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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市民朋友：
因对城区老旧供热管网进行更新改

造，我公司将于 2022年 7月 8日至 8月 10
日在永兴路由北向南路段右侧开挖施工，
永吉路、永昌路由北向南路段左侧开挖施
工，由此造成的出行不便，敬请广大市民
谅解。
延安圣地蓝热力（集团）工程服务有限公司

2022年7月4日

公 告
今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为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党的十九大及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
营造喜迎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的浓厚氛围，
延安市新闻工作者协会决定在全市范围内
开展“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我们的延
安”喜迎党的二十大新闻征文，展现十九大
以来延安迈向高质量发展，在政治、经济、文

化、社会、生态等方面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及
广大干部群众踔厉奋发、笃行不怠的精神风
貌。

一、稿件内容
评选作品包括消息、通讯、新闻特写、专

访、述评、评论员文章等，通过丰富多样的新
闻形式，展现延安各地区、各行业、各领域发
生的巨变，书写人民群众的新生活、新风貌。

二、评奖办法
征文最终将评选出一等奖3名、二等奖5

名、三等奖10名、纪念奖若干，另外还将奖励
积极组织参与本次征文的组织者。延安市
新闻工作者协会将组织相关专家，对在《延
安日报》上刊发的优秀作品进行评选，获奖
名单将在《延安日报》公布。

三、评选时间

时间自本启事发布之日起至 2022年 10
月31日。

四、投稿邮箱
作品以电子文档、邮件形式发送至延安

市融媒体中心图文编辑部邮箱。
投稿邮箱：yarbbjbgk@163.com

延安市新闻工作者协会
2022年6月16日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我们的延安”喜迎党的二十大新闻征文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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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市2022年“新时代好少年”事迹公示

王源成，安塞区第一小学五年级
2班学生

王源成勤奋刻苦、乐于奉献，5岁起就
开始学习陕北民歌，坚持传唱新时代民歌，
立志用新民歌唱响鼓乡的新时代。饱含着
对新民歌的热爱，王源成刻苦练习发声、气
息等基本功，坚持不懈学习民歌新唱，多次
代表学校到省、市参加民歌比赛，收获颇
丰。闲暇时间，王源成经常随志愿者服务团
队参加公益演出和传统文化进校园、进社区
等文化志愿服务活动，主动与乡村学校留守
儿童结对子，为他们捐衣捐物，向他们教唱
陕北民歌，传播陕北文化。抗疫期间，王源
成利用课余时间学习防疫知识，自编防疫新
民歌，录制抗疫相关视频，鼓励大家科学防
疫。他还加入了学校的“抗疫宣传小分队”，
用文字和画笔表达对医患人员的关心和鼓
励，和同学们一起积极宣传疫情安全防护口
诀，为抗击疫情贡献自己的力量。

程嘉艺，黄龙县中学高中一年级
1班学生

程嘉艺认真负责，从小学至今一直担任
班干部，是老师的好帮手，多次获得“优秀少
先队员”和“优秀大队干部”称号，2015年至
2022年连续荣获模范班干部称号。老师安
排的任务她都乐于接受，积极配合老师，勤
勤恳恳地为班级、为同学服务，做事一丝不
苟，有始有终。她有较强的组织能力，把班
级各类活动组织得井井有条。在团支部活
动中，她是带头人，是组织者，协助辅导员老
师研究做好团支部的工作，配合班主任管理
班级工作，开展班级有关活动，多次被评为

“优秀团干部”。在新冠疫情线上教学时，她
能够做到严格自律，按时参加线上学习，负
责管理课堂纪律，对个别同学的不当行为和
要求严词拒绝，配合老师做好教育教学的各
项工作。2021年 5月被共青团延安市委员
会评为“优秀共青团员”。

刘玉彤，延长县实验小学四年级
1班学生

刘玉彤学习刻苦、成绩优异、活泼可爱、
待人友善。喜欢读书的她爱好钻研，尤其是
非遗文化，她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传承着当地
非遗文化。因为喜欢所以热爱，正因热爱所
以坚持。利用课余时间她学习梆子舞，去

“延长梆子”民间艺术发源地下盘石村，找
“延长梆子”传承人了解梆子舞的起源，指导
自己的舞蹈动作。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
自苦寒来。日复一日的坚持，她的梆子舞水
平迅速提高。如今的她，不仅“延长梆子”打
得有声有色，讲起“延长梆子”、延长文化更
是头头是道。通过自身努力，她不仅在非遗
文化的传承上追逐拼搏，在学校生活中也表
现优异，多次被评为“优秀少先队员”“三好
学生”“时代小雷锋”“延长好孩子”等，并获
得了陕西省朗诵大赛延安赛区三等奖、延长
县“非遗文化小使者”宣讲员、延长县红色经
典诵读优秀奖等。在非遗文化传承这条路
上，她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胸前的红领巾
增添光彩。

温钧杰，新区第一小学五年级5
班学生

温钧杰以汉字书写励志修身，以汉字书
写面对学习与生活中的困难，以汉字书写传
承红色文化、传统文化。学校书法社团开展
义写春联活动，他从正楷写到隶书，从行书
写到行草，字越写越快，也越写越好，先后送

出了 2000多幅。2020年春节，新冠肺炎疫
情暴发，波及延安。学校推迟开学，开始线
上教学。他除了坚持每天临写书帖，还积极
与小朋友分享自己书写的抗疫心得，把自己
的作品发在网上。他书写的“武汉加油中国
加油”“江城百姓染瘟疫，华夏一心战病魔”

“提高警惕科学应对，万众一心战胜疫情”等
作品获得多方点赞。他先后于2018年荣获
陕西省文化厅、陕西省宋庆龄基金会举办的
海峡两岸少年儿童绘画书法大赛优秀奖；
2019年荣获海峡两岸少年儿童绘画书法大
赛三等奖。2021年，在书画家毛庐为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举办的专题书画
展上，他的作品脱颖而出入围展出，并在展
出后结集出版，成为延安区唯一被出版的作
品。他决心继续追溯书法之源，通过书法之
美，让世界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做中华文
化的传承者，成为革命圣地延安的优秀好少
年。

高赫晨，延安北大培文学校六年
级1班学生

父亲一直教育高赫晨，爱党爱国是每个
中国人必须拥有的道德情操，是中华民族最
重要的传统美德，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最主要的部分。2018年2月，在中新建交28
周年之际，他参加了由中国合唱协会和新加
坡合唱总会共同举办的“一带一路”中新国
际青少年合唱节，并用意大利语演唱了中国
传统名曲《茉莉花》，获得了小学组合唱二等
奖。高赫晨2019年10月参演了中央音乐学
院·延安“10·15”艺术节歌剧《周恩来》和《图
兰朵》，并获得了主办方中央音乐学院的表
彰。在思想的武装下，高赫晨更加坚定了刻
苦奋斗、勤勉求学的决心，为将来更好地投
身于祖国的现代化建设而夯实基础。在他
短短的 6年求学时光里，30余次荣获学校

“三好学生”“单科状元”“最美特长少年”“特
长之星”“管理之星”“优秀标兵”等称号；曾
荣获延安新区北大培文学校初中部英语配
音大赛一等奖；延安市少年儿童科幻绘画二
等奖，并在 2019年全国小学生英语能力测
评（NEPTP）中，荣获低年级组陕西省级“优
胜奖”。

向珂君，富县沙梁初级中学九年
级7班学生

向珂君是在妈妈的琴声和歌声中长大
的，众多乐器声中，她更偏好于古筝发出的
奇妙声音。向珂君遗传了母亲的音乐天赋，
十分刻苦要强，能弹奏很多名曲。从小立志
要“把中国民族乐器带进西方音乐课教室”
理想的小珂君，每天进门一放下书包就开始
练琴，一句一句推敲，一曲一曲练习，反反复
复，锲而不舍。在妈妈的教导下，向珂君反
复琢磨、体会，慢慢体会“灵魂”的含义，体会
到只有理解乐曲灵魂，全身心投入表演才能
表现“乐曲的灵魂”。五年级时，她参加了陕
西省“春芽杯”器乐比赛，这次的比赛向珂君
从近千名参赛选手中脱颖而出。现在，她已
弹完古筝十级，参加了几十场比赛、表演。
2018年她获得陕西省教育厅举办的“春芽
杯”中小学生艺术比赛民乐古筝一等奖；
2019年获得延安市“鲁艺奖”器乐比赛古筝
金奖；2020年荣获第四届“央音”全国青少
年艺术展演延安赛区古筝组金奖。

呼延牧歌，陕西延安中学七年级
1班学生

呼延牧歌自信向上，勤学善思，有极强
的责任心，担任学校学生会副主席，连续 6
年担任班级学习委员，多次荣获“优秀少队”

“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等。5年来，无
论春夏秋冬、严寒酷暑，每个周末、每个寒暑
假，小牧歌就戴上红领巾，拿上麦克风，穿梭
在游人如织的延安革命旧址，积极为来延游
客讲述延安革命历史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
命家在延安生活和战斗过的故事，并乐此不
疲。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竺一行来
延视察时，呼延牧歌声情并茂的讲解，落落
大方的举止，瞬间就赢得委员长连连赞许。
全国红十字事业发展中心主任江丹一行来
延调研时，在杨家岭革命旧址听到呼延牧歌
讲解“七大”礼堂和毛主席当年种菜的情景
时，勾起了其童年的回忆，情不自禁，热泪盈
眶，江丹现场和小牧歌合影留言，并鼓励小
牧歌好好学习，掌握知识和本领，早日回报
社会。几年来，她先后接待中省市各级领导
和游客200余场次1000人次，动情投入且富
有思想的宣讲得到了大家的称赞。

郭译文，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
小学五年级5班学生

郭译文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少年，兴趣爱
好广泛，学习成绩优异，在学习和生活中都
是同年龄段孩子的榜样和标杆。2019年以
来，他先后受聘为延安革命纪念馆、中央中
共西北局旧址、延安学习书院等地的“小小
讲解员”，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扛起传承和弘
扬延安精神的“接力棒”。几年来，他先后为
来自中央国家部委、各省市学习考察团和各
地游客近万人次讲述延安故事，得到陕西省
委宣传部主要领导的肯定。2021年1月，他
受邀赴北京参加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赢在
博物馆》大型原创融媒体文博主题特别节目

“传承红色基因，培育时代新人”的录制工
作，走进央视向世界宣传推介延安、弘扬优
秀传统文化。2018年他荣获校级“文明标
兵”称号，2019年参加延安春晚表演的节目
《年的故事》获语言组二等奖，2021年在第
五届延安市小小科技辅导员大赛中荣获优
胜奖，2021年在学校红色故事宣讲大赛中
荣获一等奖。郭译文作为红色基因的传承
人，将继承延安精神，发愤读书学习，练就过
硬本领，走好这一代人的长征路，立志为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力量。

马惜冉，宜川县城关小学五年级
9班学生

马惜冉自幼深受宜川厚重的文化熏陶
和父母的人格影响，性格活泼开朗、阳光大
方、多才多艺，被同学们称为“小明星”。
2017年6月，在举办的宜川县第十二届少儿
舒心大赛中荣获二等奖；2019年10月，在学
校举办的第三届科学节中被评为“电脑绘画
之星”；2020年6月，在学校举办的宜川县城
关小学首届红领巾大赛中荣获一等奖；2020
年4月，被学校评为红领巾讲解团优秀讲解
员；2021年6月，在宜川县举办的全县“从小
学党史永远跟党走”红色故事大赛中荣获三
等奖；2021年4月，被学校评为优秀播音员，
多次被学校评为“学习之星”。她的作文构
思奇妙，文笔流畅，常常被作为范文在同学
中传阅，她的《假如我是》于2020年4月在延
安市中小学师生“抗击疫情，使命有我”征文
比赛中荣获二等奖，她的《家乡的牡丹园》
《我想变成》于2021年6月，在第五十三届全
国小学生“月亮船”大型征文竞赛中分别获
得一等奖和二等奖。

闫博涵，子长市中学七年级8班
学生

闫博涵的脸上总挂着自信的微笑，多次
被评为学校的“优秀学生”“孝亲之星”。在

学校素质大赛、手抄报比赛中获得多个奖
项，这一张张鲜红的荣誉证书，都是他努力
奋斗的结果。他就是子长市中学七年级八
班闫博涵同学，一个阳光帅气、神采飞扬的
男孩，一位熠熠闪光的学校之星。7岁学习
声乐至今，他有着天籁般的嗓音，并且对唱
歌有着浓厚的学习兴趣。从他开始学习声
乐以来，一直勤学苦练，不放过每一次参加
演出和比赛的机会，7次荣获延安市少年儿
童卡拉OK电视大赛金奖；6次荣获陕西省
少年儿童卡拉OK电视大赛金奖，1次特金
奖，1次特别大奖；1次荣获陕西省第十七届

“春芽杯”中小学生艺术展演小学组声乐一
等奖。他连续 4次挺进快乐阳光少年儿童
卡拉OK电视大赛全国总决赛，3次获得全
国总决赛金奖。2021年 3月被评为子长市
秀延小学优秀少先队员；2021年6月被评为
子长市2020年度“新时代好少年”。海阔凭
鱼跃，天高任鸟飞。他用自我的正直和善良
为歌、热心和宽容为曲，弹奏暖人心扉的歌；
用自我的梦想和追求为笔、进取和奋发为
墨，书写充满期望的画。

李宇彤，甘泉县下寺湾中心小学
三年级1班学生

李宇彤自立自强，能够严格要求自己。
从小患有疾病的她，走路和跑跳时都会有影
响，总是落于别的小朋友之后，但她从不气
馁，即使完成不了，她也依然笑着面对，身边
好多小朋友都受到她的精神感染变得坚强
起来。在家里，她知道妈妈非常辛苦，就经
常主动帮忙做一些家务活，陪幼小的妹妹们
一起玩耍，给她们讲故事，帮助年迈的姥姥
收玉米。学习、生活、成长的路是艰辛而漫
长的，但她没有因为身体上的一些原因就自
暴自弃，而是积极面对困难，努力战胜困
难。在她身上，我们看到的是蓬勃向上、积
极进取、吃苦耐劳、自强自立。她始终坚守
着“我不是最好的，但必须要努力做得比昨
天更好”。

张文烁，黄陵县店头镇第二小学
五年级4班学生

张文烁是一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向
光而行、逐梦舞台的“朗诵达人”。他从惧怕
舞台到渴望舞台，从微不足道到大放异彩，
几经波折却依旧坚持苦练技艺，这中间的辛
路历程让人动容。从《诗经》到唐诗宋词，从
革命先烈到仁人义士，从传统文化到家国情
怀，朗诵文稿中那些积极向上、满满正能量
的语句让人陶醉，他开始享受语言带来的魅
力，重拾追梦自信。2019年荣获该校“安全
在我心中”演讲比赛第一名；2019年参加北
京“诗词朗诵大会”荣获一等奖；2019年陕
西少儿春晚才艺大赛所在队伍荣获金奖；
2020年、2021年均获得陕西省朗诵大赛延
安赛区一等奖；2020年荣获延安电视台“出
发吧宝贝”元旦大型少儿艺术晚会“最佳小
演员”；2020年参与拍摄的微电影《闻鸡起
舞》荣获陕西电视台《童星驾到》栏目组“优
秀表演奖”；多次被学校评为“三好学生”、

“优秀班干部”、“优秀少先队员”、黄陵县“优
秀少先队员”等。今年，他又被陕西电视台
西部电影频道《小主播大视界》栏目组聘为

“签约小记者”，相信这对于他又是一个全新
的舞台。

王语珊，洛川县中学创新部九年
级1班学生

王语珊勤学善思，是一个始终保持饱
满的学习热情和积极进取精神的学生。
2019-2022学年先后被评为“优秀学生”“创

新之星”，获得“演讲比赛二等奖”“好古饱
学游长安研学征文暨故事分享活动”三等
奖。在洛中创新部文科知识竞赛中荣获

“三等奖”，2021年 4月在洛川县中学第二
届古诗词大赛中获“探花”。2017年曾获

“市级优秀少先队员”“第 28届叶圣陶杯全
国中小学生新作文大赛省级决赛一等奖”，
2019年 10月被推选为“创新部首届学生会
主席”。2016年 1月，她曾随洛川少年秧歌
团赴北京政协大礼堂参加全国“印象彩虹
桥”汇报演出；2017年 5月随彩虹桥工程

“沿海上思路 讲中国故事”赴意大利罗马
参加“盛世公主号”海上丝绸之路首航仪
式；同月，赴西安参加陕西二套“圆梦六一
暖心行动”六一晚会；2018年 1月，参加了
在北京举行的纪念中国改革开放 40周年
纪录片（老区）首映式，代表老区少年发言，
先后被多家媒体采访，好评连连。王语珊
始终信守着“每一个幸运的未来都有一个
努力的现在”的青春箴言，刻苦学习，全面
提高，相信凭借这些优秀的品质和不懈的
追求，她一定会不断进步，成为新时代青少
年中的佼佼者。

张鹤轩，延长县小学六年级6班
学生

张鹤轩品学兼优、自立自强，是新时代
的好少年。2018年至 2021年，他连续 4年
被学校评为“三好学生”；2019年10月，他的
作品获得学校“建国 70周年国庆观后感优
秀作文”；2020年 6月被延长县关工委评为

“2019年青少年文学创作大赛先进个人”；
2020年 8月被延安市文明办、延安市教育
局、共青团延安市委、延安市妇女联合会、延
安市关工委评为“新时代好少年提名奖”。
在2021年学校举办的“真情暖学子·爱心圆
梦想”捐资助学活动中，他拿出了平时积攒
的零花钱和压岁钱，捐赠给单亲及残疾家庭
贫困大学生。疫情期间，他成为抗疫志愿
者，制作了“中国加油、武汉加油”手抄报，主
动帮助小区抗疫人员测量体温、消杀病毒，
并写了致抗疫医务人员的一封信等。他还
利用周末、节假日时间，在公共场所捡垃圾、
擦座椅、清除墙上的小广告，帮助创建文明
城市志愿者张贴宣传材料，发放文明手册
等。在今年的植树节，他和父母一起带着准
备好的松树和柏树苗，在翠屏山上种下了一
棵棵希望之树。

侯雅绮，新区第一小学六年级5
班学生

侯雅绮是一个热爱读书、全面发展的学
生。在学习的路途上，她始终保持着一份坚
韧向上的动力，坚持做到课前预习，课上认
真听讲，踊跃发言，课后及时复习，养成了良
好的学习习惯。她喜欢广泛阅读书籍，至今
看过的书籍有《中国历史故事集》《苏菲的烦
恼》《纳尼亚传奇》《神奇图书馆》等，在书的
海洋里遨游，探索知识的奥秘，良好的看书
习惯促使她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并获
得校园“智慧之星”“文明之星”“红塔少年”

“红色基因小传人”等诸多荣誉。她兴趣广
泛，喜欢书法、弹琴、羽毛球，在学校的艺术
节中多次表演，深受好评。疫情期间，她主
动给抗疫人员送去热水袋、暖宝宝等物资，
让寒冷中的抗疫人员备感温暖。创文期间，
她主动要求在社区里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
的事情，得到叔叔阿姨们的一致赞赏。活泼
善良、热情友爱、自强自律、成绩优异，这是
同学们眼中的她；沉稳大气、有担当、有爱
心，这是老师眼中的她；总能用一颗炽热的
心，关心、感动着身边每一个人，这是家长眼
中的她。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引导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市委文
明办、市关工委、市教育局、团市委、市妇联在全市开展了“新时代好少年”学习宣传活动。经学校、县（市、区）层层推荐，市委评审组评审，拟对王源
成等15名同学进行表彰，现予以公示，接受广大群众监督。

如对公示名单有异议，请于2022年7月5日至7月7日向市委文明办反映。联系电话：0911-8073011，地址：延安市宝塔区枣园路新洲小镇
市政府综合办公楼B9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