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2020年度江苏省十佳青年志愿者名单

（共 10 名，排名不分先后）

周 瑞 南京市溧水中医院妇产科医生

朱旭涛 （女） 宜兴市中医医院办公室科员

吴 昊 国网江苏省有限公司常州供电分公司线路运检工

王月月 （女） 盐城市滨海县坎北街道西坎村民委员会青年书记

陈 萍 （女） 宿迁市泗阳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官

柳 莺 （女）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第 21 届研究生支教团团长

于伦铸 江苏科技大学大公青年志愿者协会理事长

张 淼 （女） 南京女子监狱团委书记

卫君彧 （女）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八五一一研究所工艺师

王 勇 中国移动江苏公司睢宁分公司员工



附件 2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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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 N 次方”志愿服务项目

（南京市江北新区）

2. “微指尖助力乡村振兴”项目

（团睢宁县委）

3. “小蜜蜂”垃圾分类志愿服务蜂巢行动

（苏州市志愿者行动指导中心）

4. “雷锋班”志愿服务项目

（连云港市海州区车站消防救援站）

5. 青亲宝蓓——事实孤儿关爱项目

（团宝应县委）

6. “南”风化雨——最美逆行者子女守护志愿服务项目

（南京大学团委）

7. “绿”动——倡绿宣教志愿服务行动

（南京理工大学化工学院）

8. “佐邻佑里·社区治理共同体”过度型社区服务守望项目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9. 直播助农的“满天星计划”——助力脱贫攻坚，“播”种美好生活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10. “源头·水云间”志愿服务活动

（江苏省江都水利工程管理处）



附件 3

2020年度江苏省十佳青年志愿者提名奖名单

（共 10 名，排名不分先后）

朱翼妍 （女） 徐州市广播电视传媒集团主持人、记者、新媒体

项目经理

崔 艳 （女） 张家港市英特星儿童服务中心财务经理

杨子瑜 淮安市公安局警务技术四级主管

赵吉哲 （女） 扬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高邮分中心科员

高 铭 （女） 靖江市家有儿女协会员工

秦晓阳 东南大学第 21届研究生支教团副团长

赵亚南 （女） 南京农业大学农学院 2017级学生

葛子豪 南京林业大学第 21届研究生支教团团长

董爱钰 （女） 苏州大学第 22届“惠寒”研究生支教团成员

王 逸 国网宜兴市供电公司宣传干事



附件 4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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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动心灵”音乐心理治疗志愿服务项目

（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

2. “常爱童心”图书义卖救助贫困先心病儿童项目

（团常州市委）

3. “天使有梦”阳光助残志愿服务项目

（淮安市妇幼保健院）

4. 多彩湿地 青青课堂

（盐城市大丰区小麋鹿青少年素质拓展中心）

5. “弟弟妹妹筑梦课堂”困境儿童素质能力提升项目

（靖江市 179 志愿者协会）

6. 关爱留守儿童阅读推广志愿服务“2121”工程项目

（宿迁市泗洪县读书协会）

7. 护河有我、水之子+——南京市河道保护志愿服务项目

（河海大学溯源保护母亲河协会）

8. “最美逆行者守护计划”手拉手志愿服务项目

（南京中医药大学团委、青年志愿者协会）

9. 彩虹伞情暖童心·关爱留守与流动儿童项目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10. “阳光苏茉”万里行关爱儿童志愿项目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苏州管理处）



附件 5

2020年度江苏省优秀青年志愿者名单

（共 204 名，排名不分先后）

张浩琦 南京市江北新区寸草青少年环保志愿者发展中心

负责人

张雯菁 （女） 南京市第十三中学锁金分校教师

黄木水 南京韩博士青少年综合素质发展中心负责人

蒯陈辰 东南大学交通学院 2018级学生

刘 菲 （女） 无锡地铁培训学院教研部副部长

许心愿 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第七〇二研究所工程师

李昊天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营业部副总

经理

周广绅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负责人

于昕冉 （女） 新沂市人民法院法官助理

王 旭 团徐州市贾汪区委“苏北计划”志愿者

张彬朋 徐州市学生联合会驻会主席

郭 锐 徐州市青少年宫教师

汪骋安 常州市北郊高级中学高中三年级学生

恽 丹 （女） 常州市税务局团委副书记

郭易鹭 前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储备管理员

巢俊杰 常州市武进区水利局副局长、常州市武进区河长制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

陆亚芳 （女） 昆山市淀山湖镇党校副校长

周 淼 苏州市高新区景山实验初级中学校总务处副主任



郑 春 （女） 苏州市相城区望亭镇舞蹈自由职业工作者

俞文杰 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检察院办公室副主任

王金星 南通市通州区实验小学专职心理老师

吴志元 海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优抚安置科副科长

季金卫 江苏夏洛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

徐维伟 南通邮政公司叠石桥寄递事业部市场部经理

王千木 连云港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保中心职员

王子剑 连云港市阳光爱心公益服务中心秘书长

周 舟 连云港中医药高等职业技术学校青年志愿者协会

会长

倪子棠 （女） 连云港市公共交通集团综合管理部副科长

高小茜 （女） 连云港市赣榆区税务局机关党委科员

王启元 江苏省淮阴中学高中二年级学生

姜 涛 国网淮安供电公司团委委员

徐 欣 （女） 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会计学院 2018级学生

殷 翔 淮安市国联集团团委副书记、综合部部长助理

王永田 响水助力微梦公益协会党支部书记、常务副会长、

秘书长

王仲林 盐城市交通运输局铁路工程管理处一级科员

朱从庆 盐城盛州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何仕远 盐城市响水中学高二学生

刘恒门 国网扬州供电公司科技规划计划管理专职员

杨天逸 （女） 扬州市委网信办网管处四级主任科员

徐 乐 扬州市气象局科员

徐 旭 江苏省宝应中等专业学校体育教研组组长

杨晰琰 （女） 江苏省镇江第一中学高中二年级学生



张 健 句容市供电分公司运维检修部配电抢修班班长

周广帅 畜牧兽医学院 2018级水产养殖技术班班长

高龙龙 镇江周艺公益服务中心主任

王旗峰 泰州市壹鸣今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

吴晨晨 （女） 江苏省泰兴中等专业学校团委副书记

沈思言 （女） 江苏省泰州中学高中二年级学生

顾真娟 （女） 兴化市人民医院护士

刘 畅 团泗洪县委“苏北计划”志愿者

孙 伟 宿迁市蓝天救援志愿服务队队员、江苏中源工程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监理工程师

李 智 宿迁学院团委志愿服务中心副主任

周天杰 宿迁市沭阳县和顺志愿者协会书记、会长

余鸿飞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 2020级硕士研究生、校团委青

年联络部部长

高 政 南京大学医学院 2016级学生

安 迪 （女） 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9级硕士研究生

赵云龙 东南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会长

江思强 （女） 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9级硕士研究生

王博文 东南大学人文学院 2019级硕士研究生

艾克热木·吐

尔逊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生会主任团成员、年级中心组

组长

张朕玮 南京理工大学机械学院 2019级博士研究生

袁好雨 （女） 南京理工大学公务学院 2020级硕士研究生、辅导

员助理

李胜男 （女） 河海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副主席

潘 浩 河海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主席



董宝莹 （女） 南京农业大学团委融媒体中心主任

孙一伟 中国矿业大学第 21届研究生支教团广西分团团长

孟雅婷 （女） 中国矿业大学团委学生兼职副书记、材料与物理学

院 2019级党支部书记

唐佳祺 （女） 中国药科大学中药学院 2018级学生

龚静浪 中国药科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主席

杨晗婕 （女） 江南大学食品学院 2020级硕士研究生

苟津鹏 （女） 江南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会长

柯轶轩 南京森林警察学院橄榄绿青年志愿者服务队队长

钱筱云 （女） 南京森林警察学院橄榄绿青年志愿者服务队副队

长

刘雨石 南京师范大学志愿者行动中心主席

单竞瑶 （女） 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2019级硕士研究生

张子旭 南京师范大学第 22届研究生支教团团长

王言之 南京医科大学秋叶静美·生命关怀协会负责人

徐昕媛 （女） 南京医科大学团委学生兼职副书记

白文欣 （女） 南京中医药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主席

秦家辉 南京中医药大学团委新媒体中心副主任

丁文云 （女） 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院学生会主席

刘一洲 （女） 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 2018级学生

许泽龙 南京体育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负责人

秦千淯 （女）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禁毒志愿者协会活动部副部长

倪智鹏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学生负责人

李 恒 江苏开放大学（江苏城市职业学院）商学院 2018

级学生

郭武朋 江苏开放大学（江苏城市职业学院）信息工程学院



2018级学生

郑 龙 南京工业大学第 21届研究生支教团四川分团团长

潘星羽 （女） 南京工业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主席团成员

赵宇佳 （女） 南京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青志部负责人

柯 楠 （女） 南京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2018级学生

王舒雅 （女）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秘书长

侯金龙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副主席

丛龙涛 南京邮电大学青年志愿者联合会主席

吴科润 南京邮电大学青年志愿者联合会副主席

张瑞桓 南京邮电大学现代邮政学院 2019级硕士研究生

张晓彤 （女） 南京林业大学学生会青年志愿者协会主席

苘志鹏 南京林业大学机械电子工程学院 2019级硕士研究

生

朱启航 （女） 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2019级硕士研究生

许新蓓 （女） 南京审计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主席

李紫嫣 （女） 南京审计大学润园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主席

王镇高宇 南京工程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主席

刘 宇 （女） 南京工程学院国际教育学院辅导员

华梦娇 （女）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主席

陆亦尘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学生会副

主席

万仕宸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主席

王志远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航空工程学院学生

屈天城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会长

扎西索南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9级学生

何静静 （女）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爱心联合会会长



卞荣荣 （女）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人文艺术学院实践部部长

宁海怡 （女）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运输管理学院青年志愿者

协会主席

邢梓晗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主席

敖华钰 三江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同伴部部长

徐 卉 （女） 三江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负责人

潘海鹏 钟山职业技术学院校学生会主席

吴 凡 正德职业技术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副会长

赵 驰 （女） 南京传媒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会长

管 彤 （女） 南京传媒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执行会长

孙世玉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团委组织部部长

马杨婕 （女） 江苏师范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副主席

曲 直 （女） 江苏师范大学团委学生兼职副书记

辛 鉴 徐州医科大学麻醉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主席

张莫若 徐州医科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副主席

王 泽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主席

周 晴 （女）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材料学院辅导员

占 成 江苏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学工办主任

郝思言 江苏理工学院学生会主席

杨梓祺 常州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主席

汪莎莎 （女） 常州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副主席

宋欣如 （女）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数字经济学院会计 184 班

团支书

周梦婷 （女）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校学生会主席团成员

李海亮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经管学院志愿者协会会长

陈雅婷 （女） 苏州大学第 22届“惠寒”研究生支教团宣传委员



王 辰 苏州科技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副主席

施欣玉 （女） 苏州科技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主席

肖 波 常熟理工学院电气与自动化工程学院 2019级学生

张乐杨 （女） 常熟理工学院音乐学院 2020级学生

夏静怡 （女）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会干事

欧 硕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电流学院志愿者协会会长

钱颖科 （女） 南通大学第 21届莫文隋研究生支教团团长

谢翠雯 （女） 南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7级学生

杨陆欢 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教师

曹 俊 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轮机工程学院 2019级学生

董禹良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信息工程学院学生会主席

王子轩 江苏海洋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理事长

李家银 （女） 江苏海洋大学应用技术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会长

严 格 （女） 淮阴师范学院学生会主席团成员

陈 奥 （女） 淮阴师范学院文学院 1904班团支部书记

刘成龙 淮阴工学院青年志愿者总队队长

刘蒙利 （女） 淮阴工学院人文学院 2017级学生

梁琨琳 （女）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教师

何 静 （女） 盐城师范学院海洋与生物工程学院辅导员

胡 娟 （女） 盐城师范学院体育学院辅导员

金昱彤 （女） 盐城工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2019级学生

喻祺翔 盐城工学院学生青年志愿者协会直属团支部书记

刘林林 （女） 扬州市江豚保护协会扬大分会副会长

江莹莹 （女） 扬州大学电气与能源动力工程学院 2020级研究生

范可妮 （女）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化学工程学院 2018级学生

张诗曼 （女） 江苏大学第 21届研究生支教团团长



徐润田 （女） 江苏大学团委学生兼职副书记

冷金龙 江苏科技大学大公青年志愿者协会思源服务社理

事长

刘毅鹏 江苏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 2019级硕士研究生

卜潜毅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团委志工部部长

杨雨晴 （女）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主席

陈 浩 中国矿业大学徐海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主席

王御锦 （女） 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团委志愿者工作部部长

陈 琪 （女） 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红十字会学生分会会长

苏 柠 （女） 南京中医药大学翰林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主席

陈祥祥 （女） 南京工业大学浦江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副会长

刘 琪 （女） 南京财经大学红山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社长

马辰来 无锡学院红十字会会长

刘浩楠 南京邮电大学通达学院阳光青年志愿者协会会长

郭嘉珩 南京审计大学金审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主席

丁庄磊 常州大学怀德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主席

闫纪阳 苏州大学文正学院团委青年志愿者管理部部长

魏文超 （女） 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项管部副

部长

王 鑫 苏州科技大学天平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环境学院

分会会长

唐 怡 （女） 江苏省肿瘤医院职工

王 羽 新生圩海关副科长

刘 成 （女） 江苏省生产力促进中心项目研发经理

许晶晶 （女） 江苏省核工业二七二地质大队监察审计科科员

李信宏 江苏省工人汤山疗养院院办干事



季 超 江苏省洪泽湖水利工程管理处党委办公室副主任

翁庆龙 江苏省泰州引江河管理处水闸管理所运行调度股

股长

唐文宣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一级法官助理

李昊珺 镇江监狱一级警员

丁 新 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南京南瑞水利水电

技术有限公司团委副书记

陈九果 中电国基南方集团公司（55所）技术质量部工程

师

潘 昊 中国石化华东石油局安全环保部（保卫部）科长

徐 玮 （女）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南京电厂化验室组长

韦 丽 （女） 中国移动江苏公司盐城分公司网格经理

罗红霞 （女） 中国石化江苏油田分公司物探研究院综合管理室

副主任

薛令君 江苏核电有限公司党建工作处团委干事

曹 炜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江苏省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电

气工程师

李 成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青龙收费站收费

员

柏兆春 江苏泰州大桥有限公司调度中心调度员

薛 禹 （女） 东部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南京禄口国际机场航站区

管理部停车场管理科副站长

陈 远 南京港（集团）新生圩港务分公司组织人事部副经

理

林昆佑 广运农业生物科技（江苏）有限公司销售总监



董守芳 （女） 明基医院高专

焦子颐 （女） 华灯坊（南京华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谢明璟 新麦机械（中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潘柏铨 百世菩提礼仪服务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



附件 6

2020年度江苏省优秀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名单

（共 99 个，排名不分先后）

1 “行知圆梦”志愿服务项目

（南京晓庄学院）

2 “生态恒星计划”青少年环保志愿服务项目

（南京市江宁区喜鹊林青年志愿服务中心）

3 “阿福税援”税务志愿服务项目

（无锡市税务局第三税务分局）

4 “七彩光芒”G计划——贫困家庭儿童帮扶项目

（无锡市新吴区梅村街道泰伯一社区）

5 “青年力量･助力非遗传承”项目

（团铜山县委）

6 “智享未来”徐州市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志愿服务项目

（团徐州市鼓楼区委）

7 同心战‘疫’·暖心守护·助力复工项目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8 “青春心向党，建功新时代”——新兴青年社区公益行

（常州市天宁区兰陵街道尤辉雷锋科技服务站）

9 常熟市青年应急救援服务项目

（常熟市蓝天青年应急救援队）

10 “书香小宝贝”—苏州市早期阅读推进“个十百千万”项目

（苏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故事姐姐”志愿服务团队）

11 南通市大型赛会志愿服务项目



（团南通市委）

12 “青春扶苗”志愿服务项目

（南通市如东县青年志愿者协会）

13 南通青年应急志愿服务项目

（南通蓝天救援队）

14 水上交通安全知识“三进”工程项目

（连云港海事局）

15 “七色堇”志愿者服务项目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16 “青春助巢”志愿服务项目

（淮安市国联集团）

17 “让唇腭裂患儿绽放自信微笑”志愿服务项目

（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

18 漂移的“阳光图书角”项目

（盐城市阜宁县“一缕阳光”志愿者协会）

19 守护花季·青春不“毒”行——留守儿童禁毒干预计划

（盐城市亭湖区久久社工社会服务中心）

20 儿童多彩剧场

（仪征市真州镇嘉禾社区）

21 “天使在身边 爱心满扬城”心肺复苏公益培训项目

（扬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22 丹徒区“宜”路上有你 · 青年志愿者服务项目

（团镇江市丹徒区委）

23 凝聚阳光志愿理发服务项目

（镇江凝聚阳光志愿者服务社）

24 青禾志愿者协会“携手防艾”志愿服务项目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25 小手牵小手 帮扶一对一

（泰兴市未成年人关爱协会）

26 泰州市高港区年轻干部“青优微力量”志愿服务项目

（泰州市高港区委组织部）

27 守护花蕾——青杏女童保护项目

（宿迁市宿豫区心理协会）

28 志愿童行·青盾护航

（宿迁学院蒲公英志愿者协会）

29 青春“筑”力——乡村振兴工作营

（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团委）

30 绿点知识课堂项目

（东南大学能源与环境学院团委）

31 “淬炼红心”社区公益服务治理项目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团委）

32 科普食话说志愿服务项目

（南京农业大学）

33 “丰其羽翼，助梦飞翔”——羽翼网络支教团扶贫支教项目

（中国矿业大学信息与控制工程学院）

34 大书包梦想导师公益行

（中国药科大学国际医药商学院团委）

35 “水环境治理”公益团

（江南大学物联网工程学院）

36 “一缕阳光，志愿爱心”活动之关爱濒危野生动物项目

（南京森林警察学院橄榄绿青年志愿者服务队）

37 “非遗展风采 百家共嘤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推广项目



（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团委）

38 “稚爱”儿童医院病房陪护

（南京医科大学）

39 承中药脉络，塑博爱杏林——南京中医药大学药学院薪火承

“药”志愿服务项目

（南京中医药大学药学院学生会）

40 “冬日暖阳”——孤独老人关爱项目

（南京艺术学院高职学院）

41 大型赛事中的生命红——南工大大型赛事急救志愿者项目

（南京工业大学红十字会救护队）

42 “温暖朝夕，‘医’起同行”扶弱项目

（南京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43 “骨干志愿者”项目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

44 “周末去哪了”大学生爱心公益服务项目

（南京邮电大学烽火青年志愿者协会、社工协会）

45 “智慧树”助老服务计划

（南京林业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

46 “澄·公益”志愿服务平台

（南京审计大学澄园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47 湖熟街道君子残疾人之家

（南京工程学院建筑工程学院分团委志工部）

48 “大风车”线上支教项目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

49 音乐介入养老照护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健康学院团总支）



50 “安全第一在行动 应急为主在坚持”志愿服务项目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1 “青春‘智’愿·爱在社区”茶艺课堂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2 Navi·star 航行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航海技术学院）

53 关爱农民工留守儿童志愿服务项目

（正德职业技术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54 “‘不老爱情’青年公益影像计划”

（南京传媒学院广播电视学院）

55 禄口机场疫情防控志愿服务项目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

56 “医”米阳光——儿童医务社工志愿服务

（江苏师范大学公共管理与社会学院）

57 大药精诚—传承中药文化，助力乡村振兴

（徐州医科大学药学院）

58 “汇聚红色梦想，信仰点亮人生”志愿服务项目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材料工程学院）

59 青媒筑梦——青年记录者助力乡村振兴项目

（常州大学团委）

60 “同在一片蓝天下“关爱农民工子女志愿服务项目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智能装备学院分团委）

61 常州纺院蓝领巾“青春之路，用行动守护平安美丽城乡”志愿

服务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机电学院）

62 “新丝路”苏纺援疆公益行



（苏州大学团委）

63 “医”“馨”相伴——医护子女陪伴计划

（苏州科技大学土木工程“馨枫”青年志愿者协会）

64 “水玲珑”——走进常熟湿地，科学护水志愿行

（常熟理工学院生物与食品工程学院团委）

65 向日葵志愿者服务站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团委）

66 “以爱为名，助力前行”旅游助残项目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67 红色匠心——基层爱国主义文化传播先行者

（南通大学艺术学院团委）

68 “葫芦娃”艺术文化传承

（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智能制造与信息学院）

69 “走进缤纷梦想、助力第二课堂”海门港新区留守儿童与青少

年素质课堂志愿服务项目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建筑工程学院青年志愿团）

70 “益行急救黄玫瑰，共享和谐大港城”关爱环卫工志愿服务项

目

（江苏海洋大学海洋技术与测绘学院红十字会）

71 “阳光成长 社工助力”青年志愿服务项目

（淮阴师范学院）

72 “点亮心空，与爱同行”——走进“星星”的世界

（淮阴工学院化工学院）

73 “礼乐书院”公益项目

（盐城师范学院）

74 “未来‘艺’来、少儿科普智能穿戴”暑期志愿服务



（盐城工学院设计艺术学院团委）

75 点亮星空——重症孤独症儿童运动康复公益项目

（扬州大学体育学院）

76 “普法扬善，情牵温暖”项目

（江苏大学法学院）

77 小小海洋强国梦

（江苏科技大学大公青年志愿者协会）

78 情系暖冬，温暖随行“暖冬行动——冬日大型爱心募捐

（南京中医药大学翰林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79 小香橼志愿伙伴项目

（靖江市怀德志愿者协会）

80 大爱微行

（苏州大学文正学院团委）

81 “爱芽”志愿服务团队

（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院团委）

82 “以爱之名，为爱发声”防艾宣传项目

（苏州科技大学天平学院大学生青年志愿者协会）

83 穿越 2000 公里的爱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团委对口捐赠治读

坪小学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84 “爱心接力棒”——关爱农民工子女志愿服务行动

（江苏省土地勘测规划院）

85 感动服务 无痛家园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86 “与艺‘童’行”志愿服务项目

（江苏省大剧院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87 “大手牵小手·爱心促成长”—南京监狱团委“特师附小爱心公

益项目”

（江苏省南京监狱团委）

88 “浦公英”青年志愿服务队

（江苏省浦口监狱团委）

89 航天科普进校园服务项目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八五一一研究所）

90 中国石化公众开放日（华东石油局站）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华东油气分公司泰州采油厂）

91 青心倾力 关爱留守儿童志愿服务项目

（国网涟水县供电公司团委）

92 “保护母亲河——河小青”环保志愿服务项目

（华能（苏州工业园区）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团委）

93 “移路相伴暖梁溪”志愿服务项目

（中国移动江苏公司无锡分公司梁溪营销中心）

94 南京空港“安心畅检”志愿服务

（东部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安检保卫部）

95 南水北调“清水廊道”志愿服务项目

（南水北调东线江苏水源有限责任公司团委）

96 西藏公益

（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

97 “思源·梦圆”特殊儿童救助

（苏州明基友达公益基金会）

98 光宝集团十年无偿献血志愿服务项目

（光宝华东营运中心）

99 “新引力”海外学子大运河文化研学活动



（江苏省大运河投资中心）



附件 7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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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交通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团委

团南京市栖霞区委

南京江北新区团工委

无锡市锡山区乐助社工事务所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劲松志愿者服务团

无锡市可益会公益设计实验室

徐州市泉山区青年志愿者协会

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青年志愿者服务队

徐州市希望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常州工学院团委

常州市天使翼卫生健康志愿服务队

团常州市钟楼区委

张家港市青年志愿者协会

团昆山市委

苏州市姑苏区“爱心网约车”青年志愿服务队

团启东市委

团南通市通州区委

南通海安惠心志愿服务社

连云港市青年安全生产志愿服务队

连云港开放大学团委



江苏海洋大学团委

淮安市中医院蒲公英行动志愿服务队

国网淮安供电公司“红马甲”青年志愿服务队

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团委

国网盐城市大丰区供电公司“电奉善”志愿服务队

建湖县阳光义工之家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团委

江苏国信扬州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亮健”青年志愿服务队

江海职业技术学院红十字会

江苏省扬州五台山医院绿丝带青年志愿者服务队

扬中市麦田慈善基金会

团镇江市润州区委“E 青橙”志愿服务队

江苏省扬中中等专业学校

姜堰溱湖旅游度假区团工委

兴化市妇幼保健院护理部志愿者团队

靖江市向阳花志愿者协会

宿迁市宿城区黄河水上志愿救援协会

宿迁市湖滨新区扬帆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宿迁学院红十字会

南京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

东南大学医学院团委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自动化学院团委

南京理工大学钱学森学院“岁月探寻者”兵博志愿讲解团

河海大学红十字会学生分会

南京农业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

中国矿业大学环境与测绘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中国药科大学中药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江南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

南京森林警察学院橄榄绿青年志愿者服务队

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厚生青年志愿者协会

南京医科大学红十字会

南京中医药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

南京艺术学院研究生支教团

南京体育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南京工业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

南京财经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第 22届研究生支教团

南京邮电大学烽火青年志愿者协会、社工协会

南京林业大学化学工程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南京审计大学泽园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南京工程学院团委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会计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艺术设计学院团总支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徐州医科大学医学影像学院团委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团委

江苏理工学院商学院团委

常州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团委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最美经管人志愿者协会

苏州大学“惠寒”研究生支教团

苏州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博宇青年志愿者协会

常熟理工学院材料工程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团委

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运输管理与经济学院团总支

淮阴师范学院团委

盐城师范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江苏大学文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江苏科技大学大公青年志愿者协会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团委

南京工业大学浦江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无锡学院红十字会

省地质一队青年志愿者服务队

泰州海关高玲爱心志愿服务队

江苏省理化测试中心志愿服务分队

江苏省泰州引江河管理处团委

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江苏省中医院）“杏仁”志愿服务队

江苏教育报刊总社“桃李之声”青年志愿者行动队

江苏省南通监狱

国网淮安供电公司“红马甲”青年志愿服务队

华能南京金陵发电有限公司团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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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州大桥青柠志愿者服务队

江苏连徐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东部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团委



附件 8

2020年度江苏省青年志愿服务事业贡献奖名单
（共 85 个，排名不分先后）

集体（38个）

中国电信南京分公司“爱有天翼”青年志愿服务队

南京南站综管办“爱心小屋”青年志愿服务队

南京市青年书法家协会

江苏摩报科技有限公司

徐州市慧爱青少年发展指导中心

徐州市文明办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

团常州市天宁区委

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团委

苏州市职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志愿服务总队

苏州日报报业集团

苏州市青年美术家协会

南通市星火青年社会组织孵化中心

团南通市委

南通市青年商会

江苏康缘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团委

连云港市交通控股集团“雷锋车”志愿服务队

连云港市市政公用有限公司

团宝应县委

仪征市卫健委团委



团镇江市句容市委

江苏周艺人文教育有限公司

泰州市高港区青年志愿者协会

靖江市家有儿女爱心志愿者协会

宿迁学院团委

南京大学医学院团委

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团委

中国药科大学药学院团委

南京森林警察学院团委

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儿科专业志愿者团队

南京工业大学精英创业协会校友会

南京工程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分团委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团委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

常州大学团委

苏州科技大学“蒲公英”青年志愿者协会

江苏省生产力促进中心

东部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个人（47人）

任 勇 （女） 江苏省无锡市第五人民医院无锡市红丝带关爱中心

专职人员

袁小琼 （女） 江苏玄博知识产权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江苏才标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 珩 团徐州市委副书记

陈 菲 （女） 淮安市金湖县小水滴协会会长



单莹坤 （女） 江苏电子信息职业学院团委青年志愿者服务总队指

导老师

刘 旸 江苏医药职业学院团委副书记

葛敬军 东台市义工联合会会长

戴爱明 江苏欧堡利亚华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孙 斌 扬中市公安局大桥派出所副教导员

丁 松 江苏苏航船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戚伟刚 宿迁市阳光志愿者协会会长

蔡易寰 宿迁市迅哥有约志愿者协会会长、法人

王 静 （女）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团委书记

宋 杨 （女） 南京理工大学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团委书记

朱 乔 河海大学团委副书记、党委学生工作部副部长、文

化艺术教育中心主任

万洋波 南京农业大学团委青年发展部科员

卫慧芳 （女） 中国矿业大学数学学院学工办主任、辅导员

郭 政 南京医科大学团委秘书、红十字会秘书

姚苏平 （女）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前教育学院党总支书记

胡新蕲 南京财经大学团委宣传科、实践科科长

李艳艳 （女）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团委副书记

柏 杨 （女） 南京邮电大学素质拓展部部长

肖 岩 南京林业大学团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

孙 舟 南京审计大学团委实践部部长

樊 琬 （女）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团总支

副书记

马向锋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团委书记

吴 炜 （女）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涵远支教团指导教师



孙 珏 （女）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团委副书记

葛 鸿 南京传媒学院学生工作处常务副处长、团委书记

蒋德平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团委组织宣教部部长

安 莹 （女）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团委书记

陈 玳 （女）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纺织学院团委书记

于潜驰 （女） 苏州大学团委书记

施红斌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团委书记

钱雪飞 （女） 南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卞 华 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工作处副处长

高 慧 （女） 江苏海洋大学艺术设计学院团委副书记

陈 婕 （女）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团委副书记

张玉宝 江苏大学团委副书记

徐 剑 （女） 江苏科技大学团委副书记

潘明烽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团委书记、人武部部长、学生处

副处长

林 权 南京工业大学浦江学院团委副书记

谷灵莉 （女） 常州大学怀德学院团委指导老师

李 冀 （女） 江苏科技大学苏州理工学院团委书记兼学生处副处

长

朱丽莉 （女） 江苏省人民医院团委副书记

张卫东 南水北调东线江苏水源有限责任公司团委副书记

刘 星 中车戚墅堰机车有限公司青工委主任、青年志愿者

工作部部长



附件 9

2020年度江苏省青年志愿服务新闻宣传奖名单
（共 34 个，排名不分先后）

集体（18个）

团南京市江宁区委

团江阴市委

团常州市新北区委

团苏州市吴中区委

南通追光者新媒体志愿宣传团队

大丰之声网络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团丹阳市委

靖江市家有儿女爱心志愿者协会

宿迁日报社团委

东南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团委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团委

河海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

南京农业大学团委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团委

南京邮电大学青年志愿者联合会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青年融媒体中心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江苏省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个人（16人）

赵 迪 南京广播电视集团主持人



徐 瑨 （女） 宜兴市公安局团委书记

曲美慧 （女） 徐州市报业传媒集团徐州日报要闻部副主任

赵丹宇 （女） 团沛县县委书记

陈 峰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苏州科技城医院团委书记

章志辉 （女） 如皋市委新闻中心互联网宣传管理科副科长

姜 勇 连云港市委宣传部道德建设处（志愿者工作指导

处）副处长

申琳琳 （女） 淮安市中医院宣传科科长

吴兆刚 宿迁市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记者

胡皓宇 南京艺术学院流行音乐学院 2018 级学生

黎明月 （女）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团委科员

王浩林 南京传媒学院摄影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主席

朱 悦 （女） 江苏师范大学团委副书记

许 琳 （女） 江苏理工学院党委宣传部、新闻中心（合署）宣传

科、融媒体科（合署）副科长

刘晓晓 （女）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团委副书记

张 运 扬州大学党委宣传部新闻科副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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