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晋院士

【景益鹏】　男，1964年1月出生于

上虞区，祖籍慈溪。天体物理学家，

上海 交 通大

学讲席教授，

中国 科 学院

院士，曾任国

家重 点基础

研究发展计

划（973计划）

“宇宙大 尺

度结构和星系形成与演化”项目首

席科学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星系形成和星系活动”创新团队

负责人、中国科学院“星系形成和星

系活动”创新团队国际合作伙伴计

划负责人、上海天文台学术委员会主

任、上海天文台星系宇宙学中心首席

科学家、中国科学院星系宇宙学重

点实验室主任等，2012年任上海交

通大学天文与天体物理研究中心主

任。从事宇宙暗物质与暗能量的天

文观测性质，宇宙大尺度结构的形

成，星系形成，星系与黑洞的共同演

化，宇宙引力透镜等宇宙学基础前

沿问题的研究。发表学术论文100多

篇，研究成果在国际上具有重要影

响，被4000多篇论文引用，其中7篇

论文的单篇引用数超过100篇次；24

篇论文的单篇引用数超过50篇次；

单篇引用数最高达297篇次。2015年

12月7日，当选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

人    物

学部院士。

…

【徐国良】　男，1965年2月出生于

诸暨市璜山镇刀鞘坞村。1985年7月

获浙江大学

生物系学 士

学位，1989年

8月获中国科

学院 遗传研

究所 硕士 学

位，1989年9

月赴 德 国 马

普分子遗传学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

并做博士后研究，1994年8月担任新

加坡国立大学生命科学中心实验室

主任，1995年1月赴美国哥伦比亚大

学做博士后研究，2001年8月回国后

担任中国科学院与德国马普学会国

际合作青年科学家小组组长，2002

年入选中科院“百人计划”并获得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担任中

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生化

与细胞所表观遗传学和发育生物学

领域学科带头人、研究组长、研究

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动物发育

（包括胚胎与成体干细胞分化）过程

中DNA甲基化及组蛋白修饰在基因

表达调控中的作用及其分子机理的

研究，在“DNA甲基化与去甲基化的

分子机制”以及“重编程过程中的表

观遗传调控机制”研究领域取得一

系列国际领先成果。以第一作者或

通讯作者身份发表论文30篇，其中

影响因子20分以上的达9篇。2011年

关于“揭示Tet双加氧酶在哺乳动物

表观遗传调控中的重要作用”的工

作入选“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

2015年，增选为中国科学院生命科

学和医学学部院士。

表34-1  第三届绍兴市道德模范名单

姓名 单位及职务

郭秀珍 浙江漓铁集团公司退休职工

潘旗龙 绍兴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城区大队民警

俞亦生 新昌县澄潭镇社古村村民

史伟兵 诸暨市直埠镇紫草坞社区卫生服务站医生

杭兰英 上虞区崧厦镇祝温村党总支书记

胡中祥 柯桥区齐贤镇中学教师

阮泽来 南京森林警察学院上虞籍学生

赵国海 绍兴市公安局越城分局蕺山派出所协警

王惠鸿 新昌县大市聚镇大市聚村村民

张惜民 越城区府山街道越都社区居民

道德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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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2  第三届绍兴市道德模范提名奖名单

姓名 单位及职务 姓名 单位及职务

王秋农 绍兴市机械工程学会常务副秘书长 钱　益 中国电信嵊州分公司剡湖支局支局长助理

郦巧莲 诸暨市人民医院呼吸内科主治医师 舒积安 新昌县澄潭镇大阳村村民

娄　瑛 绍兴市行政服务中心质监窗口工作人员 张冬英 嵊州市三江街道嵊州达亿领带服饰有限公司职工

梁惠红 新昌县供电局中彩变电所所长

表34-3  2015年绍兴市入选中国好人榜人员名单

姓名 性别 上榜月份 地区

项鹤林 男 2015年1月 柯桥区

倪崇晖 男 2015年4月 柯桥区

宣仲英 女 2015年7月 诸暨市

表34-4  2015年绍兴市入选浙江好人榜人员（组织）名单

序号 姓名 性别 上榜月份 地区 序号 姓名 性别 上榜月份 地区

1 项鹤林 男 2015年1月 柯桥区 17 一米阳光爱心社（团体） — 2015年8月 诸暨市

2 陈伟强 男 2015年1月 上虞区 18 阮泽来 男 2015年8月 上虞区

3 陈秋强 男 2015年2月 上虞区 19 郑菊红 女 2015年8月 诸暨市

4 倪崇晖 男 2015年2月 柯桥区 20 傅大白 男 2015年9月 柯桥区

5 费孝敏 男 2015年3月 嵊州市 21
上虞区公安局下管派出所

（市公安局推荐）
—　 2015年9月 上虞区

6 郑先平 男 2015年3月 上虞区 22 陈新宇 男 2015年9月 新昌县

7 赵小艳 女 2015年3月 越城区 23 章余庆 男 2015年10月 上虞区

8
绍兴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城区大队二中队
— 2015年4月 越城区 24 李水仙 女 2015年10月 柯桥区

9 谢企韩 男 2015年4月 上虞区 25 蒋春凌 女… 2015年10月 诸暨市

10 华鹏飞 男 2015年4月 嵊州市 26 孟繁欣 女 2015年10月 上虞区

11 董国光 男 2015年5月 上虞区 27 赵云忠（已故） 男 2015年11月 越城区

12 何夏寿 男 2015年6月 上虞区 28 姚阳潮 男 2015年11月 上虞区

13 高彩凤 女 2015年6月 柯桥区 29 李国东 男 2015年11月 新昌县

14 宣仲英 女 2015年7月 诸暨市 30 潘兴夫 男 2015年12月 新昌县

15 陈　云 男 2015年7月 柯桥区 31 姚国梁 男 2015年12月 柯桥区

16 石林波 男 2015年7月 新昌县 32 邢建良 男 2015年12月 诸暨市

（市文明办）

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

表34-5  2015年绍兴市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名单

姓名 单位及职务 姓名 单位及职务

吕伟兴 新昌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民警 欧定成 浙江绍兴三圆石化有限公司设备技术部部长

吴凤花（女）
绍兴市柯桥区小百花越剧艺术传习中心党支部
书记、副主任

姚新义 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何　贝 国网诸暨市供电公司客户服务中心营业班班长 洪桂焕 浙江新中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杨七明 诸暨市草塔镇上下文村党支部书记 袁　云 绍兴报业传媒集团首席记者

沈　刚 绍兴市自来水有限公司检漏一班班长 黄顺祥 浙江锻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电工组长

杭兰英（女） 绍兴市上虞区崧厦镇祝温村党总支书记



人    物 397

表34-6  2015年绍兴市浙江省五一劳动奖状获得集体名单

单位名称 单位名称

绍兴市兆山建材有限公司 绍兴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

表34-7  2015年绍兴市浙江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名单

姓名 单位及职务 姓名 单位及职务

吕　钢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桢铭 浙江盛名机电制造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刘中华 浙江精工钢结构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范少明 浙江乐芙技术纺织品有限公司技术科主任…

陈芳（女） 浙江运发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液压车间技工 徐永泉 浙江沪杭甬高速公路绍兴管理处主任

表34-8  2015年绍兴市五一劳动奖状获得集体名单

单位名称 单位名称

绍兴市自来水有限公司 浙江华通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越宫钢结构有限公司 绍兴市上虞区百官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绍兴市分公司 诸暨市永宁水库建设工程指挥部

浙江锦盛包装有限公司 嵊州市人民医院

绍兴市越城区孙端镇小库村民委员会 浙江华佳热电集团有限公司

表34-9  2015年绍兴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名单

姓名 单位及职务 姓名 单位及职务

王　琛（女） 绍兴市聋哑学校美术教师 潘建国 稽山书院常务副院长

王志娟（女） 绍兴市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护士长 魏国良 绍兴珍姿倩纺织有限公司监事

吕军勇 绍兴天然气投资有限公司巡线班班长 王君芳（女） 浙江阿克希龙舜华铝塑业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吕春雷 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昌海生物分公司总经理 王荣壮 绍兴市上虞区环境卫生管理中心维修科副科长

阮建昌 绍兴市排水管理有限公司维修电工 邱家军 浙江国邦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寿乐娟（女）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绍兴市分公司
客服主管

徐健萍 绍兴市上虞区陈溪乡卫生院院长

张　霖 绍兴市妇幼保健医院儿科医生（援疆） 陶　黎 绍兴市上虞区公安局治安大队副大队长

张志勇
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绍兴供电公司输电运检室…
五班组长

杨天均 诸暨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副大队长

沈丽坤（女） 绍兴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乘务员 郭理壮 诸暨市山下湖镇总工会主席

陈立人 绍兴市港航管理局船检师 章　烨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贺霄锋 绍兴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直属分局副大队长 蒋春凌（女） 诸暨市特殊教育学校校长

秦善奎 绍兴市中级法院民三庭副庭长 詹　萍（女） 诸暨市江藻镇人民政府主任科员

余伟国 绍兴港现代物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贺　坚 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原料药分厂厂长

赵　刚 鲁易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安全员 王再龙 嵊州中学教师

高秀凤（女） 绍兴市越城区东湖镇中学教师 吴储正（女） 浙江迪贝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谢云飞 绍兴市越城区新闻中心副主任 赵　洪 嵊州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

潘其贤 绍兴市越城区皋埠镇总工会主席 石观群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叶惠良 浙江塔牌绍兴酒有限公司车间主任 陈宥融 浙江泰坦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何锡辉 浙江凤凰庄纺织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胡沛茂 浙江新柴股份有限公司车工

袁亦桥 中设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安全科科长 徐东萍（女） 新昌县人民医院围产医学中心主任

（市总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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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义勇为者

【吴章信】　男，1955年10月出生，

诸暨市东白湖镇琴察村村民。2014

年3月16日13时许，吴章信和村民在

诸暨市东和乡凤联村杜坑黄沙亭路

旁的农田里干活，突然听到有村民呼

救“着火了”，他们立即跑去救火。吴

章信不顾危险跑在最前面，他奋力

挥舞着钩刀想开辟一条隔火带，避

免火势的蔓延，可迎面而来的一阵

风挟带着火焰将他扑倒在地。当他

被其他村民发现时，已经奄奄一息，

全身大面积烧伤，送医院抢救也未

能挽回生命。

【王运涛】　男，1976年2月出生，

安徽省临泉县谢集乡朱元村村民。

2014年11月3日16时30分许，卢某持

刀在诸暨市大唐镇轻纺南路汉庭酒

店门口停车场无故刺伤多名群众。

王运涛见状，从车上取来钢筋，伺

机阻止案犯行凶。在案犯再次持刀

行凶时，他果断上前，用钢筋砸中案

犯头部，趁其刀掉落之际，与其搏

斗，终将案犯按倒在地，并一直坚

守至警察赶到，避免了无辜群众再

受伤害。

【李长波】　男，1962年8月出生，

安徽省临泉县白庙镇孟楼村村民。

2014年1月24日8时许，柯桥区钱清镇

岭湖村发生入室抢劫案，户主李某

在与歹徒搏斗中被刺数刀身亡，邻居

听闻呼救声赶来抓歹徒，不料歹徒

破门而出往梅湖菜市场方向逃去。

听到呼救声的李长波等人一路紧追

歹徒不舍，在追出两三百米后，他终

于赶上了歹徒，一个冲刺将其扑倒

在地并将其制服。

【肉斯太木·艾力】　男，1989年6月

出生，新疆伽师县夏普吐勒乡库木墩

村村民。2014年4月14日14时30分左

右，在柯桥区柯桥街道柯东桥附近，

一名女子投河自杀，在附近经营烤羊

肉摊的肉斯太木·艾力目睹了这一情

形，赶紧放下生意跑到出事地点，奋

不顾身地跳入河中，拼尽全力将落水

者救上岸。

【张善发】　男，1964年1月出生，绍

兴市越城区金地阳光小区居民，绍

兴日报社发行公司职工。2014年7月

18日6时许，家住越城区鲁迅中路姜

家园小区的张老太不慎落入小区附

近的河中，正在附近的张善发听到呼

救声立即赶到现场，跳下河，将老人

托起拉到岸边，与闻讯赶来的群众

一起将老人救上岸，待老人被送上

救护车后才默默离开。在救人过程

中，他的双脚软组织损伤。

【宋姣英、陈来水】　宋姣英，女，

1948年11月出生。陈来水，男，1936

年7月出生。二人均为越城区东浦镇

清水闸村村民。2014年11月9日11时

许，该村的陈某因身体突然不适，失

去意识翻入河中，正在附近的宋姣

英和陈来水立刻跳进河中救援，在

岸上群众的配合下，将陈某救起。因

陈某的家属不在场，宋姣英又主动

跟随救护车到医院照顾陈某，直至

下午离开医院。

【沈才宝】　男，1936年4月出生，柯

桥区安昌镇诸家溇村民。2014年9月6

日14时左右，在安昌镇广济桥旁，一

名儿童在玩水时不慎落入河中，挣扎

一阵后逐渐下沉。目睹这一情形，沈

才宝老人不顾自己身患高血压，跳入

河中，将落水儿童救上岸。

【章佳银】　男，1967年11月出生，

新昌县大市聚镇沃洲村村民。2014年

5月19日20时许，沃洲村息坑自然村

一村民家突然着起大火，火势迅速

蔓延至屋顶。章佳银听到呼救声后，

立即起身穿好衣裤，并叫起妻子带上

自家的水泵、水枪赶到现场参与灭

火。章佳银及时控制住火势，为消防

官兵扑灭大火争取了时间，减少了房

主的损失。

【张松跃】　男，1959年9月出生，新

昌县镜岭镇外婆坑村村民。2014年7

月16日13时30分许，外婆坑村外坞九

泄坑突发民房着火，张松跃积极参

与灭火。因手中的水枪压力陡增，他

被水带拉倒并摔下2米的坎底，致使

右手5根神经受伤。

【胡德兴】　男，1934年2月出生，

越城区皋埠镇新桥村村民。2014年5

月10日18时30分左右，6岁女童戴某

独自到河埠头洗手，不慎滑入河中。

胡德兴闻声赶到，直接跳入河中将

女童救起，因为及时施救，女童安

然无恙。

【邵彬】　男，1974年7月出生，安徽

省宿州市泗县黄圩镇曹场村村民。

2014年2月20日16时许，孙某夫妇驾

运输船经过杭甬运河绍兴市高新区

皋埠老桥附近时，因船碰撞桥墩致

其妻子汪某落入河中，正在河边喂

鸭子的邵彬见状，马上大声呼叫并

划小船过去营救。他用船桨把刚刚

没入水中的汪某勾出水面，在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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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党，19 55年

起在国家体委

从事国际联络

工作。19 6 4年

起历任中国体

操协会副秘书

长、中国乒乓球

协会秘书长、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秘

书处主任、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秘书

长、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副秘书长、

国家体委司长、中国奥委会执委、中

华全国体育总会常委等职。1980年

获国家体育运动荣誉奖章，并作为

中国体育代表团副团长参加在美国

普拉希德湖举行的第十三届冬季奥

林匹克运动会。1981年在国际奥林

匹克委员会第八十四届大会上当选

为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委员。在国

际体育组织中，他还曾担任各国体

育总会国际大会主席团副主席、国

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副主席和国际奥

委会奥林匹克团结委员会委员等职

务。何振梁为发展国际体育交往，恢

复中国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做

了大量工作。1985年起任国家体委

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同年当选国际

奥委会执委。1989年当选中国奥委

会主席，并当选国际奥委会副主席，

曾任国际奥委会大众体育委员会副

主席，后任国际奥委会文化委员会

主席，是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八

届全国政协常委（体育界）、全国政

协科教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2001

年作为北京申奥团陈述人之一，参加

申办2008年夏季奥运会。申办成功

后，逐渐退出了大众的视野。曾获得

西班牙卡洛斯国王授予的大十字勋

章、摩纳哥国家元首雷尼埃大公授

予的圣查理十字勋章、亚洲奥林匹

克理事会功勋章等。

村民的帮助下将汪某拉到船上，并

脱下自己的衣服给汪某披上。

（市公安局）

逝世人物

【尉健行】　1931年1月~2015年8月

7日，男，新昌县人。1949年3月入党

并参加工作，

大连工学院机

械系机械制造

专业毕业，高

级 工程师。曾

赴苏联乌拉尔

卡明斯克铝加

工厂学习企业

管理，回国后先后在国营东北轻合

金加工厂工作。1981年开始，先后担

任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市委副书记、

市长，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书

记、党组副书记，中央组织部副部

长、部长，中央监察部部长、党组书

记，中纪委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第

十二届执委会主席，北京市委书记，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纪委书记，

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十三届执委会主

席。在工作中，他锐意改革、勇于实

践。在中纪委担任领导职务时，将反

腐败斗争作为中心任务，推动中纪委

和监察部合署办公，从而把党的纪

检职能和国家的行政监察职能统一

起来，理顺了党政监督关系，并着重

查办了一批大案要案。他是第十五届

中央政治局常委，是党和国家的卓

越领导人。2015年8月7日在北京逝

世，享年85岁。…

【何振梁】　1929年12月~2015年2

月，男，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市，祖籍

绍兴市上虞区。1954年加入中国共

2015年1月4日因病逝世，享年

85岁。国际奥委会为他降半旗3天，

以纪念他对体育事业的卓越贡献。

…

【陈桥驿】　1923年12月~2015年2

月，男，原名陈庆均，越城区人，著

名历史地理学

家、郦学研究

泰斗、浙江大

学终身教授。

“陈桥驿”是

他20世纪40年

代末50年代初

期发表文章和

出版书籍时所署的笔名。1944年考

入台湾中正大学社会教育学系，三

个月后，弃学从军，参加“青年远征

军”。抗日战争结束后先后在嘉兴青

年职业学校、新昌中学任教。在校期

间，在媒体上发表多篇历史地理相

关文章。1954年受聘于浙江师范学

院（1958年后定名为杭州大学，1998

年后并入浙江大学）地理系，任讲

师，后兼经济地理教研室主任。在历

史地理学，郦学，历史地图学，地方

志和地名学研究，城市研究，古都研

究以及翻译等方面均造诣精深，成

就卓著，在海内外享有崇高的学术

声望。连续三届出任中国地理学会

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连续四届

出任浙江省地理学会理事长。曾任国

际地理联合会（IGU）历史地理专业

委员会咨询委员，英国剑桥国际传

记中心荣誉委员，中国古都学会副会

长，中国地名研究会学术顾问，浙江

省中国文化研究会会长，浙江省乡土

教育研究会会长等。出版著作70余

本，约2000万字，另有点校古籍及外

文翻译作品10余种，发表各类文章

400余篇。2015年2月11日在杭州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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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片，风靡全国，并获全国第一届优

秀儿童文学奖等多项荣誉；《新黑猫

警长系列画册》获1989年优秀少儿

文艺读物二等奖。2015年9月8日因病

在上海逝世，享年74岁。

【徐光宪】　1920年11月~2015年4

月，男，上虞区人，物理化学家、无

机化学家、教

育家，2008年

度“国家最高

科学技术奖”

获得者，被誉为

“中国稀土之

父”“稀土界的

袁隆平”。1944

年毕业于交通大学化学系，1951年

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

世，享年92岁。

【诸志祥】　1941年~2015年9月，

男，笔名浩谷，祖籍绍兴市越城区，

出生于上海，

“黑猫警长”

之父。19 61年

毕业于上海市

第四师范学校，

曾 任 学 校 教

师、上海《少年

报》编辑、《作

家与企业家报》负责人。1968年开

始发表作品，1990年加入中国作家

协会。主要作品有《八戒回乡》《挂

领带的牛》《猴医生治病》《黑猫警

长》《黑猫警长与外星人》等10部童

话。其中，《黑猫警长》被改编为动

1957年任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副主

任兼核燃料化学教研室主任，1980

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

士），1986年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化学学部主任，1991年被选为

亚洲化学联合会主席。长期从事物

理化学和无机化学的教学和研究，

涉及量子化学、化学键理论、配位化

学、萃取化学、核燃料化学和稀土

科学等领域，基于对稀土化学键、

配位化学和物质结构等基本规律的

深刻认识，发现了稀土溶剂萃取体

系具有“恒定混合萃取比”的基本

规律，在20世纪70年代建立了具有

普适性的串级萃取理论。

…（市地方志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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