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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淑珍（1937-），女，陕西商洛人，中
共党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商
南县茶叶站站长。商南茶的创始人，大
学毕业后，便扎根商南贫困地区，创造了
商南自古不产茶、如今茶青漫山坡的奇
迹。60 年来，她硬是凭着“南茶北移、还
山以绿、致民以富”的决心和毅力，克服

重重困难，为商南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
贡献，是广大茶农脱贫致富的领路人。
她的事迹被改编成电影《北纬三十三
度》。 1985 年被评为陕西省劳动模范。
2004 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2005 年被
评为全国劳动模范。中共十三大、十四
大代表。

姚 穆（1930-），男，江苏南通人，中共
党员，中国工程院院士，享受国务院政府特
殊津贴。曾担任西北纺织工学院院长、西
安工程大学名誉校长，博士生导师。从事
科研教育 67年，成功研制多种纺织测试仪
器，组织制定多项测试标准，为丰富中国纺
织原料、军服面料更新换代及纺织人才的
培养作出了突出贡献。精通纺织全产业链
的各个环节，是我国服装舒适性研究的开

创者。参与研发的新一代军服系列面料
“军港纶”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2003
年，仅用 3周研制出了新型医用防护服，及
时送到了“非典”防治一线。他被学生称为

“纺织百科全书”，是业界公认的“中国纺织
行业材料专家”。1986年被评为全国教育
系统劳动模范。1987年被评为陕西省劳动
模范。1989年被评为全国纺织工业劳动模
范。2002年被评为陕西省先进工作者。

最美劳动者——新中国成立以来陕西最具影响的劳动模范简介

齐卫民（1934-），男，河北献县人，高级
工程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陕
西省有突出贡献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
殊津贴。曾任上海机床厂施工员，秦川机
床厂设计员、设计主任、主任设计师职务。
1965 年作为技术人员支援大西北工业建

设，始终在技术一线，从事齿轮磨床的产品
研发工作 40余年，担任了多个产品主任设
计师，带头自主设计的Y7032A碟形砂轮磨
齿机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取得了
多项技术突破。1987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
章。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呼秀珍（1944-），女，陕西延川人，中共
党员，陕西省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咸阳市
渭城区道北中学语文特级教师。半个多
世纪以来，她教书育人，无私奉献，没有误
过学生一节课，没放弃过一个调皮学生，没
收过学生一分钱的补课费。近 20年，她利
用双休日和寒暑假，不讲条件，不计报酬，
应邀赴全省各地讲师德报告、家庭教育报

告等 1000余场次，听众 35万余人。如今年
已 75岁，依然奋战在教育一线。她的家庭
被评为全国最美家庭、全国文明家庭。5
次受到习近平总书记亲切接见。1987 年
被评为陕西省劳动模范。1991 年被评为
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2014 年被授予
陕西省教书育人终身荣誉奖。2017 年被
评为全国道德模范。

郭凤莲（1957-），女，江西平都人，中
共党员。 1975 年她从一名营业员做起，
曾先后任西安民生百货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女装部经理、总经理助理。她把自己
的一生献给了商业事业，始终以火热的
心坚持为广大顾客提供优质服务。在工

作中，她钻研服务艺术，做到“十二个一
样”，对每一个顾客都像亲人一样，努力
让每位顾客满意，受到大家的充分肯
定。 1987 年被评为陕西省劳动模范 。
1989 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第八、第
九届全国人大代表。

牛玉琴（1949-），女，陕西靖边人，中
共党员。陕西省靖边县东坑镇金鸡沙村
农民。从 1984 年起她和丈夫与村委会签
订了万亩荒沙的治理合同。为了治沙造
林，克服各种艰难困苦，率领全家老少继
续治沙造林。从一棵树到 2850 万棵树，
历经 37 年，她将治理区的林草覆盖率由

过去的不到 2% 增加到现在的 80% 以
上。曾受到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
领导同志的多次接见。1988 年被评为陕
西省劳动模范。1995 年被评为全国劳动
模范。陕西省第七、第九、第十届人大代
表，第九、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十
七大代表。

禹长荣（1949-2018），男，陕西城固人，
中共党员。城固县龙乡付家坪小学教
师。自愿放弃水电站会计工作，来到秦岭
深处条件极差的付家坪小学，成为该小学
唯一的教师。他自己采山货、挖药材、烧

木炭、栽植香菇木耳和蔬菜果树，用 13年
时间建起瓦房校舍，添置 100 多套教学用
具，为学生订了 10多份书报杂志，每年还
为每个学生发一套校服。1989 年被评为
全国先进工作者。

侯 洵（1936-），男，陕西咸阳人，中共
党员，国家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中国
科学院院士，光电子学专家。中国科学
院西安光机所研究员。曾任中科院西安
光机所所长、陕西省科协副主席，中国光
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光学学会高速摄
影与光子学专业委员会主任、陕西省物

理学会理事长。主要从事光电发射材料
及快速光电器件研究，组织研制出一系
列电光与光电子类高速摄影机，成功用
于中国首次核试验、地下核试验以及激
光核聚变研究。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一项、科技进步二等奖两项。 1989 年被
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

王海荣（1958-），男，山西高平人，中共
党员。曾任延长油田宝塔采油厂王海荣创
新工作室负责人、延长石油集团首席技
师。井下作业大队工作 35年来，长期在工
作一线，改进技术革新项目 100余项，荣获
国家专利 21 项，先后加工各种打捞工具
4000多套（件），使近千口油井获得重生，处

理各种事故井 1000多口，创造经济价值 1.3
亿余元。2014年“王海荣劳模创新工作室”
成立，累计研发各项专利 20多项（小改小
革及创新成果 100多项）。他是新时代油田
技术革新的引领者，被誉为“修井大王”“黄
土地上的土专家”。1992年获全国五一劳
动奖章。

石光银（1952-），男，陕西定边人，中共
党员。陕西石光银治沙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十里沙村党支部书记。曾任定边县海
子梁公社圪塔套生产队队长、原海子梁乡
南海子农场场长、原海子梁乡党委副书
记。从 20世纪 80年代初开始，带领广大治

沙人积极投身治沙实践，先后治理荒沙、盐
碱地面积达 25 万亩，成为治沙英雄队伍中
的突出代表和模范榜样。获全国绿化奖
章。1992年被评为陕西省劳动模范。2000
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中共十八大代
表，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冯有势（1961-），男，陕西米脂人，中共
党员。现任陕西省戒毒管理局党委副书
记。历任陕西省卤阳劳教所中队长、科
长、副政委、政委、所长、所党委书记。任
中层领导期间，执行任务临危不惧、智勇
双全，被人们誉为“追逃能手”，荣立个人

一等功。由他主持试行的“五化”管理模
式被司法部推广，1997 年卤阳劳教所被评
为陕西省先进集体，成为陕西司法行政系
统的一面旗帜。1990 年被评为全国司法
行政系统先进个人。1992 年被评为陕西
省劳动模范。

李玉虎（1958-），男，陕西白水人，中
共党员。陕西省档案保护科学研究所所
长。扎根档案、文物保护科学研究一线
36 年，完成以恢复历史原貌为特色的系
列成果，通过国家档案局、国家文物局等
单位鉴定，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以其为
主要技术支撑，修复保护了记载党在延

安 13 年光辉历程的纸质文件、日寇侵华
罪证档案、孙中山手书“博爱”等国家重点
档案，实施了西汉彩绘兵马俑、盛唐壁画、
故宫长春宫、御花园、文华殿彩画等全国
重点文物修复保护工程。1992 年获全国
五一劳动奖章。1995 年被评为全国先进
工作者。

（下转第四版）

李魁武（1943-），男，河北井陉人，中共
党员，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北机电工程研
究所所长。我国现代化自行防空反导武
器开拓者之一，中国兵器特聘首席专家。
从事火炮研制 40年来，先后主持研制了我
国第一代昼夜型、全自动、高射速某管自
行高炮系统，填补了我国该领域空白；主

持研制的我国新型全天候、信息化、可行
进间作战的某某自行高炮武器系统，其综
合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两次获国家
科技进步一等奖。荣立总参兵种部一等
功、国防科工委一等功。2001 年被评为全
国优秀科技工作者。2002 年被评为陕西
省先进工作者。

张 挺（1962-），男，四川宜宾人，中共
党员，陕西省突出贡献专家。现任陕西省
体育局党组成员、陕西跳水队总教练，国家
级教练。在他的带领下，陕西跳水队从无
到有、从弱到强，成为全国实力较强的优秀
运动队，先后培养了田亮、秦凯、司雅杰、张

森等一批奥运冠军、全国冠军，铸就了陕西
跳水连续五届奥运会摘金夺银、连续五届
全运会夺得金牌的辉煌业绩。2001年被评
为全国体育系统先进工作者。2005年被评
为全国先进工作者。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
表，政协陕西省第八、第九届委员。

袁仲一（1932-），男，江苏铜山人，中
共党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陕西
省有突出贡献的专家。曾任秦始皇兵马
俑博物馆馆长、名誉馆长，陕西考古学
会副会长。他主持的兵马俑坑考古发
掘，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主持发
掘的两乘大型彩绘铜车马，被誉为“青
铜之冠”。在他的带领下，在秦始皇陵

发现了大量的陪葬坑及墓葬、建筑基
址，出土了大批珍贵文物，秦始皇陵 (含
兵 马 俑 坑 ) 被 列 入“ 世 界 文 化 遗 产 名
录”。主要著书有专著 20 部、大中型图录
13 部，为兵马俑及秦始皇陵的研究起到
开 拓 和 奠 基 作 用 ，被 尊 称 为“ 秦 俑 之
父”。1992 年被评为陕西省劳动模范。
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

贠恩凤（1939-），女，陕西西安人，中共
党员，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国家一级演
员。陕西省广播电视民族乐团团长。从
艺 60多年来，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
作导向，累计参加演出 5000 余场，举办过
40 余场独唱音乐会，以自己精湛的技艺、
高尚的艺德赢得了社会广泛认可和赞
誉，并获中国金唱片奖。是建国以来第

一位在中南海怀仁堂举办独唱音乐会的
歌唱家，被誉为“人民的艺术家”“黄土
高原上的银铃”。 1993 年获全国五一劳
动奖章。 1995 年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
者。2015 年被授予时代楷模称号。政协
陕西省第四届委员，政协陕西省第五、第
六、第七、第八届常委，中共陕西省第十
三次党代会代表。

张志发（1947- 2001），男，陕西礼泉人，
中共党员。礼泉县地方税务局山区税务所税
收专管员。部队转业后，先后在礼泉县乡镇
企业局、县经贸委、县税务局工作。到税务
局后一直在礼泉县最边远的山区税务所
——叱干所工作。长期以来，不计名利得

失，不畏艰难困苦，扎根山区，恪尽职守，清
正廉洁，默默奉献，11年行程 8万多公里山
路，大力宣传税收政策，热情为纳税人服务，
一元一角、一点一滴为国家收回税款 82万
余元，年年超额完成了税收任务，被授予一
等功。1996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王兴治（1935-），男，辽宁辽阳人，中共
党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制导技术专家，享
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现任中国兵器工
业第二○三研究所名誉所长。曾任中国兵
器工业第二○三研究所所长，我国第一代
反坦克导弹总体组组长，第二代反坦克导
弹两个重点项目的总设计师。30 多年来，
一直从事兵器制导技术的研制工作，它是

该领域的开拓者、发展者之一，也是这项技
术领域的带头人，在项目研制过程中，他带
领科技人员完成研制任务，3个项目分别获
得全国科技大会奖，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国防科学一等奖和国家进步二等奖，他为
我国制导兵器跟踪世界水平做出了重大贡
献。 1997 年被评为陕西省先进工作者。
2000年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

张莲莲（1952-），女，陕西安塞人，中
共党员。延安市安塞区金明街道办东
营行政村雷坪塔村民小组组长。 20 世
纪 80 年代初，她以持之以恒、锲而不舍
的劳模精神，带领全家人披星戴月，战
天斗地，在自己承包的荒山荒坡上播绿
撒翠，植树造林，把所承包的荒山荒坡

都栽上了树。经过 30 年的不懈努力，带
领全家人先后营造了 1750 亩灌木林，成
为 西 北 地 区“ 退 耕 还 林 ”时 代 的 领 跑
者。她的家庭被评为陕西省五好文明
家庭、全国最美家庭。 1997 年被评为陕
西省劳动模范。 2000 年被评为全国劳
动模范。

万振江（1964-），男，河南永城人，中共
党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陕西省有
突出贡献专家。陕西省交通运输厅党组成
员、陕西省公路局局长。他是公路桥梁专
家，凭借 30年公路设计、建设、管理的一线
工作经验，努力打造老百姓满意公路，让

“畅洁绿美安”公路在三秦大地延伸。他致
力于推进交通扶贫，提前两年实现全省
100%的建制村通畅目标，全面落实农村公
路建、养、管、运协调发展，在全国创造了农
村公路发展的“陕西经验”。2001年被评为
全国交通系统先进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