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

学院第一届“青年五四奖章”个人拟表彰对象名单

1.汽车学院 朱剑宝

2.汽车学院 叶成勇

3.汽车学院 杜盼成

4.对外交流中心 曾思通

5.机械与智能制造学院 叶惠娟

6.机械与智能制造学院 戴立庆

7.经济与管理学院 陈 华

8.安全与环境学院 潘 瑜

9.安全与环境学院 王 超

10.航海学院 刘学强

11.党政办公室 林偲丞

12.航海学院 陈若蘅

13.土木工程学院 蓝凌燕

14.后勤管理处医务室 张卿

15.后勤管理处 彭雪珍

16.信息与智慧交通学院 郑美容

17.通用航空产业学院 陈 玮

18.团委 吴斌敏

19.轨道交通学院 张永志



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青年五四奖章”提名人选汇总表

序

号
类别

被提名人

选姓名
性别

出生年

月（岁）

政治

面貌
民族 学历

工作单

位及职

务（职

称）

所获荣誉 主要事迹（此项必填，300 字以内）

1
青年科
教人才

朱剑宝 男
1985 年
（36
岁）

中共
党员

汉族
硕士
研究
生

福建船
政交通
职业学
院汽车
学院教
研室主
任（副教
授）

1.2021.02，“一带一路”项目非洲
加蓬国家劳工部嘉奖状，国家级；
2.2016.06，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一等奖，“优秀指导教师”称号，国
家级；
3.2018.06，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二等奖，国家级；
4.2019.06，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三等奖，国家级；
5.2017.11，全国交通行指委技能大
赛一等奖，“优秀指导教师”，省部
级；
6.2016-2020 连续 5年，福建省职业
院校技能大赛一等奖，“优秀指导教
师”称号，
省级；
7.2018.12，福建省职业院校技能大
赛“优秀工作者”，省级；
8.2018.11，第 45 届世界技能大赛福
建选拔赛二等奖，省级；
9.2019.09，福建省职业院校教师教
学能力比赛三等奖，省级；
10.2020 年 10 月，中国航空技术国际
控股有限公司“最美逆行者”称号。

1.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战略，2020
年 09 月-2021 年 2 月，全球抗击新冠疫
情之际，勇于担当，奔赴非洲加蓬，开
展“援非”职教项目《非洲加蓬国家新
建三所职业教育中心》，被加蓬国家劳
工部授予嘉奖状。
2.始终坚持发扬“工匠精神”，深耕技
术技能，创造多项国家级和省级佳绩。
指导学生获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获
一、二、三等奖各 1 次；全国交通行指
委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获一等奖 1 次；福
建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获一等奖 5 次。
3.主持及参与 9 项市厅级项目，发表论
文 13 篇；主持及参与获得国家专利 10
项；主编及参与出版专业教材 3 本。大
力贯彻和实施《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
方案》，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提升职
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



2
青年

科教人
才

叶成勇 男
1988 年
（33
岁）

中共
党员

汉族
硕士
研究
生

福建船
政交通
职业学
院汽车
学院

（讲师）

1.2020 年加蓬共和国劳工部嘉奖、个
人、加蓬共和国劳工部；
2.2018、2019 年全国职业院校教学能
力比赛，获二等奖、三等奖；
3.2016 年福建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一等奖指导教师；
4.2018 年、2019 年、2020 年福建省
职业院校教学能力大赛获二等奖、一
等奖、一等奖；
5.2018-2019 学年优秀教师、个人、
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
6.2017 年、2020 年，年终考核优秀；
7.2020 年“最美逆行者”荣誉称号、
个人、中航国际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8.2017、2018、2020 年年度校级教学
比赛获一等奖、一等奖、二等奖。

讲师、工程师、高级技师，是汽车系骨
干教师，负责汽车涂装、汽车车身、发
动机、底盘部分课程教学，参与福



4
青年科
教人才

曾思通 男
1985 年
（36
岁）

中共
党员

汉族
研究
生

福建船
政交通
职业学
院对外
交流中
心副主
任（副教
授）

1.2015-2018 年连续 4 次被评为福建
省职业院校优秀指导教师。
2.2015-2019：指导技能竞赛获国家
三等奖 3 次，省一等奖 4 次，省二等
奖 2 次。指导创新创业大赛获省赛铜
奖 1 次，校赛银奖 2 次。
3.被评为2016年学院优秀共产党员；
4.被评为2017-2018学年学院优秀教
师；
5.被 2019-2020 学年优秀教师。

1.2019.9 至今挂职闽清职业中专学校常
务副校长，推动闽清职专机构调整，专
业优化，制定学校各项规章制度，抓制
度落实；加强对外沟通交流，遍访闽清
县 21 所初中校，加强职业教育宣传。2020
年在校生突破 1500 人，通过省级规范校
评估，指标均提前完成托管协议要求。
闽清职专在托管期间各方面取得较大突
破，办学质量不断提升，社会口碑不断
提升。
2. 主持教育厅课题课题 3 项，院级教改
1项，横向课题 1 项；主持及参与授权国
家发明专利 2 项，实用新型专利 10 项；
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
3. 发扬工匠精神，培育高素质技术技能
人才。指导技能竞赛获国家三等奖 3 次，
省一等奖 4 次，省二等奖 2 次。指导创
新创业大赛获省赛铜奖 1 次，校赛银奖 2
次。

5
其他综
合类

叶惠娟 女
1988 年
（33
岁）

中共
党员

汉
研究
生

福建船
政交通
职业学
院（讲
师）

1.2019 年 教师能力比赛三等奖 福
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
2.2019 年 最受欢迎老师 机械工程
系
3.2019 年 “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
三等奖 机械工程系
4.2018-2019 学年优秀教师 福建船
政交通职业学院
5.2018 年度优秀青年教师跟岗访学，
项目装备制造大类

叶惠娟老师从事教育工作 6 年，具有强
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在平凡的工作岗
位上始终把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
育人贯穿在工作中。2018 年参加福建省
优秀青年教师跟岗访学装备制造大类项
目；2019 年获得校级教师能力比赛三等
奖、机械工程系“互联网+”创新创业大
赛三等奖、机械工程系“最受欢迎老师”；
2018-2019 学年获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
院优秀教师荣誉称号。
近年来，作为教研室主任和骨干成员，

在示范校建设、专业建设中承担了大量
工作，在双高建设中，主要负责产教融
合、校企合作接洽工作，以沃尔沃东南
能力发展基地为基础，创新构建并不断



深化“三方育人”校企合作人才培养，
并形成可复制的模式；2020 年引入沃尔
沃公司捐赠设备 70 万余元；联合住重中
骏共建校内外实训基地，企业持续每年
投入 10 万元专项经费，在创新校企合作
新模式中发挥了显著作用。

6
青年科
教人才

戴立庆 男
1987.03
（34）

中共
党员

汉
硕士
研究
生

机械与
智能制
造学院、
电气自
动化教
研室主
任（讲
师、工程
师）

1.获机械与智能制造学院 2019 届毕
业生最受欢迎老师
2.2020 年度考核优秀

自 2018 年 3 月到校以来，承担了工厂供
配电技术、电力电子技术和电气一次部
分等多门课程的教学；作为 18 级机电一
体化 3 班的班主任，关心爱护学生，获
得了机械与智能制造学院 2019 届毕业生
“最受欢迎老师”，在疫情期间，坚持
“人盯人”工作措施，以实际行动践行
初心使命，并以自身的道德行为引导教
育学生，让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
观和世界观；主持中国交通教育研究会
课题《新时代交通类院校工匠精神培育
研究》，主持教育厅中青年课题《“双
高”建设背景下高职院校工匠精神培育
研究》。在国内的杂志公开发表多篇专
业论文，其中以第一作者发表 5 篇，EI
收录 1 篇；指导学生参加福建省第六届
“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并取得了省
级银奖成绩。

7
青年科
教人才

陈华 女
1982 年
（39
岁）

民盟 汉 本科

福建船
政交通
职业学
院经济
与管理
学院

市场营
销教研
室主任

1.2013 年度：学院“大学生心目中好
老师”称号。
2.2017-2018 学年：学院“优秀教师”
称号
3.2018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市
场营销技能优秀指导老师
4.2019-2020 学年：学院“优秀班主
任”称号
5.2020 年校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在教育教学工作中，始终坚持党的教育
方针，具有较高的教学水平和较强的科
研能力。做为新商科教学团队的负责人，
带领团队成员挖掘新思路、探索新方法、
思考专业发展的新方向，有效提高市场
营销专业建设、教师的教育教学水平和
业务水平。连续 5 年指导学生参加福建
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市场营销赛项，获
得一等奖 4 项，二等奖 1 项，并在 2018
年指导学生参加该赛项的国赛获得一等



奖，被评为国赛优秀指导老师。2020 年
指导红旅项目《洞茶计划》获得福建省
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铜奖。在本科学报
上发表 4 篇学术论文，主持教育厅科研
课题 1 项，参与厅级课题 4 项，主持《电
商直播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横向课题 1
项。

8
青年科
教人才

潘瑜 女
1982 年
（39
岁）

中共
党员

汉
硕士
研究
生

安全与
环境学
院安全
技术与
管理专
业教研
室副主
任（副教
授）

1.2020 年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优
秀教师”；
2.2019 年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十
佳班主任”；
3.2017 年全国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
能力大赛三等奖；
4.2017 年全国职业技能大赛水环境
监测与治理技术赛项三等奖；
5.2017 年福建省职业院校信息化教
学能力大赛一等奖；
6.2017 年福建省水环境监测职业技
能大赛一等奖
7.2020 年福建省职业院校教师教学
能力比赛二等奖；
8.2019 年福建省职业院校教师教学
能力比赛二等奖；
9.2018 年福建省职业院校教师教学
能力比赛三等奖。

1.党建引领，师德为先。注重课程思政
融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获“优
秀教师”称号，是全国党建工作样板支
部、省级师德标兵团队成员。关心学生
学习和生活获“十佳班主任”称号。
2.技术过硬，匠心育人。淬炼专业技术
且注重提高教学能力。以“双高”专业
团队建设为基础，主持完成省级精品课
程建设、双元教材编写，在本科学报和
CN 刊物上发表论文 8 篇论文，参与多项
省、厅级教学科研项目研究。连续 5 年
带领团队鏖战各级教师教学能力比赛，
获全国三等奖 1 次，省级一等奖 1 次，
二等奖 2 次，三等奖 1 次。
3.乐教公益，回馈社会。饮水思源，作
为省红十字会救护员培训师资，为本校
师生和区域社会公众累计培训 700 余人，
普及急救知识，履行社会责任，回馈社
会。



9
青年科
教人才

王超 男
1981 年
（不足
40 岁）

中共
党员

汉
博士
研究
生

安全与
环境学
院 救援
技术专
业教研
室主任
（副教
授）

1.2013 年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优
秀共产党员”；
2.2016 年福建省职业院校信息化教
学大赛一等奖

1.师德为先，立德树人。严于律己，注
重品质培养，将课程思政融入课堂教学，
先后出版《港口安全管理与控制》、《消
防安全技术与管理》等多门校本教材。
2.严谨治学，专精结合。注重教学能力
提升，努力提升专业水平，作为核心成
员参与省交通厅“双重”机制、国电技
术服务等项目工作，并顺利完成。主持
省级精品课程建设、双元教材编制等工
作。
3.勇于担责，服务社会。积极对接社会
培训服务工作，开展古田交通、福建交
通检测、高速检测等社会培训工作。

10 其他综
合类

刘学强 男
1992 年
（29
岁）

入党
积极
分子

汉
硕士
研究
生

航海学
院（助
教）

校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2020.06）

该同志立足教师岗位教书育人。思想上
引领学生，专业上指导学生，生活上关
心学生。疫情复学期间，配合辅导员做
好学生心理疏导和学生在校期间管理工
作；克服新冠疫情困难，完成为期 9 个
月的海外船上实践工作；重视自身业务
的提升，主持 2 项厅级以上项目,发表学
术论文 6 篇,其中 SCI 论文 1篇，核心论
文 2 篇，授权专利 5 项；担任 18 级学生
海船员大证考试辅导班老师，牺牲课余
时间为学生补课，提高学生考证通过率；
主动参与航海专业群双高建设，担任主
要负责人，承担双高建设的项目汇总，
分配，组织和协调工作；在海外新冠疫
情肆虐的情况下，主动投身加蓬、科特
迪瓦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职教建设项
目, 受加蓬教育部邀请远赴加蓬进行为
期 3 个月的职教援助。2020 年获得福建
船政学院教学成果一等奖荣誉。



11
其他综
合类

林偲丞 男
1995 年
（26
岁）

中共
党员

汉 本科

党政办
公室文
字秘书
（无职
称）

一、讲规矩，守纪律。该同志严格遵守
党章党纪和工作纪律；
二、有担当，能奋斗。该同志入职以来，
能够较好与同事协作，较为认真负责地
较好完成各项交办任务，确保工作如期
推进，表现出拼搏精神、工作担当和职
业素养；
三、修品德，有涵养。该同志较好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明大德、守公德、
严私德，待人真诚，言行一致。

12
其他综

合类
陈若蘅 女

1985 年
（35
岁）

中共
党员

汉
大学
本科

福建船
政交通
职业学
院

航海学
院辅导
员

（助教）

1.2020 年被评为福建船政交通职业
学院优秀辅导员

2.2017-2018 学年获福建船政交通职
业学院先进教育工作者称号

3.2016 年度获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
院先进教育工作者称号

4.2016 年被评为福建船政交通职业
学院优秀党员

陈若蘅参加工作 9 年来扎实干事，踏实
做人，于实处用力，从知行合一上下功
夫。以素质拓展为目标，大力开展课外
活动，紧密加强对学生素质拓展活动的
引导与指导，积极拓宽团员青年成长成
才渠道。在团队管理中，坚持快乐、高
效、团结的工作原则，能做到理论联系
实际，坚持在做中学，在学中做，引导
学生善于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
题、总结问题。以打造一支优质、高效
的学生干部团队为目标，实现“可复制
的领导力”，在管理上追求规范化、流
程化、可视化、模板化、极简化，形成
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具有人文关怀特色的
管理、育人模式。2020 年被评为福建船
政交通职业学院优秀辅导员。2020 年被
评为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十佳辅导员
员。2017-2018 学年获福建船政交通职业

学院先进教育工作者称号。



13
其他综
合类

蓝凌燕 女
1981 年
9 月（39
岁）

中共
党员

畲族 本科

福建船
政交通
职业学
院土木
工程学
院，现借
调党委
组织部
工作（助
教）

2018-2019 学年度获福建船政交通职
业学院“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
2019-2020 学年度获福建船政交通职
业学院“优秀辅导员”荣誉称号

蓝凌燕同志参加工作 8 年多来，一直从
事辅导员工作。该同志思想上，时刻与
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认真贯彻落实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工
作上，该同志对待同事，谦和、坦诚，
对待学生，富有责任心、充满关爱心。
该同志把理论知识与工作实践相结合，
拓展工作领域，创新工作模式，摸索出
学生日常教育管理服务行之有效的好方
法。对工作实实在在，表里如一，按客
观规律办事；对工作精益求精，不应付。
该同志紧紧围绕学院中心任务，有针对
性地开展好各项工作，较圆满地完成了
各项工作任务。积极引导学生们参加健
康向上的文化活动，营造积极向上的校
园文化氛围。做为一名党务工作者，该
同志认真践行党的宗旨，认真学习相关
政策和文件。在学院发展党员工作上能
够做到细致化、规范化、流程化、标准
化，深得老师和学生们的好评。该同志
2018-2019 学年度获福建船政交通职业
学院“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2019-2020
学年度获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优秀
辅导员”荣誉称号。



14
其他综
合类

张卿 女
1982 年
(39 岁)

群众 汉
大学
专科

医务室
护士（初
级护师）

2020 年 9 月被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
院评为2019-2020学年先进教育工作
者（抗疫先进人员）称号

本人工作认真负责，坚守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一线。疫情开始后，以校为家，和
同事一起实行 7×24 小时值班制，负责
学院疫情防疫物资采购工作，经多方努
力，采购了口罩、消毒水、额温枪等防
疫物资数十批次，共计 100 多万元，并
做好防疫物资管理，及时、高效发放防
疫物资；负责临时隔离观察点发热学生
的体温检测工作，共组织了 100 多名发
热学生送医就诊、核酸检测；在国内外
疫情形势复杂的情况下，严守校门关，
主动关口前移，在校门口开展体温复测
工作，顺利保障了 2020 年学生春季、秋
季复学、2020 年福建省职业技能测试等
重点工作。2020 年 9 月被福建船政交通
职业学院评为 2019-2020 学年先进教育
工作者
（抗疫先进人员）称号。

15
其他综
合类

彭雪珍 女
1990 年
(31 岁)

党员 汉
研究
生

后勤管
理处膳
食科膳
食管理
员（研究
实习员
初级）

1.2021 年 1 月被福建船政交通职业
学院评为 2020 年度优秀党员
2.2021 年 1 月被福建船政交通职业
学院评为 2020 年度个人年度考核优
秀

本人在疫情期间，发挥党员带头的先锋
模范作用，坚守学院抗疫一线，研究制
定了师生返校复学复工的用餐防疫预
案，采购食堂防疫物资，指导食堂做好
疫情防控工作，如防疫消杀、隔离线和
用餐隔板布置等，组织多场防控演练；
严格监控食堂服务人员健康状况、实行
岗前 14 天动态跟踪、组织全体食堂员工
352 人完成岗前核酸检测，并每半月实行
抽检，目前已开展核酸检测 1100 多人次。
针对国外冷链冻品特殊疫情，全面排查
各食堂冷链食品进货渠道、台账、“一
品一码”追溯体系录入情况等，做到人
防物防、应检尽检，为学院师生的舌尖
安全保驾护航。2021 年 1 月被福建船政



交通职业学院评为 2020 年度优秀党员。

16
青年科
教人才

郑美容 女
1982 年
（39
岁）

中共
党员

汉
研究
生

信息与
智慧交
通学院
（副教
授）

1.2016 年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优
秀党员；
2.2016 年度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
优秀教师；
3.2016-2017 学年度福建船政交通职
业学院优秀教师；
4.2018-2019 学年度福建船政交通职
业学院优秀教师；
5.2020 年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优
秀教师”；
6.2020 年最佳主题党员活动评选中
评为“党员好故事；
7.2020 年先进教研室
8.2020 年校级教学成果奖

郑美容，女，中共党员，信息与智慧交
通学院教研室主任，政治立场坚定，有
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大局意识，教学工
作热情饱满，积极承担“双高”建设任
务，努力推进专业相关 1+X 证书学生认
证和课证融通工作，学生认证成绩优异，
获“优秀组织奖”，1+X 云计算平台运维
与开发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金牌讲师证
书；稳步完成大数据技术与应用专业国
家资源库参建课程建设任务；福建省
2020 年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专业技
能云计算平台运维与开发师资培训班项
目负责人；主持、参与省厅级及以上课
题多项，撰写论文多篇。主持、参与校
级及以上课程资源建设项目多项；主编
参编教材多本；主持、参与实验室建设
项目多项；指导学生技能大赛获得省、
国家奖励多项；2017 年全国职业技能大
赛云计算技术与应用一等奖优秀指导教
师。



17
其他综
合类

陈玮 女
1982 年
（39
岁）

群众 汉 本科

通用航
空产业
学院

实验员

1.2019 年 5 月获得学院“教工志愿者
先进个人”称号。
2.2019 年 9 月获得学院“2018-2019
学年先进教育工作者”称号。
3.2020 年 9 月 在第四届“我最喜欢
的老师”活动中被学生评选为 “十
佳服务之星”。
4、2020 年 12 月 被评为学院 2020
年度优秀教师志愿者。

该同志是第一批加入学校教师志愿
者队伍的老师，六年来，她以高度的责
任心和细致周到的服务赢得领导和同事
一致认可，先后完成大型接待工作 30 余
项，多次被评为“教工志愿者先进个人”，
“先进教育工作者”等光荣称号。
“新冠”疫情以来，她身先士卒，不

顾危险，先后完成多项大型活动志愿服
务工作。以实际行动生动诠释了一名教
育工作者的时代使命和责任担当。

工作之余，她先后获得“高级礼仪
师”、“礼仪指导师”等职业资格证书，
成为福建省礼仪协会理事和特聘讲师。
她还主动承担学院志愿者、礼仪队、讲
解员的礼仪教学工作，承办十期《商务
礼仪》职业能力认证培训，培训学员 600
余名，为提升学生内在素养和外在形象，
促进就业打下了坚实基础，得到众多行
业单位的肯定和认可。

18 其他综
合类

吴斌敏 女 37 群众 汉 大专

团委干
事、校艺
术团团
长、
船政交
通经营
公司运
营部负
责人

1、2018—2019 学年学院先进教育工
作者；2、指导校舞蹈队、朗诵队参
加全省大学生艺术节各获表演类一
等奖。

坚持学习，服务大局。紧紧围绕学校的
工作中心，坚持政治理论知识学习，爱
岗敬业，具有强烈的责任感。连续 4 年
年度考核为优秀。
扎根本职，匠心育人。专注美育工作，
编制校园美育工作方案及实施细则。每
年开展校艺术节活动，年度共计 20 余场，
学生参与度高。组建校合唱团、朗诵队、
舞蹈队等专业艺术团队，提高学生的专
业技能，提升艺术团品质。积极打造《薪
传》、《练童远航—致嘉乐尔书》两个
船政文化特色精品节目，参加福建省第
六届大学生艺术节，分别荣获全省一等
奖。
积极开拓、勇于创新。参与管理校办企



业船政交通经营公司综合部及运营部，
积极开拓各项运营业务，对接开展培训
项目，落地培训基地，带领部门人员助
力提升公司总体收入。

19
青年科
教人才

张永志 男
1987 年
9 月

中共
党员

汉族
研究
生

轨道交
通学院
轨道信
号技术
教研室
主任（讲
师）

2019 年 9 月，获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
院“2018-2019 学年优秀教师”荣誉
称号
2020 年 5 月，获福建省职业技能大赛
“优秀指导教师”荣誉称号

1、认真教学，潜心教研。承担多门专业
核心课程的授课任务，积极参与新专业
申报和建设以及与央企共建产业学院等
工作。主持及参与省教育厅、省交通厅
及校企合作项目 5 项，参与申报多项实
用新型专利、发明专利及软件著作权。
2、关爱学生，注重发展。担任学生班主
任，在日工作中做到关爱学生，相信学
生，尊重学生。2018 年开始指导学生参
加国家级福建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并
多次获得国家级、省级奖励。
3、锐意进取，不断进步。积极下企业再
实践，将理论与实践再结合，提升技术
技能水平；参加省电子类骨干教师培训，
并获优秀学员称号；主动参加并考取人
社认定的职业资格证，提升业务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