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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度报刊宣传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获奖名单

江建宁
滕海婷
侯雪
陆敏娴
刘森
尤春
雷敏
崔锦绣

段萌
宋双印
方佳
钟建峰
崔海燕
吴挺
陈烨
李鹏

王鑫
路苗苗
迟明丛
王庆松
江中发
章友
王瑶

特等奖

先进集体

一等奖

二等奖

特殊贡献奖

三等奖

江苏省红十字会
陕西省红十字会
上海市红十字会
山东省红十字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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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省西安市红十字会
陕西省咸阳市红十字会
陕西省延安市红十字会
陕西省汉中市红十字会

上海市浦东新区红十字会
上海市普陀区红十字会
山东省青岛市红十字会
山东省济南市红十字会

山东省临沂市红十字会
浙江省宁波市红十字会
四川省成都市红十字会
北京市西城区红十字会

陕西省西安市鄠邑区红十字会

四川省红十字会
江苏省徐州市红十字会
江苏省盐城市红十字会
陕西省商洛市红十字会
陕西省安康市红十字会
陕西省渭南市红十字会

上海市杨浦区红十字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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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阜阳市红十字会
浙江省杭州市红十字会
北京市朝阳区红十字会
北京市海淀区红十字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

治州红十字会

江西省赣州市红十字会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红十字会
江苏省苏州市昆山市红十字会
江苏省苏州市常熟市红十字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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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红十字会
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红十字会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红十字会
山东省临沂市费县红十字会
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红十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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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温州市瑞安市红十字会

安徽省红十字会
浙江省红十字会
江苏省常州市红十字会
陕西省宝鸡市红十字会
陕西省榆林市红十字会
上海市金山区红十字会
上海市嘉定区红十字会
山东省潍坊市红十字会

山东省淄博市红十字会
四川省泸州市红十字会
安徽省滁州市红十字会
浙江省温州市红十字会
河南省南阳市红十字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

红十字会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红十字会

江苏省徐州市新沂市红十字会
江苏省苏州市张家港市红十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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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红十字会
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红十字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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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省宝鸡市千阳县红十字会
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红十字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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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临沂市临港经济开发区

红十字会
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红十字会
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红十字会
山东省临沂市沂水县红十字会
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红十字会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红十字会
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红十字会
四川省成都市崇州市红十字会

重庆市忠县红十字会
河南省郑州市新郑市红十字会
河南省信阳市固始县红十字会
湖北省仙桃市红十字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

治州昌吉市红十字会

重庆市红十字会
湖南省红十字会
北京市红十字会
河南省红十字会
湖北省红十字会
福建省红十字会
江苏省扬州市红十字会
江苏省镇江市红十字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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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徐汇区红十字会
上海市黄浦区红十字会
山东省菏泽市红十字会
四川省达州市红十字会
湖南省怀化市红十字会
北京市东城区红十字会
北京市通州区红十字会
北京市大兴区红十字会
北京市丰台区红十字会
河南省郑州市红十字会
河南省驻马店市红十字会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红十字会
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红十字会
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红十字会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红十字会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红十字会
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红十字会

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红十字会
江苏省苏州市太仓市红十字会
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红十字会
江苏省盐城市东台市红十字会
江苏省镇江市句容市红十字会
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红十字会
江苏省徐州市丰县红十字会
江苏省徐州市沛县红十字会
江苏省泰州市泰兴市红十字会
江苏省南通市海安县红十字会
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市红十字会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红十字会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红十字会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学校红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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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红十字会
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红十字会
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红十字会
陕西省西安市周至县红十字会
陕西省西咸新区沣东新城红十字会
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红十字会
陕西省咸阳市长武县红十字会
陕西省咸阳市淳化县红十字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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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红十字会
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红十字会
陕西省延安市安塞区红十字会
陕西省延安市子长县红十字会
陕西省延安市黄陵县红十字会
陕西省延安市吴起县红十字会
陕西省延安市志丹县红十字会
陕西省延安市延川县红十字会
陕西省延安市甘泉县红十字会

陕西省延安市洛川县红十字会
陕西省延安市黄龙县红十字会
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红十字会
陕西省延安市延长县红十字会
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红十字会
陕西省渭南市富平县红十字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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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省商洛市柞水县红十字会
陕西省商洛市山阳县红十字会
陕西省商洛市镇安县红十字会
陕西省商洛市洛南县红十字会
陕西省汉中市略阳县红十字会
陕西省汉中市勉县红十字会
陕西省汉中市镇巴县红十字会
陕西省汉中市洋县红十字会
陕西省安康市旬阳县红十字会
陕西省安康市宁陕县红十字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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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红十字会
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红十字会
山东省济南市平阴县红十字会
山东省济南市红十字会救灾备灾中心
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红十字会

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红十字会
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红十字会
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红十字会
山东省青岛市莱西市红十字会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红十字会
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红十字会
山东省菏泽市开发区红十字会
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红十字会
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红十字会
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红十字会
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红十字会
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红十字会
四川省成都市新津县红十字会
四川省成都市蒲江县红十字会
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红十字会
四川省成都市邛崃市红十字会
四川省成都市彭州市红十字会
四川省雅安市石棉县红十字会
重庆市渝中区红十字会
重庆市万州区红十字会
重庆市渝北区红十字会
重庆市黔江区红十字会
重庆市大足区红十字会
重庆市綦江区红十字会
重庆市梁平区红十字会
重庆市南川区红十字会
重庆市开州区红十字会

重庆市潼南区红十字会
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红十字会
重庆市垫江县红十字会
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红十字会
安徽省滁州市天长市红十字会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红十字会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红十字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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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宁波市余姚市红十字会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红十字会
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红十字会
湖南省株洲市荷塘区红十字会
河南省郑州市巩义市红十字会
河南省南阳市方城县红十字会
河南省南阳市唐河县红十字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

天桥区红十字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

天山区红十字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

治州玛纳斯县红十字会
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红十字会
江西省九江市武宁县红十字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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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红十字会
江苏省南京市红十字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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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进个人
优秀新闻作品奖

一等奖
《上海市红十字会大调研活动纪实（系列）》

刘贵朝 王子美 赵 杰 江易易
《守住绿水青山 换来金山银山》 汤常荣
《一封求助信和一个基金会》 秦红梅
《爱在苍茫云水间》 翁雨薇 蒋朝进
《让群众点赞 让社会动情》 张春中 庄 艳

二等奖
《“搬梯子”的人》 涂文涛
《做社区群众的“贴心人”》 伊永吉
《你为国家尽忠 我们替你尽孝》 夏晓雯 彭家琴
《讲故事的人，成了故事里的人》 何佳妮
《“红十字帐篷发挥了大作用”》 王 蕙
《在非洲，那台惊险的手术》 闫新海
《十年感恩，终于得见》 孙建敏
《一封千里之外的感谢信》 徐 豹 洪永林
《患者捎来14页感谢信》 张 萍 孙华莹
《撒下种子“红了天”》 朱晓彬
《不忘初心 不变爱心》 陈圆圆
《“别忘了给红十字会打电话”》 陈 贝 丁 静

三等奖
《影响了他们，改变了我们》 左亚楠
《种下梦想的种子》 胡江艳
《把实事做到百姓心坎里》 吴 挺
《社区里的“三种人”》 易 芳 夏声朝
《从“雷锋月”走向“雷锋年”》 袁清梅
《“我要做一辈子志愿者”》 陈爱红
《小小救护站“红色”大舞台》 孙 宇
《奉献路上的七种滋味》 杨皖莉
《豆豆，爸爸很想你》 李孟友
《今天，我又一次落泪》 窦 伟
《“有困难就要找警察”》 李 群
《四度出手的“急救达人”》 王 晨
《“姐弟相争”为哪般》 刘雅萍
《“五朵金花”抱团开》 孙 虎
《“糍粑越打越黏，日子越过越甜”》 张梅英
《用自己“所爱”，为社会作最后的奉献》 徐海军
《“介”入养老“护”住幸福》 吴 翔
《“都好！都好！”》 胡亚林

《中国红十字报》《博爱》杂志

2019年度优秀获奖作品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左亚楠
王永达
李伊平
黄玉洁
许玲玉
邹国忠
齐新
徐二山
钟小三
孙雯
石尉
尹让福
陈海高
刘峰

高惠龙
刘淼
姚科
张晓春
李书琴
陈联盟
任建斌
王辉
刘永超
罗亚芬
张剑敏
赵伟
陈丽丽
武鹏

毕红娟
明淑华
李家秀
彭丽娟
石钰
叶跃杰
陈丽
杜阳
梅世民
李向华
欧贺然
金丹燕
范涛
汪亚

邓印辉
黄俊芳
刘体兰
张莉
谭冬梅
肖彩霞
张藤清
卢月丽
赵焱
王蕙
陈爽

张承欢
陈建芳
汤国强
杨荣
田雯燕
张艳萍
赵攀攀
范靖
孙楠
李德杰
郭荣

严小梅
顾珊珊
郁生耀
李攀
范丹红
何祥军
叶红
周晓彦
郭胜清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特别贡献奖
冉茂琴 张浩亮 李全太 毛荣志 戴 莹 池子华 杨方方

优秀理论文章奖
《一位驻村干部的扶贫调查》 苏映红
《写好改革这篇大文章》 何校生
《合理定位关系 合力动员资源》 戴 莹 朱晓玲
《解决“两个问题”着力提升“三力”》 庾日升
《红十字组织参与基层治理的实践与思考》 郑 杰
《凸显红十字人道救助的独特性》 孟纬鸿
《“网上红十字会”建设要走群众路线》 江琴平 江 城
《处理好红十字基层组织建设中的四种关系》 严明强
《紧扣“人、事、力”，做好遗体捐献靶向宣传》 许 伟
《巧结合 重提升 再创新》 石 泠 夏晓雯
《立足职能定位 拓展服务内容》 金 桥
《将城市社区当作“博爱家园”主战场》 吴敦祖
《用真诚沟通搭起心灵桥梁》 贾建芬
《着力推动“五个红会”建设》 柳小波
《以“四建四化”促“五力”提升》 刘华鹰 罗星星
《众筹扶贫“加减法”》 沈 莉
《正确把握“三个关系”》 张孚传
《以刀刃向内的勇气自我反思》 孙永春

优秀摄影作品奖
《999 好样的！》 王 蕊
《放游千纸鹤》 岳英歌 王 洁
《“过年好”！》 梁才有 李海燕
《军训学“绝招”》 王金海
《吸氧听诊》 付春来
《古镇新景》 谢尚国
《我加入！》 袁宝勤

《博爱》杂志优秀文章
《红十字无名英雄》 党 琪
《快递自己的快递小哥》 陈玉琴
《红十字人的朋友圈》 胡江艳
《红十字的“名片”》 易 芳
《有他们的地方就有光亮》 陈爱红

《博爱》杂志优秀封面照片
《博爱》杂志2019年1期 付春来
《博爱》杂志2019年9期 胡晓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