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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席记者 肖干

8 月 1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安徽
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李培生、胡晓春
回信，对他们继续发挥“中国好人”榜
样作用提出殷切期望，带动更多身边
人向上向善，在我市引发强烈反响。

濉水潺潺，好人文化源远流长；

相土烈烈，文明新风润物无声。长
期以来，我市立足“燃烧自己、温暖
他人”的煤城品格等独特优势，坚持
因地制宜、与时俱进，以先进典型引
领思想道德建设，扎实开展“我推
荐、我评议身边好人”活动，让“德者
有得、好人好报”成为鲜明导向，让
尊重好人、礼遇好人成为全民共
识。截至目前，已有173 人上榜“中

国好人”，人口占比稳居全国第一，
被誉为“好人之城”，“中国好人安徽
多，安徽好人淮北多”成为共识。

连日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
在我市引发强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
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情真意
切、催人奋进，大家将牢记殷切嘱托，不
负殷切期望，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
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奉献更多光和热。
“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好人’

最可贵的地方就是在平凡工作中创
造不平凡的业绩。”作为一名普通出
租车驾驶员，累计免费接送老人、孕
妇、残疾人 1.5 万余人次，减免车费
12 万余元的“中国好人”王海峰说，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让他感觉非
常振奋。他将带领王海峰“三免服

务”劳模志愿服务队的队员们，珍惜
荣誉，加倍努力，为市民提供更加优
质安全的出行服务，带动更多人投
身公益事业、参与志愿服务。

“今后，我们要脚踏实地做好每
一件小事、每一项工作，在平凡岗位
上书写信念、奉献、坚守、责任和担
当。”张本强是市税务局所得税科的
一名干部，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

重要回信，字里行间充满对身边好
人、凡人善举的关心、支持和鼓励，
倍感激动，倍受鼓舞。作为一名“中
国好人”，今后将恪尽职守、担当尽
责，进一步发挥榜样作用，积极传播
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的身
边人向上向善，弘扬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为全市经济社会更高质量
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在平凡岗位上创造不平凡的业绩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在我市引发强烈反响

●姬中奎简介
姬中奎，1981年6月生，中共党员，淮北职

业技术学院思政课教师、高级政工师、法学讲
师、SYB创业讲师，经济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
师，淮北市心理咨询师协会副会长，淮北公益顺
风车志愿者协会联合发起人，淮北市仲裁委仲
裁员，淮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特邀监督员，指
导的创业学员荣获淮北市第三届创业大赛扶贫
组一等奖。先后荣获“安徽好人”、安徽省学雷
锋志愿服务“月评”十佳个人典型、淮北市第七
届道德模范提名奖、淮北市最美志愿者、淮北市
最美退役军人、安徽省最美家庭、淮北市文明家
庭等荣誉称号。

●好人心声
巨大的鼓舞，无尚的荣光，习近平总书记的

回信是给李培生、胡晓春的，也是给安徽乃至每
一位“中国好人”的巨大勉励。作为一名高校思
政课教师，我将秉承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用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把
生命和真情融入教育教学工作中，做学生锤炼
品格的引路人、学习知识的引路人、创新思维的
引路人、奉献祖国的引路人；争做政治强、情怀
深、思维新、视野广、自律严、人格正，党和人民
满意的教师。不凡出自平凡，平凡造就不凡，要
在平凡工作中努力争取新的更大荣光；为淮北
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建设成果、创建文明典
范城市贡献力量、注入活力，以实际行动迎接党
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李平简介
李平，女，中共党员，濉溪县第一实验学校

教师，淮北市第十五、十六届人大代表，安徽省
“最美乡村教师”，助人为乐中国好人。

李平自大学毕业，十几年扎根农村学校毫不
动摇。多年来，她志愿承担起学校留守儿童教育
管理工作，建立起学校留守儿童活动室、阅览室、
心理咨询室。和留守儿童同吃住、同学习，每到周
末她都会带几个孩子到自己家里，为他们做饭，带
他们逛公园、辅导孩子学习，成为留守儿童名符其
实的“爱心妈妈”。在李平的精心呵护下，一批批
留守孩子走进了重点高中，考进了重点大学。

目前，李平作为濉溪县好人志愿联合会的副
会长，带领濉溪县各级各类好人，开展各项活动，
发扬好人精神、传播好人文化、宣传社会正能量。

●好人心声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希望“中国好人”积

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我是在2011年被
评为助人为乐中国好人。当时我们班的留守孩
子非常多，我只是在学习上帮助他们，在生活中
照顾他们，在情感上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怀。其
实我觉得作为中国好人，我们只是在平凡的工
作中做了一些最平凡的事情，把这种好人精神
传递下去，我带的这些孩子，他们现在在自己的
工作岗位上也在传播这种积极的正能量。我也
希望，大家都能够行动起来，来帮助更多的人，
我也想通过中国好人来发挥榜样模范作用，让
更多的人向上向善。

●张秀丽简介
张秀丽，女，48岁，中共党员，1996年11月

从空军航空博物馆退伍到淮北市交通系统工
作。在部队服役期间多次荣获嘉奖和“优秀士
兵”称号，并荣立个人三等功。先后荣获安徽
省“最美退役军人”、中国好人，第二届全国文
明家庭，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四个100”最美
志愿者，全国五星级志愿者等荣誉。2017年被
评为全国“最美家庭”，并代表安徽省三个家庭
代表之一到人民大会堂接受颁奖。淮北市第
八届党代表，安徽省第十届党代表，安徽省妇
联宣传部兼职干部，淮北市妇联兼职副主席。

张秀丽是淮北市造血干细胞捐献的第一
人，同时也是安徽省唯一的一位女退伍军人捐
献者。为地震灾区捐款，为贫困学子募捐，关
爱孤儿、留守儿童，看望抗战老兵、参战伤残老
兵、孤寡老人和困难群众，张秀丽用自己的实
际行动把弘扬新时代的雷锋精神和爱党爱国
爱军之情融入到爱心奉献的实践中去，让雷锋
精神在新时代换发光彩。

●好人心声
8 月 14 日看了习总书记给中国好人李培

生、胡晓春的回信后，作为中国好人的我们倍
感鼓舞，我们将在未来的日子里，不忘初心，继
续传承优良家风，弘扬中华传统美德，把弘扬
新时代的雷锋精神和爱党爱国爱军之情融入
到爱心奉献的实践中去，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
焕发光彩。

●牛素萍简介
牛素萍，女，1974年6月出生，中共党员，汉

族，安徽濉溪县人，现任淮北市朱庄实验小学
教师。多年来，本人时刻用行动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工作中，认真负责；家庭里，尊老
爱幼；邻里间，和睦相处，受到大家的一致好
评。

2009 年 10 月，被中央文明委评为中国好
人；荣获2013年感动淮北人物；2020年12月获
得淮北市第七届道德模范；2021年获得淮北市
优秀班主任；2022年获得淮北市“红领巾奖章”
三星章等荣誉称号。

●好人心声
习近平总书记给两位“中国好人”的回信

内容字字情真意切，催人奋进，鼓舞人心！让
同是“中国好人”的我深切感受到了来自总书
记的关怀。作为一名人民教师，我将积极响应
习总书记所传达的精神，牢记总书记的殷切嘱
托，在教师队伍中努力发挥好榜样作用。脚踏
实地地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认认真真备好每
一节课、上好每一节课。对待学生要以德为
先，正确引导他们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不仅要用自己的知识为学生铺设一条登高的
阶梯，更要用自己高尚的品德为学生树立正确
良好的榜样。同时向身边的人积极传播真善
美，传播正能量。带动身边更多的人向上向
善，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
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

●任婉婉简介
任婉婉，女，1992年2月出生在烈山区烈山

镇土楼行政新村，是淮北市烈山区铁运社区党
总支副书记，2012年2月入选孝老爱亲“中国好
人榜”。任婉婉的父亲是地道的农民，生活的磨
难，激起她从小勤劳坚韧刚强的性格，父母年迈
后，作为姐姐，她毅然担起了养老的责任，一有
时间，她都会奉侍在侧。

在村里，几乎每个星期天或夏日的黄昏，都
可以看到任婉婉搀扶着老人在散步，边走边聊，
情景温馨。人们已经熟悉了这一老一小的身
影，在工作之余精心伺候生病外婆的事迹已传
遍整个乡村。

●好人心声
看到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好人”李培生、

胡晓春的回信，内心十分激动，既是鼓励也是鞭
策，更是动力和压力。我将继续做好本职工作，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回馈社会、回报人民，不辜
负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希望。

和他们相比，我做的事情是再普通不过了，
但我一定会秉承着道德理念，坚守自己的追求，
我相信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会代代相传。只要
从我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我们的国家一定
会越来越美好！

●宋淑萍简介
宋淑萍，淮北市双龙实验小学书记兼校

长，安徽省小学语文理事。先后在 2010 年、
2012 年荣获“淮北市优秀教育工作者”称号；
2015 年 11 月，被淮北市文明委授予“淮北市
最美志愿者”荣誉称号；2017 年 6 月，被安徽
省妇女联合会授予“安徽省巾帼建功标兵”殊
荣；2017 年 10 月，被中央文明委授予“中国好
人”称号；2019 年 7 月，荣获安徽省“最美巾帼
志愿者”称号。2021 年 6 月，被评为淮北市优
秀共产党员，并当选淮北市第九次党代会代
表。

●好人心声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中国好人最可

贵的地方就是在平凡工作中创造不平凡的业
绩。我是一名中国好人，也是一名小学校长，帮
助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是我们的责任
和使命。我们一方面加强教学管理，推动多样
化、特色化发展，形成以课堂教学为主战场、以
少年宫课外活动为主渠道的立德树人、五育并
举的工作新格局；一方面持续组织各级道德模
范、身边好人进校园。让学生感受道德力量，学
习道德榜样，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
观和世界观。

●张本强简介
张本强，男，中国共产党员，1976年2月出

生，国家税务总局淮北市税务局所得税科四级
主办。多年来，他始终以高度的责任感、强烈
的事业心和诚信的理念，在工作岗位上兢兢业
业，以实际行动维护了税法的尊严，为税收事
业做出了突出贡献。被评为“安徽省地税系统
征管能手”，淮北市税务局先进工作者、优秀公
务员，连续多年淮北地税系统“征管能手”。荣
立三等功2次。2009年、2010年获淮北市市直
机关“优秀共产党员”。2009年度获中国文明
网评选的中国好人“身边好人”之“诚实守信”
好人称号。安徽省税务局企业所得税人才库
成员。经济师、税务师。

●好人心声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好人的回信使我们

倍感激动、备受鼓舞，今后我们要向习总书记
重要回信中提到的努力做到发挥好榜样作用，
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
人向上向善，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
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好成员，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同时作为一名税务工作者，努力做好本职工
作，为淮北市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张涛简介
张涛，男，1973年4月出生，中共党员，淮北

供电公司超高压输电运检班班长，高级技师、
高级工程师。先后获评中国好人、全国五一劳
动奖章、中国质量工匠、江淮杰出工匠、安徽省
技术领军人才等荣誉。

自参加工作以来，张涛一直从事输电线路高
空高压带电检修工作。以其名字命名的“张涛创
新工作室”，在2019年获得“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
室”称号。张涛带领他的团队先后研发创新成果
60余项，其中有36项获得国家专利，这些成果的
应用为企业创造了上千万元的经济效益。

●好人心声
读完习近平总书记给李培生、胡晓春两位

中国好人的回信后，心中久久不能平静，感触
深刻。两位长年在山崖间清洁环境，日复一日
地呵护着千年迎客松，用心用情守护美丽的黄
山，充分体现了他们的敬业奉献精神。

同样，我想我作为一名中国好人和普通的
电网人，我要初心不改，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
上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
高度一致，积极传递正能量，与“电”同行，牢牢
守护能源大通道，用汗水将优质电力送到千家
万户，书写属于自己的“无悔电力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