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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9 年度江苏省十佳青年志愿者名单 

（共 10 名，按姓氏笔画排序） 

 
刘成勇 江苏省中医院主治中医师 

许  吟（女） 无锡市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护士 

张  聪 国网苏州供电公司党委党建部专职 

李靖怡（女） 南京大学第 20 届研究生支教团宁夏分队队长 

宋红青 宿迁市志愿者学院执行主任 

李智涛 如皋市公安局开发区交警中队指导员 

姜临田 常州龙城救援队秘书长 

黄  威 连云港市清洁海岸志愿服务中心理事长 

韩  晨 南京理工大学第 20 届研究生支教团团长 

熊盛荣 淮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四级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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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9 年度江苏省十佳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名单 

（共 10 个，排名不分先后） 

 

1. “店小二 1+N”志愿服务项目 

（南京市江宁区交通建设集团团委） 

2. “童享阳光”事实孤儿一帮到底项目 

（徐州市希望工程办公室） 

3. “垃圾分类 青春同行”青年志愿服务专项行动 

（昆山市青年志愿者协会） 

4. “青暖夕阳 爱心午餐”志愿服务项目 

（连云港市赣榆团区委） 

5. “同心志愿，与税同行”大学生税收志愿服务项目 

（国家税务总局扬州市税务局、扬州大学团委） 

6. “第一目击者”急救公益志愿培训项目 

（泰州市第四人民医院） 

7. “酵”你守护绿水青山——环保酵素绿色行 

（南京农业大学美境协会、园艺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8. 法立方“三进”普法志愿服务 

（南京工业大学法学院） 

9. “爱的防护伞”项目 

（江苏大学土力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10. “大爱电科，助梦 1+1”项目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四研究所团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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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19 年度江苏省十佳青年志愿者提名奖名单 

（共 10 名，按姓氏笔画排序） 

 

刘  亚（女） 句容市宝华镇宝玉兰青年志愿服务队队长 

刘  帅 徐州工程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主席 

张华锋 扬州市广陵东关消防执勤点站长 

吴亿达 南京雨薇青年公益服务中心理事长 

张  群 国家电网江苏经研院设计中心多能互补设计专职 

周  帆（女） 南京禄口机场海关旅检二科二级主办 

练  韦 盐城市大丰区小麋鹿青少年素质拓展中心理事长 

秦  珣（女） 国网泰州供电公司“金泰阳”志愿服务队队长 

黄婷婷（女） 苏州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敬文书院2017级学生 

雷天宇 江苏省防汛防旱抢险中心抢险管理科技术员 

 

  



— 4 — 
 

附件 4 

 

2019 年度江苏省十佳青年志愿服务项目提名奖名单 

（共 10 个，排名不分先后） 

 

1. “益”起来青少年河流守护 

（无锡绿循环环保促进中心） 

2. “守望晨曦”心理呵护公益平台 

（徐州医科大学医学影像学院团委） 

3. “青心汇·绿益享”环保助力项目 

（国家税务总局常州市税务局） 

4. 南通市大学生“公益助力”计划 

（南通启航青年公益发展中心） 

5. “善道盱眙”黄丝带帮扶行动 

（淮安市盱眙县爱心公益协会） 

6. “党建联盟”企警共建志愿服务项目 

（江苏索普(集团)有限公司） 

7. 逆风飞翔——志愿连心桥 

（宿迁市宿豫团区委） 

8. 东南大学“艺术+”社区互助养老服务平台暨助力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建设项目 

（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团委） 

9. “造物天地”环保公益项目 

（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管理信息系团总支） 

10. “警服蓝+紫金草”志愿服务项目 

（南京女子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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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2019 年度江苏省优秀青年志愿者名单 

（共 184 名，排名不分先后） 

 
杨  洋 南京市栖霞区红枫栖霞青少年事务所社工 

王卓君（女）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宣传室副主任 

刘亚男（女） 南京途牛科技有限公司人力资源业务合作伙伴 

汤晓丹（女） 南京市秦淮团区委一级科员 

孙天明 无锡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宣传部部长 

嵇绍勇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无锡市分公司投递员 

宣至旦（女） 无锡市锡山区云昌益暖社区服务社党总支副书记、
团支部书记 

王杨雨凡 徐州彩虹医生志愿服务队负责人 

王  丹（女） 徐州市青年志愿者协会秘书长 

陈洁茹（女） 常州市公安局钟楼分局五星派出所警长 

陈  璐（女） 常州双诚工具有限公司财务 

陈  顺 常州市天宁区合心公益法律服务促进会党支部书记、会长 

王  平 苏州市排水有限公司组织人事处处长 

陆海峰 苏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中药专业教师 

王  磊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专利审查协作江苏中心青年
工作室副主任 

陆  阳 苏州市耕地质量保护站农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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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迎春（女） 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人文艺术系副教授 

张  晶（女） 海安市曲塘镇政府党政办副主任 

陈  杰 如东县河口镇政府党政办科员 

李来棋 连云港市消防支队海州区大队海昌路中队中队长助理 

魏亚非 连云港市海州区政府朐阳街道香江社区党委书记、
居委会主任 

王思琦（女） 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护师 

孙清岩 灌南县户外健身运动协会会长 

周力新 “苏北计划”淮安市项目办志愿者 

倪清华（女） 建湖县特殊教育学校教师 

崔海兵 江苏博生医用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主管 

陶  芫（女） 扬州中学高中二年级学生 

邵  菲（女） 扬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护理部干事 

傅才萍（女） 扬州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二分公司队长 

叶军亮 镇江市丹徒区人民医院团总支书记、信息科副科长 

姚  欣（女） 扬中市麦田慈善基金会副秘书长 

戴耀怡（女） 镇江市润州区土地房屋开发有限公司团总支书记 

张  杰（女） 丹阳日报社融媒体中心员工 

谢  晶（女） 安利泰州分公司公共事务主任 

毕洁晨 泰州中学高中三年级学生 

陈  萍（女） 泗阳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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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龙 泗洪县蓝天救援队副队长 

陈  炜 宿迁市宿豫区丁嘴镇政府办事员 

葛沭云（女） 沭阳县“苏北计划”志愿者 

孙  雪（女） 南京大学环境学院 2016 级学生 

何祥平 东南大学第 20 届研究生支教团团长 

陈  会（女） 东南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会长 

阿恩克其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7 级学生 

李珩宇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生会副主席 

张闻达 南京理工大学公共事务学院 2018 级研究生 

庄  远 河海大学商学院 2017 级研究生 

黄雪仪（女） 河海大学校青年志愿者协会主席 

蒋沂玲（女） 河海大学物联网工程学院团委副书记 

姚敏磊 南京农业大学农学院辅导员 

韩飞虎 中国矿业大学力学与土木工程学院学生会主席 

王炜光 中国矿业大学第 20 届研究生支教团团长 

缪克绍 中国药科大学校学生会副主席 

袁  帅 中国药科大学国际医药商学院 2017 级研究生 

贺  佳（女） 江南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会长 

徐  谱 江南大学法学院分团委学生副书记 

储希洺（女） 南京森林警察学院治安学院 1708 区队学生 

周幸姿（女） 南京森林警察学院橄榄绿青年志愿者服务队副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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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雨洁（女） 南京师范大学学生会副主席 

邹馥凯 南京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 2019 级研究生 

顾星月（女） 南京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 2017 级学生 

阮未艾（女） 南京中医药大学第 20 届研究生支教团团长 

姚  玲（女） 南京中医药大学第 20 届研究生支教团成员 

刘  倩（女） 南京艺术学院传媒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社长 

万雨晨（女） 南京艺术学院工业设计学院爱心社社长 

姬  坤 南京体育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主席 

余思慧（女） 南京体育学院校团委志愿者部部长 

岳  琳（女）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会长 

李慧倩（女） 江苏开放大学外国语学院 2016 级学生 

梁  川 南京工业大学第 20 届研究生支教团团长 

曹一博 南京工业大学校学生会副主席、校青年志愿者协会主席 

许媛媛（女） 南京财经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主席 

孙  宁（女） 南京财经大学学生会副秘书长 

李晨远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主席、秘书长 

曹婧茹（女）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副主席 

商钰玲（女） 南京邮电大学青年志愿者联合会主席 

徐欣雅（女） 南京邮电大学青年志愿者联合会副主席 

苘志鹏 南京林业大学第 20 届研究生支教团团长 

王信凯 南京林业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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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欣钰（女） 南京审计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执行主席 

何晓彤（女） 南京审计大学润园青年志愿者协会主席 

茆子念 南京工程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主席 

袁  威 南京工程学院青协志愿服务部副部长 

翟丽婷（女）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主席 

刘宇钦（女）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语言学院 2017 级学生 

缪佳琪（女）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校青年志愿者协会会长 

陈浩然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本科）计算机与软件学院团
总支学生兼职副书记 

凌  峰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会长 

朱浩天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学生会主席、红十字会会长 

尤  振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电子信息学院大学生科技协
会主席 

李晓妍（女）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信息工程学院辅导员 

王  超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运输管理学院青年志愿者协
会部长 

王珺瑶（女） 钟山职业技术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会长 

赵  驰（女） 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 2017 级学生 

王孟菲（女） 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会长 

董艺铭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 2018 级学生 

范元康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红色文化宣传“寻英志”
志愿者协会会长 

陈明媛（女）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团委宣传部部长 

顾恺馨（女） 江苏师范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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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思怡（女） 江苏师范大学教育与科学学院 2018 级学生 

时祎睿（女） 徐州医科大学青年志愿服务中心（校青协）主席 

潘  静（女） 徐州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海翼志愿服务队队长 

孙荣耀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主席 

孟丽萍（女）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党支部书记 

黄思玉（女） 常州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主席 

赵  景（女） 常州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副主席 

杜常青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数字经济学院 2017 级学生 

秦  缘（女）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人文学院 2018 级学生 

李高飞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会副主席 

尹士林 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2016 级学生 

毛  琳（女） 苏州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理事长 

杨心乐（女） 苏州大学“小青柚”青年志愿者协会会长 

涂  祺 苏州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博宇青年志愿者
协会会长 

夏  飞 苏州科技大学青协第一分会宣传部部长、大学生心
理健康协会心健部部长 

倪诗钰（女） 常熟理工学院大学生青年志愿者协会主席 

陈  诚（女） 常熟理工学院团委学生副书记 

李国伟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社团联合会向日葵志愿
者服务站站长 

李  强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视觉传达学院分团委学
生副书记 

张  满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小 i 服务队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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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硕 南通大学医学院 2019 级学生 

孙  蕊（女） 南通大学文学院 2016 级学生 

熊雨静（女）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副会长 

董立军 江苏海洋大学机械与海洋工程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副会长 

周  建 江苏海洋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理事长  

李  智 淮阴师范学院学生社团联合会主席、传媒学院学生会主席 

许金贵 淮阴工学院化学工程学院小雨点志愿者服务队队长 

顾小莉（女） 淮阴工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6 级学生 

胡会敏（女）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团总支书记 

王  寅（女） 盐城师范学院城市与规划学院团总支书记 

孙  聪 盐城师范学院药学院团总支书记 

宋  睿（女） 盐城工学院外国语学院学生会副主席 

赵  胜 盐城工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团支部书记 

王  思（女） 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第二党支部副书记 

徐逸驰 扬州大学“奇思益想”公益服务团团长 

王  雪（女）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化学工程学院教师 

王  阳（女） 江苏大学第 20 届研支团队长 

韩茂修（女） 江苏大学团委学生副书记 

邓国文 江苏科技大学大公青年志愿者协会理事长 

杨吉祥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会长 

程伟涛 无锡开放大学机电系 2017 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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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文文（女） 泰州学院教育科学学院 2016 级学生 

吴  宸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主席 

施  翔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团委志愿者工作部副部长、青年
志愿者协会主席 

张  鑫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团委志愿者工作部副部长 

刘  丹（女） 南京理工大学泰州科技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会长 

吴可嘉（女） 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蒲公英志愿者协会主席 

戴富华（女） 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 2017 级学生 

陈  钰（女） 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学生会主席 

盛  璇（女） 南京中医药大学翰林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主席 

李佳敏（女） 南京工业大学浦江学院青协主席 

张雨豪  南京财经大学红山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会长 

曹子正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滨江学院红十字会会长 

朱明慧（女） 南京邮电大学通达学院阳光青年志愿者协会会长 

陶芝橘（女） 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院志愿者服务队副队长 

程炜烨 常州大学怀德学院团委学生会副主席 

顾春风（女） 南通大学杏林学院团委书记兼学生工作处副处长 

第超群（女） 苏州大学文正学院 2017 级学生 

杨  宇 扬州大学广陵学院文法系新闻媒体中心主席 

赵吉庆 江苏大学京江学院团委书记 

谭晓琴（女） 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人文艺术学院 2018 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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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予洁（女） 江苏省国际交流中心人才中心负责人 

杨  喆 南京海事局团委宣传委员 

关天婧（女） 徐州海关驻机场办事处综合业务科一级行政执法员 

姚吟月（女） 江苏省水利信息中心副科长 

李鹏飞 南京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眼科技师 

史吾乐 江苏省司法警官高等职业学校学生 

张曼琳（女） 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安检保卫部旅检三科安检员 

周  阳（女） 国网电科院生产中心工程师 

徐  翌（女） 国信集团江苏省医药有限公司零售连锁公司运营部
负责人 

赵  力 中石化华东油气分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分工会主席 

蔡  炜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南京供电分公司变电运维正值 

陆维希（女）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扬州供电分公司变电修试员 

陈维舟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江苏省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第五
团支部书记 

鲍冰清（女） 江苏宁靖盐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党群工作部管理员、
团委副书记 

宗长礼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南京东机务段助理工程师 

陈晓倩（女） 中国石化江苏油田社区管理中心工会副主席 

胡  侃 “苏北计划”省项目办志愿者（东南大学研究生） 

梅聃颖（女） “苏北计划”省项目办志愿者（南京大学研究生） 

薛裕峰 “苏北计划”省项目办志愿者（东南大学研究生） 

庄宇宁（女） “苏北计划”省项目办志愿者（东南大学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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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泽本 “苏北计划”省项目办志愿者（南京林业大学研究生） 

徐  畅 “苏北计划”省项目办志愿者（南京农业大学研究生） 

张肖煜（女） “苏北计划”省项目办志愿者（东南大学研究生） 

雒倩男（女） “苏北计划”省项目办志愿者（南京邮电大学研究生） 

蔡晓敏（女） “苏北计划”省项目办志愿者（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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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2019 年度江苏省优秀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名单 

（共 81 个，排名不分先后） 

 

1 助力美丽乡村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南京市六合团区委） 

2 青春“小溧志”志愿服务项目（南京市溧水团区委） 

3 “星星筑梦”智障及自闭症青少年成长关爱项目（无锡市滨湖
区筑梦缘社工服务社） 

4 “益+青”江阴市青少年安全自护项目（江阴市青少年权益保
护协会） 

5 大型赛会青年志愿服务工程（徐州市“苏北计划”项目办） 

6 星星点灯筑梦未来“521”助学礼包（邳州团市委、邳州市唯
爱公益计划志愿者之家） 

7 “电亮微光”留守儿童关爱项目（国网常州供电公司团委） 

8 “武水共治，青春同行”青年志愿者参与治水实践项目（常州
市武进团区委） 

9 苏州工业园区社会救助志愿服务项目（苏州工业园区社会事业局、娄葑
街道办事处、苏胜浦街道办事处、斜塘街道办事处） 

10 协力共创地球绿，同心（鑫）共植蚂蚁林（协鑫集团团委） 

11 “青青税话”主题活动（南通市税务局团委） 

12 守护海岸线（启东市环境保护志愿者协会） 

13 港城守护盐河“绿色种子”培养计划（连云港市绿色希望公益
服务中心） 

14 连云港“福彩连心”公益寻访救助活动（连云港市福利彩票发
行中心、连云港日报社） 

15 花艺进特校（淮安市淮安区世纪爱心服务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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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心灵 1+1，我们在行动（盐城心丝带心理咨询公益服务中心） 

17 “孤而不独 困而不难 爱不留守”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项
目（滨海县齐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18 “滴水澄心”乡村小学润苗支教（滨海县青橙之家志愿者服务站） 

19 兵器科普知识进校园志愿服务活动（江苏曙光光电有限公司） 

20 中国好人陈一刀志愿服务项目（中国好人陈一刀慈善义工团队） 

21 “情牵一线 青春奉献”就业助残脱贫项目（镇江技师学院） 

22 “满天星”工作室（泰兴市人民检察院） 

23 爱心义剪（宿迁绿叶爱心志愿者协会） 

24 纽系你我——麻风康复村工作营志愿行（南京大学医学院纽
工作营） 

25 “致法化众，护航成长”关爱青少年普法实践（南京航空航天
大学大学生法律援助中心） 

26 投“耆”所好（河海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 

27 “新时代文明实践七彩社区课堂”大学生志愿服务项目（中国
矿业大学土木学院团委） 

28 筑梦湘西·情暖童心（中国药科大学理学院情暖西部支教团队） 

29 食品安全进社区项目（江南大学食品学院研究生会） 

30 “科学大篷车”公益科普志愿服务项目（南京师范大学物理科
学与技术学院团委） 

31 “生命之约，大爱相传”遗体器官捐献宣传及志愿服务（南京
医科大学团委） 

32 “伯藜支教”志愿公益项目（南京中医药大学伯藜学社） 

33 爱在南艺，暖冬 1+1（南京艺术学院学生社团联合会） 

34 宣讲最青春 奋斗正当时 ——做新时代理论的义务宣讲员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团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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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打造七彩金融课堂，争当小小金融学家志愿活动”长期志愿
活动（南京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团委） 

36 “以心传语,爱不静默”关爱听障儿童志愿服务项目（南京信
息工程大学团委、青年志愿者协会） 

37 “邮声邮色”红色革命纪念馆志愿讲解项目（南京邮电大学青
年志愿者联合会） 

38 “长江卫士”生态公益项目（南京林业大学团委） 

39 大审拉小审（南京审计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 

40 朝露支教（南京工程学院科教公益联合会） 

41 看不见的盒子（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暖阳融合教育公益发
展中心） 

42 “小橘灯”师生志愿服务团(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本科）
艺术设计学院团总支) 

43 “平安长相伴 应急始于心”南京交院青年交通应急志愿队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团委） 

44 “益路同行，情暖汤山”（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团委） 

45 “心窗”志愿服务项目（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通信信号学院
团总支） 

46 新时代文明实践研究与发展中心项目（江苏师范大学青年志
愿者协会） 

47 匠心筑梦——非遗项目传承保护志愿公益项目（江苏建筑职
业技术学院团委） 

48 “传承非遗情，共筑匠心梦”志愿服务项目（徐州工业职业技
术学院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团委） 

49 “小巷绿色大使”垃圾分类志愿者的培育（江苏理工学院化学
与环境工程学院团委） 

50 常州大学彩虹桥服务站（常州大学团委） 

51 “书香使者”志愿服务项目（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数字创意
学院志愿者分会） 

52 大龄自闭症患者社会融合与家庭增能计划（苏州大学“星儿计
划”青年志愿者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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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常州纺院蓝领巾“青春之路博爱前行”应急救护志愿服务（常
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团委） 

54 “星辰筑梦师”——师范生课业辅导帮扶志愿服务项目（苏州
科技大学数理学院） 

55 “蒲公英”关爱留守儿童志愿服务（常熟理工学院电气与自动
化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56 江海廉友文化活动中心“廉文化”宣传推广项目（南通大学江
海廉友文化活动中心） 

57 点亮生命——关爱残障儿童（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团委） 

58 “候鸟北栖 为爱筑巢”志愿服务（盐城工学院电气工程学院团委） 

59 “土壤医院”志愿服务项目（扬州大学团委） 

60 新长征计划——希望实验室为乡村小学教育赋能（扬州工业
职业技术学院易思公益团队） 

61 蚕益家（江苏科技大学大公青年志愿者协会） 

62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劲松工作站项目（江苏信息职业技术
学院团委） 

63 “情暖夕阳红”结对关爱空巢老人志愿服务项目（泰州职业技
术学院） 

64 青年共筑绿色母亲河项目（宿迁学院机电工程学院团委） 

65 “文物保护，艺脉相承”文物保护志愿项目（南京大学金陵学
院艺术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66 “恰同学少年·为青春奉献”——七彩小屋志愿服务项目（东
南大学成贤学院团委） 

67 七彩课堂（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蒲公英志愿者协会） 

68 文化养老，风景“独”好（南京工业大学浦江学院团委） 

69 “皖约·红山”——携手筑梦公益支教（南京财经大学红山学院） 

70 青少年环保微课堂（南通大学杏林学院） 

71 “大美秦淮我先行”青年志愿服务项目（江苏省秦淮河水利工
程管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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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苏北运河“青清运河”志愿者服务项目（京杭运河江苏省交通
运输厅苏北航务管理处团委） 

73 “爱心飞翔，情暖西域”服务项目（南京海关隶属南通海关第
十五党支部） 

74 一“禄”同行志愿服务项目（南京海关隶属南京禄口机场海关） 

75 “阳光助学”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宜兴监狱） 

76 “益心华泰 一个明天”关爱留守儿童项目（华泰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77 “春梅”志愿服务（东部机场集团南京禄口国际机场贵宾服务
公司团总支） 

78 关爱留守儿童（国网淮安市洪泽区供电公司） 

79 “一路阳光伴成长”留守儿童帮扶项目（国网南京市溧水区供
电公司“金梅花”巾帼志愿服务工作室） 

80 “风能筑梦，大有作为”能源电力科普志愿服务项目（中国能
源建设集团江苏省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81 “特别的爱给特殊的孩子”关爱特殊儿童志愿服务项目（中国
石化江苏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团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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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2019 年度江苏省青年志愿服务行动组织奖名单 

（共 99 个，排名不分先后） 
 

1 南京市江宁团区委 

2 南京长江隧道公司青年志愿者协会 

3 南京市第一医院团委 

4 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团委青年志愿者服务队 

5 无锡烟草“尚德同心”志愿服务队 

6 宜兴市欢乐众爱行公益社 

7 徐州市希望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8 徐州市铜山团区委 

9 常州教育团工委 

10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常州分公司 

11 常熟团市委 

12 苏州市振华中学“振华公益团” 

13 南通团市委 

14 南通市港闸区弘爱志愿服务社（永兴花苑社区） 

15 灌云团县委 



— 21 — 
 

16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学一麟”志愿服务队 

17 淮安市级机关团工委 

18 盱眙团县委 

19 阜宁县爱的港湾志愿者协会 

20 建湖县青年志愿者协会 

21 宝应县萤火虫志愿者协会 

22 扬州公交志愿服务总队 

23 扬州大学附属中学 

24 镇江华东雷锋车队志愿服务中心 

25 镇江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公交善行青年”志愿服务队 

26 靖江市家有儿女爱心志愿者协会 

27 泗阳县极乐素食公益爱心协会 

28 南京大学红十字会 

29 东南大学交通学院团委 

30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 

31 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支教团 

32 河海大学水文水资源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33 南京农业大学理学院团委 

34 中国矿业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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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中国药科大学中药学院团委 

36 江南大学“行知”服务队 

37 南京森林警察学院橄榄绿青年志愿者服务队 

38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文欣”青年志愿者协会 

39 南京中医药大学红十字会大学生分会 

40 南京艺术学院高职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41 南京体育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42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美术学院新青年志愿者协会 

43 南京工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环保志愿服务队 

44 南京财经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 

45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 

46 南京邮电大学青年志愿者联合会 

47 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48 南京审计大学润园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49 南京工程学院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分团委 

50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51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金融学院心青协 

52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本科）经济管理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53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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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电气与控制学院“星光”志愿者团队 

55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立亮”青年之家实践服务团队 

56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57 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58 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文字化育公益社团 

59 徐州医科大学麻醉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60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团委 

61 江苏理工学院电气信息工程学院团委 

62 常州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 

63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智能装备学院志愿者分会 

64 苏州大学医学部青年志愿者协会 

65 常熟理工学院数学与统计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66 苏州科技大学艺术学院“蒲公英”青年志愿者协会 

67 南通大学莫文隋青年志愿者协会 

68 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机电系青年志愿者协会 

69 淮阴师范学院 580 志愿服务总队 

70 扬州大学文学院经典传习社 

71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与红十字会 

72 江苏大学医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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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江苏科技大学大公青年志愿者协会 

74 苏州市电子信息技师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75 连云港中医药高职远志志愿者服务总队 

76 江苏护理职业学院 

77 镇江市高等专科学校团委 

78 泰州职业技术学院青年志愿者服务总队 

79 宿迁学院学生会曙光志愿队 

80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81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团委 

82 南京工业大学浦江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83 南京财经大学红山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84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滨江学院红十字会 

85 南京邮电大学通达学院阳光青年志愿者协会 

86 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院青年志愿者服务队 

87 常州大学怀德学院青年志愿者团队 

88 苏州大学文正学院团委青年志愿者管理部  

89 扬州大学广陵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90. 江苏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团委 

91. 南京海事局团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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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江苏省水利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志愿服务队 

93. 南京女子监狱团委 

94.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四研究所团委 

95. 苏美达股份有限公司苏美达小水滴志愿者协会 

96. 东部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团委 

97.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江苏省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第四团支部 

98. 中国铁路上海铁路局铁路有限公司南京站团委 

99. 中核华兴青年志愿者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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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2019 年度江苏省青年志愿服务事业贡献奖名单 

（共 102 个，排名不分先后） 

 

集体（52 个） 

南京地铁运营有限责任公司团委 

中建安装集团有限公司团委 

无锡团市委 

徐州市委组织部 

徐州市青年商会 

苏州市卫生监督所“蓝盾”青年志愿者服务队 

南通市社会捐助工作中心 

连云港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分行 

扬州市卫健系统志愿服务总队 

扬州市邗江团区委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 

国网镇江供电公司 

泰州市姜堰团区委 

宿迁市宿城团区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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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迁兴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南京大学团委 

南京理工大学团委 

中国药科大学团委 

江南大学生物工程学院团委 

南京森林警察学院团委 

南京医科大学团委 

南京体育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禁毒宣传志愿者协会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 

南京审计大学团委 

南京工程学院团委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本科）商务贸易学院“蒲公英”志愿服务团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团委实践与志愿者工作部 

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江苏理工学院团委 

常州大学团委 

苏州大学团委 

苏州科技大学土木学院“馨枫”青年志愿者协会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纺织服装与艺术传媒学院团委 

江苏海洋大学应用技术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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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团委 

淮阴师范学院团委 

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团委 

扬州大学阳光协会广陵分会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团委 

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团委 

苏州市职业大学团委 

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蒲公英志愿者协会 

南京工业大学浦江学院团委 

苏州大学文正学院团委青年志愿者管理部 

江苏省泰州引江河管理处团委 

江苏省淮沭新河管理处 

东部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国网扬州供电公司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江苏省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团委 

 

 

个人（50 个） 

韩  锋 徐州团市委副书记 

张  新 新沂团市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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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学婉（女） 国家税务总局溧阳市税务局团委书记 

董秋莉（女） 连云港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团委书记 

吴  凯 盱眙县仇集中学校长 

苏晓琳（女） 启东市肢残人协会主席 

裴华尉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团委书记 

胡定成 江苏顺成达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 

叶  菁（女） 东南大学团委实践志工部部长 

韩  楚（女）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学院团委书记 

陈伟刚 河海大学团委书记 

胡锦涛 河海大学常州校区团委副书记 

朱媛媛（女） 南京农业大学团委副书记 

于海霞（女） 中国矿业大学环测学院团委书记 

胡  华 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党委副书记 

张  瑜（女） 南京中医药大学药学院副教授 

张  捷（女） 南京艺术学院党委常委、副校长 

华  炜（女） 南京工业大学社会工作与管理系副教授，南京市
江北新区新金陵社会组织培育与发展中心理事长 

李  娜（女） 南京财经大学团委副书记 

张  力（女） 南京邮电大学团委副书记 

韩艺飞 南京林业大学团委组织部科员 

李  倩（女） 南京林业大学团委组织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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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晓川（女）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团委兼职副书记 

王道峰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 

杨晓慧（女）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刘  涛 江苏师范大学语言科学与艺术学院党委副书记 

葛媛媛（女） 徐州医科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党总支副书记 

刘小微（女）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团委干事 

陈明振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电子工程学院分团委书记 

周  瑜（女）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团委青年实践与发展中心主任 

掌海啸 常熟理工学院商学院团委书记 

黄佳瑜（女）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团委副书记 

朱  城 南通大学学生工作部副部长、莫文隋研究生支教
团指导老师 

张  悦（女）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团委干事 

赵海林 淮阴师范学院教授 

田  萍（女） 淮阴工学院人文学院院长 

邵  荣 盐城工学院党委常委、副校长 

王丽敏（女） 江苏大学团委书记 

陈  欢（女） 江苏科技大学团委艺术指导 

许文婷（女） 常州工学院团委书记 

沈晶晶（女） 南通科技职业学院团委书记 

杨淑莉（女）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辅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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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平安 宿迁学院团委书记、宿迁市志愿者学院院长 

冯杭州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团委办公室主任兼志工部部长 

王  腾（女） 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团委副书记 

吴  浩 南京中医药大学翰林学院志愿服务负责人 

朱骥洪 常州大学怀德学院团委副书记 

王立军 江苏大学京江学院辅导员 

邓振钢 南京海事局政委、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季  超 江苏省洪泽湖水利工程管理处团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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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2019 年度江苏省青年志愿服务新闻宣传奖名单 

（共 54 个，排名不分先后） 

 

集体（36 个）  
无锡交通广播《大李小李有道理》栏目组 

无锡广播电视集团（台）新闻中心《第一看点》栏目组 

常州市儿童医院 

常州市天宁区兰陵街道尤辉雷锋科技服务站 

苏州市广电总台 

苏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南通共青团新媒体中心 

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 

连云港市海州区至嘉社会工作事务所 

淮安市魔幻童年少儿艺术团 

淮安市小城大爱志愿者协会 

江苏黑马传媒有限公司 

镇江市润州团区委 

沭阳团县委 

南京大学研究生支教团 

东南大学团委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团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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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海大学团委 

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支教团 

南京中医药大学伯藜学社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团委新媒体中心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 

南京邮电大学团委 

南京林业大学团委 

南京审计大学沁园书院 

南京工程学院团委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云锦·非遗文化传承”志愿团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本科）青年志愿者联合会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团委 

江苏理工学院艺术设计学院团委 

苏州科技大学团委 

南通大学团委融媒体中心 

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团委 

南京工业大学浦江学院团委新媒体中心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滨江学院红十字会 

江苏大学京江学院团委 
 

 

 

 

 

个人（1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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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翔宇 南京广播电视集团网络传媒中心副主任 

许  琴（女） 南京报业传媒集团时政新闻部记者 

薄云峰 《扬子晚报》时政部首席记者 

孙佳佳（女） 徐州市青少年宫教师 

曹  敏（女） 中国江苏网驻地南通记者 

崔治国 盐阜大众报报业集团融媒体采访中心民生部记者 

朱任杰 仪征迪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仪征吧”
网络媒体负责人 

戴  勇 镇江市一分钟公益发起人 

赵晓勇 新华日报社泰州市记者站高级记者 

朱薇薇（女） 宿迁日报泗洪记者站党支部书记 

袁大伟 江苏师范大学团委副书记 

陈国强 江苏大学团委实践部部长 

赵红梅（女） 扬州大学广陵学院学工处（团委）副处长（副书记） 

仲  茜（女） 现代快报社教育部副主任、记者 

王  尧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融媒体新闻中心资深编辑 

张  淼（女） 南京女子监狱团委书记 

沈志军 中石化华东石油局党委办公室宣传科长 

张庆恒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南京东站车号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