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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晨报记者 张翠玲

第四届“上海社区发布十大人物”颁奖活动近日举行。出席活动的嘉宾有 2020 年度“上海社区发布十大人物”获得者
以及前两届的“上海社区发布十大人物”代表和社区晨报记者团队。
在基层破土，在基层闪光。上海社区发布“年度人物”评选活动自 2017 年起，每年年终举办，以基层普通百姓为评选对

象，由社区晨报记者团队走访基层挖掘人物故事并推荐候选人。今年，主办方通过公众投票和专家评团线下评审相结合的方
式，评选出前 10位社区人物，用来自社区的温度，为新时代留下美好记忆。
据了解，10 多年来，社区晨报记者团队记录了 3000 多位社区人物的故事，这也是社区晨报发起“上海社区发布十大人

物”评选活动的基石。本届评选活动首次采用了线下集中颁奖的形式，活动现场气氛隆重热烈，鼓舞人心。
在本届评选活动中，上海报业集团下属《社区晨报》官方微信公众号“上海社区发布”，聚焦 2020 年以来报道过的众多

社区人物故事。这些社区人物都在平凡的岗位上做着不平凡的事业，是普通人近在咫尺的榜样。他们身上的奋斗、拼搏、执着
与大爱感动着、温暖着、鼓舞着每一个人。
颁奖仪式结束后，社区晨报特约观察员项目正式启动。20余名关心社区发展的热心读者自愿成为晨报首批特约观察员，

他们大多为社区晨报十大人物获奖嘉宾和热心读者。主办方为每位观察员颁发了一张带有编号的社区观察员“身份证”，旨
在鼓励他们在自己的领域里，关注百姓民生，传播更多社会正能量。会后，主办方还安排了圆桌讨论环节，助力社区观察员
“破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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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乘风破浪 “成团”就在今朝
第四届“上海社区发布十大人物”颁奖活动举行

黄达蓉
她用实际行动展现了青春的力

量，扎实的名校学习经历是她谱写
华章的宣纸，一心一意是她执笔的
姿态。她就是 90 后宝山路街道新
宝通居民区党总支书记———黄达
蓉。

丁健
他精益求精打磨技艺，寥寥几

根琴弦拨动的是对小提琴制作的
独到见解。情不知所起，一往“琴”
深，他就是优秀小提琴制作师———
丁健。

吴善靖
退伍不褪色，从自主创业到疫

情防控，你保持着自己的军人本色。
“最美退役军人”吴善靖怀揣对党
的忠诚、对祖国的热爱，用实际行动
影响带动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高志磊
高志磊心怀执业为民的理想，

是一名以奉献社会为己任的优秀律
师。作为虹口区民革法律支部主委，
他经常到虹口区法律援助中心、广
中路街道、凉城新村街道，为市民免
费提供法律咨询。

吕渲
他是绘画的航海家，在纸巾上

探索“新大陆”。疫情期间，纸巾画
是他爱与情的航帆。于纸巾绘就战
“疫”风景线，他就是 75 岁纸巾画
创作者———吕渲。

徐丽华
上海旧改征收新传奇的背后

是她无数个“乘风破浪”的日与
夜，对居民区的了若指掌是她厘清
纷繁错杂的产权情况的制胜法宝。
她就是“申城第一居委”宝兴居民
区党总支书记———徐丽华。

王炎萍
浮云白日，你既有山的庄严又

带着海的温柔，“心境港湾”心理援
助志愿者工作室领衔人王炎萍用踏
实的专业知识、丰富的心理援助经
验，驱散求助者的苦闷阴霾，让其重
获生活的灿烂。

Kyle
他用镜头勾勒精彩世界，用脚

步丈量脚下沃土，以独特的视角发
掘上海的人文特色，在咔嚓声中，将
神秘的上海抽丝剥茧。他就是旅行
博主、互联网运营———Kyle。

冯丽珍
她将创新融入扁鼓，八次蝉联

市级扁鼓比赛一等奖。她用坚持扣
响扁鼓队光明的大门，从“三无野
队”到文化品牌，她就是新江湾城
扁鼓队队长———冯丽珍。

张灿红
你用绚烂的色彩照亮着“星星

的孩子”；你将温柔做灯，无私为
芯，点亮夜空每一颗星。你的名字是
张灿红，也是大家心目中最亲切的
“彩虹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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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有限公司上海闵行恒凯路营销

服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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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范围： 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
日常管理； 收取营销员代收的保
险费、投保单等单证；分发保险公
司签发的保险单、 保险收据等相
关单证；接受客户的咨询、投诉。
批准成立日期：2002.05.10
许可证流水号：0256431
主要负责人：戎承彤
机构住所： 上海市闵行区恒凯路
66号 3楼 A区、86号 3楼整层
邮编：201114 联系电话：22307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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