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届常州市市级机关“道德之星”人选公示

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市级机关精神

文明创建，展示公民道德建设成果，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

部、市文明办、市级机关工委、市人社局在市级机关组织开

展了第二届常州市市级机关“道德之星”典型选树工作，经

群众推选、单位公示、审核初选、专家评审、市级机关工委

书记会议研究通过，现对 20 名第二届常州市市级机关“道

德之星”人选予以公示（分类别按姓氏笔划排序），公示日

期为 10 月 21 日至 10 月 25 日。如对公示人及其事迹有异议

的，请于 10 月 25 日前向市级机关工委宣传处反映。

通讯地址：常州市行政中心 1 号楼 A 座 15 楼

邮编：213000

电话：85680772

常州市委市级机关工作委员会

2019 年 10 月 21 日

一、类别：助人为乐

1、冯小强：热血青年“冯一针”



冯小强，男，1980 年 1 月出生，中共党员，常州奥林匹

克体育中心职工。

2013 年加入常州义务献血志愿者队伍，累计捐献全血 7

次，成分血（血小板）34 次，先后获全国无偿献血铜奖和金

奖。医务救护保障业务熟练，实现节能减排革新 30 余项，

每年节约用水成本 10 万元。

2、刘晓寅：用 37℃的温暖融化死神冰锋

刘晓寅，男，1974 年 5 月出生，中共党员，常州市卫生

健康委员会副处长。

挽起衣袖，献血捐髓，他用另一种方式挽救生命。志



愿服务，身体力行，他用自己的力量传递希望。他是首例公

务员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常州市第 4 例，江苏省第 12 例，

全国第 94 例非亲缘关系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多次参加无偿

献血。获无偿捐献造血干细胞奉献奖、中国红十字总会生命

奖牌，省红十字会博爱奖章。

3、刘琦平：爱心助学，扶弱济贫

刘琦平，女，1966 年 9 月出生，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培

训中心副主任。

2003 年开始，刘琦平一家自发与陕西汉中地区国家级贫

困县困难学生结对，先后资助了 11 位困难学生，其中已有 7

人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由她主导的爱心助学团队先后吸纳社

会各界爱心人士 159 人，共帮扶陕西、甘肃、新疆等西部贫

困地区 202 名贫寒学子，其中已有 76 人考上大学，27 人大

学毕业。开展女检察官“每月一关爱”活动，带领女检察官

们给弱势群体送温暖、献爱心。

4、孟 斌：用鲜血为生命“加油”



孟斌，男，1982 年 10 月出生，中共党员，常州市劳动

就业管理中心科员。

一颗善心，满腔热情，他用鲜血为他人生命“加油”；

一念执着，踏实认真，他用汗水秉持党员初心。累计捐献全

血 13 次，成分血 7U，折合献血总量 10100ML，获全国无偿

献血奉献奖铜奖。

二、类别：见义勇为

5、张向福：逆风前行，托起生命之舟

张向福，男，1987 年 11 月出生，常州海事局指挥中心

海巡执法支队科员。



作为常州市水上搜救中心的一员，遇有船舶事故险情，

他总是冲在最前面，2019 年 6 月，在渔船翻船事故中勇救 3

名落水人员。2019 年 8 月在大风大浪天气下，登上遇险船舶，

协助排水、堵漏，经过五个小时的不懈努力，成功化解险情，

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三、类别：敬业奉献

6、朱燕涛：虽非亲骨肉，依然父母心

朱燕涛，女，1985 年 11 月出生，常州市儿童福利院主

管护师。

朱燕涛负责照料 3 到 18 岁需要特殊护理的重残儿童。

在全院最辛苦的岗位上，她秉持关爱、敬业、奉献、创新、

引领的服务理念，无微不至地照顾残疾、多病、有缺陷，甚

至患有传染病和不治之症的孤残儿童，成为孩子口中的好

“妈妈”。曾获市首届孤残儿童护理员技能操作比赛第一名，

第八届全国民政行业技能竞赛个人二等奖。

7、安伟：打造公诉“黄金团队”



安伟，女，1980 年 6 月出生，中共党员，常州市人民检

察院第三检察部主任。

始终坚持“将案件办成经得起历史和法律检验的铁案”，

克服孩子小、母亲手术等困难，辗转多地，历经四年完成 4

起省部级干部职务犯罪大要案办理。创设“1+1+N+3”团队

办案模式，打造“常州公诉六人组”，创新案件 PPT 示证方

式和公诉队伍培训方式。追求卓越、为民服务，成为江苏省

百名巾帼法律专家顾问团成员，省检察业务专门人才。

8、李红利：用群众语言讲政治



李红利，男，1975 年 6 月出生，中共党员，常州市委党

校公共教研室副主任、副教授。

他形成独特的“李氏”宣讲风格，曾连续两届获得江苏

省党校系统最高教学奖“精品课”奖，被授予江苏省“党课

教学名师”、“三个一批”教学名师、“理论宣讲先进个人”、

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等荣誉称号。他带领的“红博士”

志愿宣讲队为市“理论宣讲示范队”。近年来，他进基层宣

讲 800 多场次，使“党校好声音”传到市内外、省内外 200

多家单位，辐射四万余人次。

9、杨物致：为缴存职工谋福祉讨公道

杨物致，男，1973 年 5 月出生，中共党员，常州市住房

公积金管理中心溧阳分中心科员。

他以“坚持、坚守、坚毅”的品德和理念，为缴存职工

谋福祉讨公道，走遍溧阳十一个镇、街道、开发区，为 200

多家规模以上企业开展公积金扩面政策宣传，为 700 多名职

工追缴住房公积金 300 多万元，推动公积金补助加入“天目



湖英才榜”专项基金资助办法，已有 644 名高校毕业生获益。

10、林 春：职业教育事业的“拼命三郎”

林春，男，1975 年 4 月出生，中共党员，常州市教育局

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处处长。

“五加二、白加黑”是他的工作常态。“今日事今日毕”

是他的工作信条，他放弃出国高薪机会投身职业教育，创新

开展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改革与探索，在全省较早创新校企合

作模式，探索引企驻校双主体育人，实现教学与生产环节无

缝对接，积极推进职业学校自主招生试点，2019 年省首批职

业教育改革发展成效明显设区市评选常州位列第一。

11、周海兵：反腐尖兵，书写忠诚



周海兵，男，1978 年 5 月出生，中共党员，常州市纪委

监委副科职纪检监察员。

他坚持不懈追求崇高职业理想，以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

感克服家庭困难，长期辗转各地调查取证，出色完成各项工

作任务。2014 年被抽调到中央纪委专案组，参与山西、河北

等腐败系列案件的查处，先后承办和参办 4 起省部级、厅级

等干部的腐败犯罪大案。获市五一劳动奖章，省检察院二等

功。

12、赵 华：守护大街小巷的便衣尖刀

赵华，男，1977 年 10 月出生，中共党员，常州市公安

局巡特警支队勤务指挥大队副大队长。

负责全市便衣巡控工作，案件研判和实战经验丰富，平

均每天工作 12 小时以上。2016 年以来，赵华带领支队便衣

巡控队共抓获各类犯罪嫌疑人 1265 人，全市街面侵财警情

同比下降 27.4%。发表便衣打防类技战法 2 篇，各类典型案



例 50 余篇，填补了市局便衣打防领域空白。曾获常州市“十

大杰出青年”。

13、唐云萍：国家财产守门人

唐云萍，女，1964 年 11 月出生，常州市审计局主任科

员。

35 年参与 200 多个审计项目，担任主审 50 余个，多次

获得省、市优秀审计项目，仅近三年参与项目就查出违规金

额 99.01 亿元，收缴入库 2.89 亿元。荣立市三等功。

14、唐晓霞：用温暖爱心打造社保新氛围

唐晓霞，女，1978 年 10 月出生，中共党员，常州市社



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办公室主任。

将医疗专业特长与健康保障、社会保障相结合，推行“大

白话”讲社保、“简单化”查社保，“开放化”办社保，实

现社保微信“指尖上的社保”，开展“七彩病房 幸福医保”

公益项目。全省首创综合大社保一柜办结经办服务模式。

15、谈 杰：“放管服”改革尖兵

谈杰，男，1975 年 9 月出生，中共党员，常州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行政服务处副处长。

扎根窗口一线 20 年，全力推进登记制度改革措施落地

生根，全省首创一城通办改革，企业开办户均办结时间缩短

至 1.81 个工作日，“3 个工作日完成企业开办数据分析软件”

被评为全省市场监管系统“数据应用十大创新成果”。主动

对接服务股改企业，有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16、梁秀香：社会工作领军人才



梁秀香，女，1981 年 4 月出生，中共党员，常州市福利

院组织人事和社会工作科副科长。

拥有深厚的专业底蕴，推动福利院社会工作标准化建

设，建立双工联动机制，通过项目化运作方式，开展“爱心

妈妈”等服务项目，为服务对象提供人性化、专业化服务。

入选 2017 年度中国百名社会工作人物，获省社会工作领导

军人才称号，省优秀社会工作案例一等奖。

17、谢 鹏：一生守护好公路

谢鹏，男，1976 年 8 月出生，中共党员，常州市交通运



输局副主任科员。

充分发挥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交通精神，四年辗转三

地，住在野外简易房、大通铺，参与淮江高速、新机场路、

连徐高速、常州西北环线建设。攻克技术难点，抓好隐蔽工

程环节，以一流的施工质量完成 312 国道南移改建工程等数

十项重点工程。曾获省杰出青年岗位能手。

四、类别：孝老爱亲

18、苏 燕：孝浓于爱，血融于水

苏燕，女，1971 年 11 月出生，中共党员，常州市卫生

健康委处长。

她是军人的女儿，也是军人的妻子。面对失去儿子的公

公婆婆，她用用细心和用心弥补丈夫“缺席”的爱，悉心照

顾患淋巴癌的公公 11 年。

19、吴 敏：笑对困难，感恩生活



吴敏，男，1971 年 8 月出生，中共党员，常州市公安局

考核办主任。

他是好警察，也是好丈夫、好儿子、好父亲，陪伴患恶

性肿瘤八年的妻子不离不弃，照顾患多发性骨髓瘤的高龄父

亲无微不至，培养孩子考入警官学院，面对生活的不易、家

庭的坎坷，仍然对生活充满感恩，以实际行动回馈社会。

20、汪 群：用爱撑起一片天

汪群，女，1968 年 2 月出生，中共党员，常州海事局党

群工作部工会主席。

她是父母心中的好女儿，婆婆心中的好儿媳，孩子心中



的好妈妈。两地奔波，悉心照顾患阿尔茨海默症的母亲、患

直肠癌的父亲和患肺癌的公公，无微不至照顾重组家庭的子

女，给他们所有的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