵市枞阳县红十字会
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红十字会
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红十字会
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红十字会
江西省九江市武宁县红十字会
重庆市渝北区红十字会
重庆市开州区红十字会
重庆市大足区红十字会
重庆市巴南区红十字会
重庆市垫江县红十字会
重庆市南川区红十字会
重庆市梁平区红十字会
重庆市丰都县红十字会
重庆市潼南区红十字会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红十字会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红十字会
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红十字会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红十字会
云南省昆明市石林彝族自治县

红十字会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

蒙自市红十字会
湖南省怀化市溆浦县红十字会

特殊贡献奖
江苏省红十字会
江苏省南京市红十字会
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红十字会
山东省临沂市莒南红十字心理医院
山东省临沂市临港红十字康平

医院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红十字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红十字会：
《中国红十字报》和《博爱》杂志宣传发行工作 2020年在各级红十字会

的大力支持下取得了较好的成绩，系统内外影响力进一步得到增强。为进
一步推动中国红十字会报刊宣传和发行工作，充分发挥《中国红十字报》和

《博爱》杂志在红十字宣传中的舆论阵地作用，嘉奖先进，经过认真细致的评
选，现将在2020年度报刊发行工作中做出突出成绩的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
名单通知如下。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办公室
2020年9月30日

2020年报刊宣传先进集体

关于印发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暨红十字应急
救护知识竞赛活动获奖单位及个人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红十字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红十字会：
由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主办、总会报刊社承办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暨

红十字应急救护知识竞赛活动已圆满结束。按照活动评奖办法，共评出单
位组织奖一等奖321名、二等奖257名、三等奖480名；个人组织奖一等奖15
名、二等奖20名、三等奖42名；竞赛个人一等奖40名、二等奖60名、三等奖
100名。

现将获奖名单公布如下（排名不分先后），希望获奖集体和个人再接再
厉，为进一步宣传中国红十字会开展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促进应急
救护知识在红十字志愿者和青少年中的普及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办公室
2020年 10月20日

关于表彰2020年度优秀新闻作品的决定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红十字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红十字会：

为鼓励和调动广大通讯员和作者的写作积极性，撰写更多更好的新闻
作品和理论文章，进一步提高《中国红十字报》和《博爱》杂志的质量，做好红
十字宣传工作，经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报刊社组织专家评选，决定对 2020年
度发表于《中国红十字报》和《博爱》杂志的优秀新闻作品、理论文章和摄影
作品予以表彰。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报刊社
2020年10月19日

2020年报刊宣传先进个人
一等奖

雷敏
丁玉琴
滕海婷
路琮玮
李鹏
崔锦绣
江笑笑
王鑫
苏毅
黎媛
宋双印
李玉琴
柳聪
张海宁

沈雪婷
刘森
戴天银
孙宇
杨通长
龚燕凌
顾钱菊
胡勃学
吴琳

二等奖

唐颖
钱叶新
肖彩霞
张艳萍

张涛
高惠龙
樊建真
赵焱
王蕙
张善绘
李德杰
李攀
钱芊宏
卫语嫣
何祥军
孙卫芳
金丹燕
张柯
孙宏娟
范靖

张斌
邵晓明
韩斌
于林
母桂容
黄俊芳
赵章海
程怡
梁铁民

三等奖

李晶晶
邓良熙
张涛
李欢

赵伟
李家秀
刘慧
蒋发扬
欧贺然
郭树清
祝伟
付春霞
郑小丽
高红艳
王晓锋
任建斌
刘永超
陈一辉
张承欢
管建波

孙雯
沈小红
柏洁
尹让福
陆玲
王金海
陶美娟
张洪涛
彭丽娟
杨琼
李立明
陈宗娜
黄实
胡桂花
蔡栋良
陈秀慧

《中国红十字报》《博爱》杂志
2020年度优秀新闻作品

《中国红十字报》优秀新闻作品奖

一等奖

《一封求助信引来5000余笔捐款》
曹芦松

《写给最可爱的人》 刘梦迪
《“这条路，我要一直走下去”》

龚文
《我们走在大路上》 彭勇 李红
《塔尔河的“梦”工厂》

张晓艳 贺龙

二等奖

《“杏谷子”变成“金蛋蛋”》 邱岳
《一场“人为制造”的航班晚点》

冯艾国
《扶贫路上见初心》 张春中
《两位老人的“博爱书屋”》黎宏伟
《台风刮不倒的老年公寓》 叶琳
《抗疫路上最美“逆行车队》

杨琴珍 唐家盐
《3天，1264箱慰问物资，316个居委
会》 杜娟

《24小时，随时出发》 严小梅
《武汉，难说再见》 李云鹏
《美好生活“绣”出来》

罗智惠 李晓锋

三等奖

《留下希望 守住幸福》 左亚楠
《“红心”山芋沁心甜》 陈玉琴
《有我在，就有平安在》

李书万 单春玉
《竹儿岭脱贫记》 王光华 康敏
《一场父女间的战“疫”接力》

肖彩霞 孙洁
《红色堡垒筑起防“疫”城墙》

任登安
《逆境中的一缕阳光》 吴疆宏
《隔离点里的“临时妈妈”》方文霞
《不足10人，他们用坚守刷新纪录》

李凯
《抗“疫”，我们一直都在》 张妍
《让每一笔捐赠在阳光下运行》

夏晓雯
《赤壁红会人的“速度与激情”》

姜洪
《用好每一分“爱心款”》 陈凌晞
《“红十字会纽带”与“第二故乡”》

陆麒雯 章友
《他们值得世人缅怀和敬仰》

张静
《失独母亲坚持捐款16年》 张鹏
《99天，3.01亿元》 李怡然
《我的疫情日记》 黎宏伟
《冲锋在防疫战线上的红色身影》

叶海慧 王犁 常勇
《培训师父母3天救2人》

肖成树 彭灿波 严希

《中国红十字报》优秀理论文章奖

《推进新时代人道主义事业高质量

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下的
新时代中国人道主义事业研究》

张敏
《针对“五不”问题着重“三加强”
——关于加强红十字会监事会工作
的思考与建议》 袁才华 张锦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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