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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喜喜（1974-），男，陕西榆林人，中共党
员。中国西电集团所属西安西电开关电气有
限公司机加车间数控操作工，高级技师。参
加工作 25年来，一直扎根在生产一线，敢于
啃“硬骨头”。为配合企业重点项目试品研
发，他对每种零件都认真进行技术准备与分
析，自制刀具解决生产加工难题，自制加工刀

具累计 30余种，加工零件 10000余种，为企
业节约了 30余万元。他坚持自学，掌握数控
设备全套功能，尤其在日本进口设备
MAZAK 及MORI SEIKI数控机床上下功夫，
现已成功开发了上百种零件。2012年被评
为陕西省劳动模范。2015年被评为全国劳
动模范。中共十九大代表。

雷温芳（1965-），女，陕西合阳人，中共
党员。合阳县黑池镇五丰社区党总支书
记。曾任陕西省合阳县黑池镇南廉村妇
代会主任、计生专干、党支部副书记、党
支部书记。她在担任村支部书记期间，
面对村情复杂、矛盾较多、发展滞后的现
状，主动访贤问能、问策纳谏，带领这个

原本发展滞后的村子铺筑水泥巷道，修
复水利渠道，发展果畜产业，种植嫁接西
瓜、黄花菜，打造休闲广场，使其成为远
近闻名的“美丽乡村”、新农村建设示范
村。 2012 年被评为陕西省劳动模范 。
2015 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第十二、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刘 波（1963-），男，湖南汉寿人，中共
党员。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第五研究院西
安分院卫星项目副总师。他带领团队为
我国共计 20 颗北斗二号导航卫星提供了
全部的核心系统产品，创造了我国航天
史上密集研制、交付、发射的历史记录，
中国北斗导航系统的主要技术指标堪比

美国 GPS 和俄罗斯 GLONASS 等世界一流
的导航卫星系统。他所参与的北斗卫星
导航系统任务团队荣获 2012 年中国经济
年度人物创新奖。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
奖、国防科技进步三等奖、航天奖、军队
科技进步一等奖。2013 年获全国五一劳
动奖章。

刘争平（1971-），男，陕西扶风人，中共
党员。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
司兰新铁路甘青段指挥部、兰渝铁路工
程建设总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从事地
质工作 26 年，坚持在青藏高原工作达 19
年，客服恶劣的自然环境，主持参与了青
藏铁路、拉日铁路的勘察设计，对破解多
年冻土、地热、风沙等技术难题作出了突

出贡献。先后受到胡锦涛、习近平等党
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创建了西藏第一
个劳模工作室，并被评为“全国示范性劳
模创新工作室”。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
奖、国家勘察金奖、铁道部科技进步一等
奖等省部级以上科技奖项 12 项。2013 年
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2015 年被评为全
国劳动模范。

赵明翠（1973-），女，陕西石泉人，中共党
员。石泉县邮政局乡邮员。目前安康市唯一
一位女乡邮员，24年来，她所走的邮路需要
通过骑摩托车、划船和步行 3种方式完成投
递，每走一趟邮路需要 3天时间。她投递的
邮路范围涉及 14个村，83个村民小组，共计

7000余名乡亲；服务面积112平方公里，邮路
全长 92公里，属于全县最艰险的邮递线路。
24年来所投递邮件无一延误、无一丢失、无
一投诉。 2013 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2015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第十三届全
国人大代表。

王庭虎（1969-），男，陕西安康人，中共
党员。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安
康工务段巴山线路工区党支部书记、工
长。自 1988年参加工作以来，他每天徒步
巡查 24公里线路设备，累计行走距离超过
16万公里，相当于一个人走了 6个长征之
路，用脚查清 22080 根轨枕，查清 88320 套
扣件有无松动，实现了工区连续 41年安全

生产零事故的优异成绩。他带领职工摸
索出“大兵团移动式作业、一日标准化作
业法”等多项技术创新成果在全国铁路推
广应用。他发起成立“劳模助学扶贫基
金”，已资助 16名贫困家庭学生完成大学
学业。 2014 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
2015年被评为全国铁路劳动模范、全国劳
动模范。

汪 勇（1971-），男，湖南沅陵人，中共党
员。西安市公安局新城分局韩森寨派出所副
所长。他扎根社区13年，在社区管理中推行
精细化管理、规范化执法和亲情化服务。工
作中建立起详细规范的14类台账，掌握了社
区管理的第一手资料。他走访群众 3810多
户，融洽了警民关系，实现基础信息“一口
清”。首次绘制“警务信息一键通”平安地图，
提升了社区警务信息化水平，累计为群众办理
实事2300余件。建立了“汪勇e智社区警务综

合平台”，打造出“枫桥经验”西安社区警务新
实践，同时构建三级联调机制，依法化解各类矛
盾纠纷1670多件，为辖区群众排忧解难，将高发
案社区打造成为全国和谐示范社区，全国优秀
基层党组织，多个小区零发案。他用真情和汗
水建立了深厚的警民鱼水情，赢得了群众的拥
护和爱戴。4次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接
见。2013年被评为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
2014年被评为全国模范军队转业干部。2016
年被授予时代楷模称号。中共十九大代表。

周红亮（1976-），男，陕西宝鸡人，中共党
员。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宝鸡供电公司秦
岭输电运维班班长、高级技师。23年中，他
所在的班组常年坚守在秦岭深处一线，承
担着宝鸡地区 23 条、总长 623 公里 35 至
330 千伏输电线路的日常巡视和维护工
作，肩负着新中国第一条电气化铁路——
宝成铁路的正常保供电和第一座 110千伏
带负荷融冰变电站的运行任务。他每周

都要徒步穿越悬崖峭壁、荆棘丛生的秦岭
巡视线路，累计高度相当于 200多座珠穆
朗玛峰，走过的山路累计 5万多公里。23
年中，秦岭山区线路从未发生过冰灾引发
的事故。以他名字命名的“周红亮创新工作
室”，研发 39项创新成果，15项获得国家专
利，“线路除障精灵”登上央视《我爱发明》栏
目。2015年被评为国家电网公司特等劳动
模范、全国劳动模范。中共十九大代表。

徐立平（1968-），男，江苏溧阳人，中共
党员，航天特级技师。航天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第四研究院 7416 厂发动机整形组组
长、高级技师，陕西省总工会副主席（兼）。
参加工作 30余年来，一直从事极其危险的
航天发动机燃料药面微整形工作，被称为

“在炸药堆里工作”。他不惧危险、执着坚

守，勇于担当，练就一身绝技绝招，为火箭
上天、导弹发射、神舟遨游“精雕细刻”，让
一件件“大国重器”华丽绽放，被誉为新时
代“雕刻火药、为国铸剑的大国工匠”。当
选 2015年度感动中国人物。2016年获全国
五一劳动奖章。2017年被授予时代楷模称
号。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刘永生（1959-），男，陕西潼关人，中共
党员。潼关县秦东镇寺角营村荒移卫生室
乡村医生。在乡村从医 43年时间里，始终
坚守在基层医疗卫生工作第一线，把病人
当亲人，视群众为家人，自创一套方便快
捷、痛苦小、花钱少的农村常见病、多发病

中西医结合诊疗方法，先后接诊病人近 10
万人次，出诊近万余次，用 43年的坚守诠
释了共产党员乐于助人、无怨无悔的高尚
品质，被称为“健康的守护神”“身边的
120”，获“白求恩精神”奖。2017年被评为
陕西省劳动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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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转第六版）

王老九（1894-1969），男，陕西省临潼
县人。现代农民诗人，中国作家协会理
事。他 56岁学会写字，热衷于文学创作，
先后创作出《进西安》《歌唱三户贫农》等
诗作，出版有《王老九诗选》《看稿杂谈》等
诗集，作品多次在《群众日报》等报刊上发
表。他的作品鲜明地反映了中国农民翻

身作主的欢声笑貌，唱出了亿万农民坚决
跟着中国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
高涨热情，在表现上通俗、生动、活泼、流
畅，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他五次去北
京参加会议，曾即兴和郭沫若对过诗，受
到毛主席亲切接见。1960 年被评为全国
先进工作者。

张侯华（1947-），男，陕西府谷人，中共
党员。黄河集团公司董事长。上世纪 70
年代初，他带领前石畔村群众征山治水，
劈山填沟造良田，使前石畔村村民用不着
再吃返销粮。80年代，他顶住分光吃尽的
压力，带领村民发展集体经济，使前石畔
村成为声名远播的“陕北第一村”。以农

民企业家的身份积十年之劳在孤山川建
起了“华龙大桥”和“花莲黄河大桥”，促进
晋陕蒙“能源金三角”煤炭外运、产品外运
的交通条件，带动沿线数万人脱贫致富。
1987 年被评为陕西省劳动模范。1989 年
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中共十四大、十五
大、十六大代表。

赵伯璧（1942-），女，重庆荣昌人，中共
党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澄合
矿业公司二矿电气高级工程师。从事井
下机电工作 30 多年来，她克服女同志下
井的诸多困难，每月坚持下井 15 至 20
次，串巷道、查设备、不怕脏、不怕累，深
入现场，亲自处理问题，常常在井下一干
就是十几个钟头，下井多达 5000 余次，相

当于在地表下 200 米深的隧洞里步行里
程整整绕地球一圈半。在她任职期间，
二矿从未发生过大的机电事故。这位

“男人王国里的女人”对事业执着追求的
奉献精神，对工作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
在澄合矿区有口皆碑。1987 年获全国五
一劳动奖章。1989 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
范。中共十五大代表。

沈 泉（1961-），男，江苏南通人，中共
党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中国电
子科技集团公司首席专家，39所副总工程
师兼研发中心主任。先后主持和参与了
多项军工科研项目的研制，独立完成反
射式 TE21 模跟踪网络和多波段（1+7）路
旋转关节的专题研究，出色完成*21 有关

任务，多项科技成果填补了国内空白，达
到国际先进水平。曾获国家科技成果二
等奖 2 项；国防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部
级科技成果奖 9项，其中部级科技成果特
等奖 2 项。1992 年被评为陕西省劳动模
范。1995 年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第
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郑永岚（1948-），女，陕西渭南人，中共
党员。咸阳东方理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党支部书记，实验理发店门店主任。 40
年来，她以店为家，埋头苦干，以精湛的
理发技艺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1973 年
带领职工成立了学雷锋小组，利用业余
时间上厂矿、下农村、到部队慰问义务理

发。她还经常为社区五保户、残疾人、老
红军、医院伤病员上门服务，共义务理发
达三万余次。一把推子、一把剪刀、一颗
火热的心，服务四方群众，社区居民都亲
切地称她为“活雷锋”“热心人”。1992 年
被评为陕西省劳动模范。陕西省第八届
人大代表。

白世峰（1954-），男，陕西西安人，中共党
员。陕西省西咸新区和平村党委书记、村委
会主任。30多年来，时刻牢记共产党员身
份，扎根农村一线，坚定不移地带领群众发
展壮大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之路，走出了
一条村庄工业化、集体资产股份化、自主城

改主动迈向城市化的和谐共富之路，和平村
荣获全国文明村、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等殊
荣。2002年被评为陕西省劳动模范。2015
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中共陕西省第十
一次、第十二次党代会代表，陕西省第十、第
十一、第十二、第十三届人大代表。

孙秀明（1964-），女，陕西汉中人。汉
中市汉台区东大街街道办事处环卫所环
卫工人。在清扫一线工作了 30 年，用五
尺扫把辛勤劳动，弘扬“宁愿一人脏，换
来万人洁”的行业精神，给市民创造整洁
的环境。她负责清扫的路段地段复杂、
任务繁重，但她从不放过一片纸屑、一个

烟蒂、一个角落，这里的卫生面貌较之前
大有改观。为改善传统清扫方式，减轻
劳动强度，她发明了用塑料包装软绳和
竹扫帚结合绑扎而成的新型扫帚，经济、
耐用，并很快在清扫一线全面推行。2002
年被评为陕西省劳动模范。2007 年获全
国五一劳动奖章。

蒲元宝（1950-），男，四川成都人，中共
党员。陕西省农垦集团华阴农场职工。仅
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他克服重重困难，自学
专业知识，投身到农业科研工作一线 45年，
创造了西瓜育种科研的丰硕成果。先后培
育、研制出红肉“新澄 1号”“华垦 10号”无

籽西瓜、特大“郑杂 5号”“华垦 24 号”“华
垦 30 号”等 10 多个品种。在全国推广种
植面积 1000多万亩，使广大职工从种植西
瓜中增收致富。他生活拮据，却将获得的
奖金全部捐给公司。2002年被评为陕西省
劳动模范。2005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王汝运（1970-），男，山东宁阳人，中共
党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中铁宝
桥集团有限公司钢结构车间特级电焊
工。从事焊接工作 33年，磨砺出一手焊接
好功夫，拥有手工电弧焊、二氧化碳气体
保护焊、埋弧自动焊和氩弧焊接技术。考

取了电焊工高级资格证书、德国 NE287焊
工证书、美国焊接协会“钢桥焊接规范”资格
证书等。先后参加了 10多项国家重点桥梁
工程建设，为桥梁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被
国内桥梁界誉为“我国桥梁行业的一名大
国工匠”。2010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白芝勇（1978-），男，四川巴中人，中共
党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中铁一
局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精密测绘公司
高级工程师，现任“白芝勇国家级技能大
师工作室”负责人，精密测绘公司副经理、
党支部副书记。在基层奋战 20年，从一个
名不见经传的技校毕业生，成长为技术专

家。他所负责的 50条国家重点铁路、高速
铁路的测绘成果全部一次性通过验收。
参与了 3000余公里高铁测量，占我国高铁
运营里程的近十分之一，为我国高速铁路
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2012 年被评为陕
西省劳动模范。2015 年被评为全国劳动
模范。中共十九大代表。

（提名奖候选人30名，按获奖时间先后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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