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盐城市优秀青年志愿者推报汇总表
序号 单位类别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单位职务 所在志愿服务组织 备注

1 响水县 沈沛 男 1993.3 盐城市响水县海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响水县青年志愿者协会
2 响水县 陆思宇 男 1999.11 苏北计划志愿者 江苏大学生志愿服务苏北计划
3 响水县 王季璇 女 2000.7 苏北计划志愿者 江苏大学生志愿服务苏北计划
4 响水县 王长凯 男 1996.8 响水县张集中心社区管委会团工委书记 响水县青年志愿者协会
5 响水县 殷铭泽 男 2006.8 盐城实验中学学生 响水县心理咨询师协会
6 响水县 金鑫 女 1992.04 盐城市响水县运河镇人民政府团委书记 响水县青年志愿者协会
7 响水县 李超 女 1992.04 响水县响水镇人民政府团委书记 响水镇志愿服务队
8 响水县 颜振凯 男 1997.4 响水县小尖镇人民政府团委书记 响水县青年志愿者协会
9 滨海县 杨证轶 男 1987.11 盐城市滨海县中医院团总支书记 滨海县中医院文明实践站

10 滨海县 沈亚楠 女 1991.12 中共滨海县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滨海县教育、体育志愿服务队
11 滨海县 陶旱雨 女 1999.11 盐城市滨海团县委 江苏大学生志愿服务苏北计划
12 滨海县 孙云苏 女 1997.10 盐城市滨海县坎北街道办事处 江苏大学生志愿服务苏北计划
13 滨海县 胡红云 女 1984.11 学校心理咨询室负责人 滨海县齐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14 滨海县 刘东梅 女 1984.11 滨海县圆梦志愿者服务中心副主任 滨海县圆梦志愿者服务中心
15 滨海县 高翔 男 2004.1 江苏省滨海中学学生 青橙之家、齐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16 滨海县 何佳佳 女 1984.8 麦田艺术培训中心教师 滨海县青橙之家志愿者服务站
17 阜宁县 高凡 男 1992.01 一缕阳光志愿者协会党支部组织委员、团书记 盐城市阜宁县“一缕阳光”志愿者协会
18 阜宁县 金玲 女 1990.07 盐城市阜宁县东沟镇人民政府团委书记 幸福人家志愿者协会
19 阜宁县 杨雪文 女 1992.09 三灶镇人民政府镇团委书记 美丽三灶志愿者服务队
20 阜宁县 殷梓耀 男 1994.11 阜宁县新沟镇人民政府办事员 江苏大学生志愿服务苏北计划
21 阜宁县 刘昕 女 1999.08 阜宁团县委办事员 阜宁县青年志愿者协会
22 阜宁县 李苏鹏 男 2001.07 南通大学临床217班副班长 南通大学莫文隋青年志愿者协会
23 阜宁县 印治昱 女 2002.10 南通大学学生 南通大学莫文隋青年志愿者协会
24 阜宁县 陈鑫 男 2001.10 南通大学学生 南通大学莫文隋青年志愿者协会
25 阜宁县 单钧 男 2003.12 阜宁中学学生 盐城市阜宁县“一缕阳光”志愿者协会
26 阜宁县 季雨 女 2002.02 江苏师范大学学生 阜宁县爱的家园志愿者协会
27 阜宁县 李雨 女 2001.06 南京财经大学红山学院学生 江苏省盐城市阜宁县爱的家园志愿者协会
28 射阳县 龚晨 女 1996.09 盐城市射阳县射阳县特殊教育学校大队辅导员 射阳县助残志愿者联合会
29 射阳县 季艺峰 男 1999.06 射阳县苏北计划团支部书记 射阳县项目办
30 射阳县 郭永清 男 1988.12 射阳县港城实验小学教师 射阳县青年志愿者协会
31 射阳县 袁祥梅 女 1983.02 射阳县公安局宣教科科长 射阳县心语堂青少年心理发展服务中心
32 射阳县 骆阳 女 1988.11 盐城市射阳县港城实验小学教师 射阳县青年志愿者协会
33 射阳县 施鹏 男 1984.07 上海颢擎实业有限公司法人 射阳县青年志愿者协会
34 建湖县 周媚 女 1988.6 建湖县湖中北路小学大队辅导员 建湖县志愿者总会建湖实小服务队



35 建湖县 张琪 女 1994.4 盐城市建湖县汇杰初级中学团委干事 汇杰初级中学志愿者服务团队
36 建湖县 李佳 女 1999.5 江苏省建湖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建湖县青年志愿者协会
37 建湖县 刘琉 女 1997.12 建湖县团县委青发部负责人 建湖县青年志愿者协会
38 建湖县 张静 女 1998.12 建湖团县委宣传部负责人 建湖县青年志愿者协会
39 建湖县 冯丽君 女 1988.6 盐城市建湖县中医院急诊科护士长 阳光义工之家公益组织
40 建湖县 王德权 男 1995.10 高新区政府专职消防队班长 建湖县青年志愿者协会
41 建湖县 孙菁 女 1991.12 建湖县近湖街道盂兰社区干事 盂兰社区助老志愿者协会
42 建湖县 江雪清 女 1996.1 碧桂园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秘书 建湖县阳光义工之家
43 建湖县 苗红 女 1983.10 建湖仁和玻璃制品有限公司客服经理 建湖县阳光义工之家
44 东台市 孟炜淳 男 2005.3 江苏省东台中学高二（17）班团支部书记 东台市心连心志愿者协会
45 东台市 叶海慧 女 1986.6 东台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东台市义工联合会
46 东台市 梅红红 女 1983.7 东台市中医院雅居院区门急诊护士长 东台市义工联合会
47 东台市 姜琴 女 1989.8 东台市实验小学学生 东台市青年志愿者协会
48 东台市 杨莹秋 女 1997.10 东台市义工联合会办公室主任 东台市义工联合会
49 东台市 吕佳 女 1997.11 苏北计划志愿者 江苏大学生志愿服务苏北计划
50 东台市 陆曹睿 男 2004.1 东台市安丰中学学生 东台市心连心志愿者协会
51 东台市 周升阳 女 2004.3 江苏省东台中学学生 东台市义工联合会
52 东台市 瞿露露 女 1988.3 东台市红十字应急救援队人道关爱队队长 东台市红十字应急救援队
53 东台市 杨知凡 男 2004.10 江苏省东台中学学生 东台市义工联合会
54 东台市 王进 男 1978.6 东台市蓝天防减灾应急救援中心搜救组组长 东台市蓝天防减灾应急救援中心
55 大丰区 范文悦 女 1999.03 大丰区万盈镇人民政府苏北计划志愿者 江苏大学生志愿服务苏北计划
56 大丰区 陈勇 男 1999.06 大丰区丰华街道办事处苏北计划志愿者 江苏大学生志愿服务苏北计划
57 大丰区 唐若辰 男 1999.08 大丰区刘庄镇人民政府苏北计划志愿者 江苏大学生志愿服务苏北计划
58 大丰区 杨磊 男 1983.11 江苏迈硕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盐城市大丰区青年企业家联合会
59 大丰区 顾紫敬 男 1983.01 盐城市恒丰海绵有限公司董事长 盐城市大丰区青年企业家联合会
60 大丰区 张燕 女 1995.05 江苏省盐城市大丰人民医院康复治疗师 盐城市大丰区义工联合会
61 大丰区 陈诗语 女 1997.04 大丰海港港口有限责任公司业务经理 大丰区青年志愿者协会
62 大丰区 秦承志 男 2001.07 盐城市大丰区白驹镇中心幼儿园教师 大丰区青年志愿者协会
63 大丰区 苏恩慧 女 2003.01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学生 盐城市大丰区义工联合会
64 大丰区 蒋雨彤 女 2005.11 江苏省大丰高级中学学生 盐城市大丰区小麋鹿青少年素质拓展中心
65 大丰区 施巍 男 2002.01 江苏旅游职业学院学生 盐城市大丰区小麋鹿青少年素质拓展中心
66 大丰区 陈立祺 男 2006.03 江苏省大丰高级中学学生 盐城市大丰区小麋鹿青少年素质拓展中心
67 大丰区 张之肖 女 2004.06 盐城市伍佑中学学生 大丰义工联
68 大丰区 张辉 男 1979.05 大丰区新丰镇龙堤初级中学教师 盐城市大丰区小麋鹿青少年素质拓展中心
69 亭湖区 夏新源 男 2004.11 盐城市亭湖区向阳社工服务社组织委员 盐城市亭湖区向阳社工服务社
70 亭湖区 张雨桐 男 2004.05 盐城市亭湖高级中学学生 亭湖区青年志愿者协会
71 亭湖区 奚茂元 男 2004.09 盐城市亭湖高级中学学生 e家亲志愿者服务队



72 亭湖区 周颖 女 2005.03 江苏省盐城中学学生
亭湖区毓龙街道洋中社区志愿者服务队、亭湖
区毓龙街道凌家桥社区、盐城阳光灿烂志愿服
务队、江苏省盐城中学青年志愿者服务站

73 亭湖区 李东冉 女 2002.01 南京师范大学学生 亭湖区青年志愿者协会
74 亭湖区 陶汇荣 男 2000.12 盐城工学院学生 盐城市亭湖区久久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75 亭湖区 陈思敏 女 2000.08 盐城工学院人文学院中文181班学生 亭湖区青年志愿者协会
76 亭湖区 曹正熙 男 1991.01 江苏中运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亭湖区青年志愿者协会
77 亭湖区 武晓峰 男 1989.10 盐城市银柱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 亭湖区青年志愿者协会
78 亭湖区 祁小峰 男 1981.10 亭湖城市资产投资实业有限公司项目管理员 亭湖区青年志愿者协会
79 亭湖区 石丽娟 女 1981.11 盐城市亭湖新区初级中学教师 新民社区疫情防控志愿小组
80 亭湖区 刘辰 女 1999.07 江苏大学生志愿服务苏北计划志愿者 亭湖区青年志愿者协会
81 盐都区 黄佳怡 女 2004.03 盐城市盐都区心语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盐都区心语社工高中生志愿服务队
82 盐都区 王岩松 男 2004.01 盐城市盐都区心语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盐都区心语社工高中生志愿服务队
83 盐都区 李龙 男 1988.1 盐城市聆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主任 盐城市聆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84 盐都区 仇芬 女 1998.06 盐城市聆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社工 盐城市聆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85 盐都区 颜钰轩 男 2005.01 江苏省盐城市第一中学学生 盐城市盐都区心语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86 盐都区 朱孜睿 男 2004.1 盐城市第一中学学生 盐城市红十字会无偿献血志愿服务队
87 盐都区 李洪坤 男 2004.09 盐城市第一中学学生 盐都区潘黄街道东升居委会志愿者服务队
88 盐都区 葛予琳 女 2002.08 苏州大学环境工程专业学生 盐城市盐都区潘黄街道新阳社区志愿者服务队
89 盐都区 黄志铉 男 2004.11 盐城中学学生 盐城市盐都区心语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社工服务队
90 盐都区 邓子玥 女 2005.08 江苏省盐城中学学生 盐城礼冰志愿服务队
91 盐都区 陈凯 男 1991.07 盐城市盐都区财政局工贸科一级科员 盐都区财政局志愿者服务队
92 盐都区 任郝 男 1987.01 市交警支队市区二大队高新区中队中队长 青春飞扬青年志愿服务队
93 盐都区 胥晓峰 男 1985.09 盐城市公安局盐都分局秦南派出所民警 益海志愿服务联盟
94 盐都区 蒋明辰 男 2004.09 盐城市第一高级中学 盐城市盐都区青年志愿者协会
95 盐南高新区 杨蓉蓉 女 1995.4 市公安局盐南高新区分局科城派出所副指导员 “蓉蓉课堂”
96 盐南高新区 浦林惠 女 1992.12 盐城市新河实验小学大队辅导员 盐城市新河实验小学志愿服务队
97 盐南高新区 周维佑 女 1992.5 盐南高新区新都街道社工 新都街道志愿服务组织
98 盐南高新区 裴增浩 男 1983.9 盐南高新区新河街道新怡社区党总支书记 新怡社区志愿者服务队
99 盐南高新区 王斌 男 1996.11 盐南高新区科城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 盐南高新区科城街道志愿服务队
100 盐南高新区 夏语蔚 女 1997.07 盐城市盐南高新区苏北计划项目办团支部书记 江苏大学生志愿服务苏北计划

101 盐南高新区 李瑾源 男 2005.2 江苏省盐城中学学生
盐南高新区新河街道志愿服务队、盐城市盐都
区实验初中志愿服务队

102 盐南高新区 树亦涵 女 2005.10 江苏省盐城市第一中学学生
盐城市亭湖区图书馆志愿服务队、盐南高新区
新河街道志愿服务队

103 盐南高新区 费家瑶 女 2005.6 江苏省盐城高级实验中学学生
盐城市心灵花园心理志愿服务队、城市红十字
会无偿献血志愿服务队



104 高校 赵华 女 1993.5 江苏医药职业学院团委干事 江苏医药职业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105 高校 施海燕 女 1982.1 江苏医药职业学院药学院团总支书记 博爱青春暑期志愿服务、盐城马拉松志愿服务
106 高校 孙栋青 女 1990.8 江苏医药职业学院医学技术学院团总支书记 医学技术学院
107 高校 宋苏 女 1991.2 江苏医药职业学院公共团总支书记 江苏医药职业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108 高校 王灿星 男 1992.9 盐城工学院化学化工学院团委副书记 盐城工学院“螺丝钉”青年志愿者协会
109 高校 季压香 女 1985.3 盐城工学院大学生艺术团指导老师 盐城工学院“螺丝钉”青年志愿者协会
110 高校 白文涛 男 2001.10 盐城工学院“螺丝钉”青年志愿者协会副主席 盐城工学院“螺丝钉”青年志愿者协会
111 高校 李鑫 男 1998.9 盐城工学院学生 “盐工卫士”退伍大学生志愿服务队
112 高校 王诗悦 女 2001.12 盐城工学院校团委学生兼职副书记 盐城工学院校团委
113 高校 胡辛忠 男 2000.9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学生会主席团成员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114 高校 李文晴 女 2002.11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学生会主席团成员、
青年志愿者协会负责人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115 高校 吴培培 女 1985.7 盐城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学工处干事
盐城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志愿者服务队、盐
城市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心灵花园

116 高校 张逸 男 1994.1 盐城师范学院辅导员 共青团盐城师范学院委员会
117 高校 孙明艳 女 1994.4 盐城师范学院海洋与生物工程学院团委副书记 共青团盐城师范学院委员会
118 高校 张楷崎 男 2004.02 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生自律委员会副

主席
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119 市直机关 吴佳成 男 2004.01 盐城市高级实验中学学生
盐城市高级实验中学九三公益志愿服务队、好
生涯志愿服务队

120 市直机关 李耀庭 男 1989.02 盐城市聚亨路小学教师 盐城市聚亨路小学
121 市直机关 顾善锟 男 1990.05 盐城市新都路小学音乐教研组长 盐城市音协清风合唱团
122 市直机关 卞壹东 男 1987.09 盐城市康居路初中教育集团团委副书记 盐城市康居路初中教育集团团委
123 市直机关 单发令 男 1990.02 盐城市中医院团委副书记 盐城市中医院团委
124 市直机关 卢明 男 1984.1 盐城市中心血站工作人员 盐城市中心血站职工志愿服务队
125 市直机关 瞿源 男 2004.09 江苏省盐城实验高中高三（33）班 盐城实验高中志愿者服务站
126 市直机关 李东翰 男 2004.12 江苏省盐城实验高中 盐城实验高中志愿者服务站
127 市直机关 查欣妍 女 2006.05 江苏省盐城实验高中 盐城实验高中志愿者服务站
128 市直机关 杨漫 女 1991.10 盐城市中医院 盐城市中医院青年志愿者服务队
129 市直机关 沈家熙 男 2005.08 盐城市第一中学学生 盐城市第一中学志愿服务队
130 市直机关 张艳 女 1983.01 盐城市时杨中学专职教师 盐城市时杨中学志愿服务队
131 市直机关 杨力维 男 2005.7 盐城市高级实验中学学生 盐城市盐都区心语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132 市直机关 李磊 男 1999.04 盐城市妇女联合会办公室工作人员 江苏大学生志愿服务苏北计划
133 市直机关 陈昊 男 1998.11 苏北计划志愿者 江苏大学生志愿服务苏北计划
134 市直机关 宋睿 女 1998.05 苏北计划志愿者 江苏大学生志愿服务苏北计划
135 市直机关 李天伦 女 1997.02 苏北计划志愿者 江苏大学生志愿服务苏北计划
136 市直机关 陈园 女 1996.04 苏北计划志愿者 江苏大学生志愿服务苏北计划
137 市直机关 雍杰 男 1998.12 苏北计划志愿者 江苏大学生志愿服务苏北计划



138 社会组织 曹若雨 女 2002.05 南京师范大学学生 盐城市心灵花园心理咨询服务中心
139 社会组织 孙沛 女 2004.5 盐城市亭湖高级中学学生 盐城世华爱心公益慈善服务中心
140 社会组织 王帅 男 2001.09 南京艺术学院学生 盐城市心灵花园心理咨询服务中心



2021年盐城市优秀青年志愿服务项目推报汇总表

序号 单位类别 实施项目单位或组织名称 志愿服务项目名称 备注

1 响水县 响水县助力微梦公益协会 助力成长屋
2 阜宁县 盐城市阜宁县爱的家园志愿者协会 同创禁毒示范城市共建无毒幸福家园
3 射阳县 射阳县蓝纸鹤未成年人法律援助中心 智障未成年人保护“阳光工程”
4 东台市 东台市心连心志愿者协会 我的书房
5 东台市 东台市义工联合会 青春志愿行，公益星火传
6 东台市 东台市人民检察院 东台市人民检察院“四叶草”未成年人保护关爱项目
7 亭湖区 盐城市亭湖区同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凝心聚力助力阳光成长
8 盐都区 盐城市盐都区心语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都青春梦想+”关爱计划
9 市直企业 盐城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青年志愿者供水服务进社区

10 高校 江苏医药职业学院 “以爱之名，助力空巢老人”博爱青春暑期社会实践项目
11 高校 盐城工学院团委 《穿越高墙藩篱，守望彼岸花开——关爱服刑人员子女计划》
12 高校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请党放心 强国有我”专项实践
13 高校 盐城师范学院 学党史，献热血，做实事
14 高校 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关爱留守儿童志愿服务项目



2021年盐城市青年志愿服务行动组织奖推报汇总表

序号 单位类别 单位名称 备注

1 阜宁县 阜宁县一缕阳光志愿者协会
2 阜宁县 阜宁县爱的港湾志愿者协会
3 射阳县 射阳县青年志愿者协会
4 射阳县 射阳县鹤小警志愿服务队
5 建湖县 江苏省建湖高级中学
6 东台市 东台市三仓镇团委
7 东台市 东台苏东双语学校团委志愿服务队
8 东台市 东台市红十字会
9 大丰区 盐城市大丰区明德书院
10 大丰区 盐城市大丰区爱心素食馆
11 亭湖区 盐城市亭湖区久久社工工作服务中心
12 亭湖区 盐城市亭湖区同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13 盐都区 盐城市益家人公益服务中心
14 盐都区 益海志愿服务联盟
15 盐都区 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检察院爱心妈妈志愿服务队
16 市直 新思想青年志愿宣讲队
17 市直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盐城分行
18 市直 盐城悦跑体育俱乐部
19 高校 江苏医药职业学院团委
20 高校 盐城工学院学生会盐粒子新生志愿者训练营
21 高校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团委
22 高校 盐城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23 高校 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幼教先锋”志愿者服务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