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表彰、激励先进，进一步调动社会各界参与志愿服务

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增强广大志愿者的荣誉感，根

据《广东省星级志愿者资质认证管理办法》（团粤联发〔2014〕

15 号）的有关规定，梅州市志愿者联合会开展 2020 年度五

星志愿者和四星志愿者资质认证工作。经广泛宣传发动、个

人自愿申请、组织资格审核、网上公示等各环节综合评定，

决定授予黄启雄等 158 人为五星志愿者，蓝金武等 132 人为

四星志愿者（具体名单详见附件）。 

希望被授予的五星志愿者和四星志愿者能够珍惜荣誉、

再接再厉，大力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

神，进一步发挥示范带头作用，不断创造新的业绩，乘势而

上、感恩奋进、无私奉献，为奋力打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广东样本、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附件：2020 年度授予五星志愿者和四星志愿者的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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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0 年度授予五星志愿者和四星志愿者的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一、五星志愿者：（共 158 人） 

黄启雄  陈针华  刘燕玲  肖凤玲  彭进波  杨蓓蓓 

钟  柯  黄小满  熊艳平  刘仕娟  江碧容  朱雅媚 

杨柳昌  张祖云  邹  欣  李龙华  侯小婷  翁冬灵 

彭云凤  李富柜  李忠强  叶莉娜  朱省梅  王丹霞 

陈  敏  罗进福  饶雄光  周美琼  刘选仁  何国平 

曾雁萍  彭  燕  罗思飞  廖文浩  王舒萍  黎崇鹏 

陈利琼  罗利芬  罗庆嘉  孙安章  黄伟宏  曾秋芹 

张  建  钟蕉苑  丘新凤  李秀燕  简烨宗  郭志科 

莫金兰  谢  虹  林瑞玉  钟  芬  钟道香  李珍荣 

刘利芬  吴丽芳  李  露  陈文霞  何子健  曾  红 

曾  琼  陈伟浩  陈  雯  陈宇君  黄健清  刘东梅 

杨文星  周云珍  钟丽霞  郑雪珍  谢务泰  李招连 

李伟煌  李  宁  黄云光  陈桂珍  张满仪  廖国东 

丘小琪  罗利梅  陈友方  叶雪红  温海阳  李文东 

陈宏涛  谢森红  陈建平  宋  娟  赖明月  魏文玉 

张  娜  李运开  李振君  薛文苑  彭彩萍  李菊娇 

张秋娇  温朵香  罗艾莉  李文锋  邓芳芳  张创新 

温素娴  周冬霞  吴耿炎  杨海林  吴凯平  吴文旭 

肖小云  李勇权  朱辉荣  钟芬兰  余金玉  叶松君 



陈完招  邹素珠  张映琼  蓝启升  陈良珍  陈美娇 

罗巧莲  蔡晓云  陈春琼  蔡金耐  蔡丽丽  冯灵统 

徐燕辉  黄美琴  黄  朝  黄小罗  唐锡坤  曾小燕 

曾慈香  黄志明  黎增炬  吴展新  梁裕彬  朱兴华 

王育平  冯群芬  廖  裕  黎国财  刘红香  李  云 

吴新平  钟放霞  钟海平  戴永富  钟秀茹  张扬娟 

郭勤招  曾彩红  阮淦喜  涂伟强  谢荣平  温淦城 

张木松  温贵林   

 

二、四星志愿者：（共 132 人） 

蓝金武  邱佳业  刘启辉  李秀丽  梁国雄  胡志谋 

钟锦兴  许春梅  王嘉丽  张荣开  张利芬  李冶金 

张鑫开  罗晓芬  汤晓东  卢俞齐  曾柏欢  黄怡蓉 

李耀华  李  云  吴宇飞  赖孟娟  王思英  彭剑锋 

陈雨香  王永辉  陈  欢  凌琪欣  凌婧娜  饶  淇 

黄雅琴  杨  建  邓丽君  吴丽娜  郑云山  陈瑞花 

曾子嘉  汤丹霞  徐丽辉  刘依权  傅伟辉  徐春红 

张佳琳  古爱玲  洪南香  李秋霞  廖俊斯  陈燕妮 

梁玉珍  杨  萍  张琼华  黄秀兰  曾仕红  陈利芳 

陈惜枚  李琼珍  秦小清  吴伟文  肖桂红  肖小芬 

丘丽梅  朱斐燕  杨灯历  杨雪娇  李芬梅  黄美娟 

刘红娣  张小英  李秀琴  李文清  何素云  温春初 

李仲文  李龙昌  罗碧兰  魏春香  陈彩虹  周  裕 

李耀通  李良花  温茂城  温燕妹  温新聪  温志勇 

张展韶  邓文峰  朱巧玲  李运良  李映葵  魏小锋 



朱荣标  黄  娜  彭锦银  何丽霞  吴春花  王为其 

温小练  杨增生  张素芬  张志坚  陈秀清  张赞平 

邱  华  钟飞珍  黄国良  刘绮凤  曾海勇  胡德领 

陈曲红  罗双辉  陈细友  林玉珍  魏清华  曾均平 

赖金玲  江素英  廖勇江  林玉婷  丘丽梅  薛立欢 

刘红梅  吴柳珍  刘艳红  曾伍红  陈纯敦  傅运禄 

黄秋华  李友平  林映霞  钟球兴  赖红春  谢清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