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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孩子都是花朵，

在他们成长过程中，展现出

的那些金子一般的品质，弥

足珍贵。

这可能是拾金不昧苦等

失主的诚实和守信，可能是

身残志坚、百折不挠的顽强

与自信，还可能是勤学创新

勇攀高峰的探索和钻研。

昨天下午，杭州文广集

团 1000 平米演播室内，数

百位中小学生和家长代表齐

聚一堂，共同见证杭州市第

十五届“美德少年”（新时代

好少年）名单的揭晓。

本次活动由杭州市委宣

传部（市文明办）、市教育局、

团市委、市关工委、钱江晚报

社、杭报集团、杭州文广集团

等联合主办。作为全市青少

年群体中最有影响力、规模

最大、参加人数最多、广受市

民关注的活动，从今年 3 月

启动以来，通过初评、复评等

环节，在尊师孝亲、自强自

立、诚信守礼、勤学创新、热

心公益等五个类型的对象中

评选产生了20名候选人。

美哉少年，这些孩子身

上闪亮的那一面，不仅是同

龄人的榜样，更是社会的骄

傲。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

些优秀的孩子，都是谁？

美哉，少年！
杭州市第十五届“美德少年”（新时代好少年）名单揭晓

本报记者 吴崇远

项马城：上城区，杭州市建兰中学

他是浙江省优秀少先队员、杭州

市“火炬金奖”少先队员、上城区“火炬

银奖”少先队员、建兰中学“领袖美少

年”。他热爱生活，热爱劳动，每学期

都被评为校三好学生、优秀班干部；他

言行文明，勇担责任，带领队员发出过

“喜迎G20，做好小主人”四点倡议；他

喜爱阅读，坚毅上进，曾获第九届省少

年文学之星征文比赛一等奖；他还是

运动小达人，在韩国特奥会上获旱地

冰球亚军⋯⋯还与队友获得过全国室

内橡筋动力飞机一等奖、全国中学生

赛艇赛第三名等。

蒋一闻：拱墅区，杭州市文晖中学

她比普通孩子付出过更多的努

力，也收获了更多的成长。

蒋一闻身患两耳极重度耳聋，却

凭借非凡的韧劲和毅力不断创造奇

迹，从小漫长艰苦的言语康复训练让

她在上小学之前拥有近两千字的识字

量。她懂事、坚强，四次人工耳蜗手术

都勇敢面对，再痛也不退缩，病床上也

坚持学习。友善真诚的她非常上进，

画画不错，写作也频频获奖，小学六年

更是拿到了几乎全优的成绩。

张乔越：西湖区，杭州市学军小学

求智校区

去年暑假，年仅 10 岁的她在人行

道上遭遇公交车碾压面临截肢风险。

小小年纪她选择勇敢面对，住院 40 多

天，从开始的恐惧、焦躁不安到后来的

坦然面对，她成功把病床当成“第二课

堂”，如期按入院时制订的学习计划完

成各项作业。

出院后，她坐着轮椅返校，不仅保

持优异成绩，还积极投身校内外各项

活动并 13 次获奖，同时还当起了“班

级小管家”，帮同学老师做力所能及的

事，在同伴中树立了自强自立的好榜

样。

王锴莉：桐庐县，桐庐县钟山小学

从小生活在农村的她，父母亲都

是聋哑人。去年 5 月父母离婚了，她

跟爸爸在一起生活，家里的重担都压

在爷爷肩上。这个孩子始终乐观面对

生活。学习上努力、刻苦，成绩优秀，

曾获得校级英语书写大赛一等奖、作

文大赛一等奖。面对成绩和荣誉，她

始终保持谦虚和低调。

【自强自立】【自强自立】

杭州市第十五届“美德少年”（新时代好少年）名单

徐子琪：拱墅区，杭州市

申花小学

徐子琪，对，就是那个在

G20 杭州峰会文艺晚会献唱

《我和我的祖国》的小姑娘，

她曾获评全国、省“优秀少先

队员”、“浙江省文化志愿者”

等称号。平时她带领“在一

起假日小队”的队员们行走

在学校、街道、社区、大街小

巷、商场、车站等，宣传五水

共治、垃圾分类、交通安全，

还走进敬老院、孤儿院慰问。

王子悦：西湖区，杭州市

省府路小学

他 是 同 学 中 的“ 热 心

肠”，是杭州少儿图书馆勤快

的“志愿者”。在农村外婆家

他看到小伙伴只看电视不看

书、家里缺少课外书的情况

后，带着自己读过的五六百

册图书办起了“外婆家的图

书馆”，并风雨无阻天天推着

自制的流动借阅车到集市，

力推农村儿童公益阅读。

姚添韵：江干区，杭州采

荷第三小学教育集团

姚添韵父亲曾是运河河

长，首届杭州最美治水人，经

常带她去巡河。父亲去湖北

恩施挂职扶贫后，她组建了

民间小河长队伍继续巡河。

四年来，她累计巡河 150 次，

时间达 300 小时。在妈妈的

帮助下，她在小河长团队的

基础上组建了七个家庭的爱

心小分队，与志愿者一起前

往贫困地区开展公益夏令

营，结对 13 个小朋友，用压

岁钱资助他们上学。

章越可：拱墅区，杭州市

文澜实验学校

她是热心公益、连续两

年赴山区支教的小志愿者，

也是活跃在省两会现场、采

访各路大咖的浙报超级小记

者。这个孩子已连续两年赴

贵州两福小学支教，在爱心

人士帮助下，募集羽绒服、棉

鞋等物资寄到当地，并定期

参与捐赠互助，和学校一名

女生结成对，定期资助，还用

募集到的 900 余册图书为他

们建立“爱心微图书馆”。

【热心公益】

周昱嫒：西湖区，杭州市保俶塔实验

学校松木场校区

妥妥的学霸一枚。她是西湖区“最

美少年”、区“火炬银奖”队员，多次被评

为“区三好学生”，凭着对数学的执着热

爱，她勇夺世界数学团体锦标赛金牌，多

项赛事都获得或跨级获得一等奖；她兴

趣广泛、全面发展，获全国中小学生硬笔

书法总决赛金奖并通过九级考试（最

高），通过钢琴十级，文章《家乡的年味》

获“杭州市小学生寒假作文大赛”一等

奖；她坚持对科学的钻研和创新，曾获浙

江省暨杭州市“DI”创新思维大赛达芬

奇奖及全国“DI”总决赛创新思维奖；她

热心公益、乐于实践和奉献，积极参加第

二课堂和各项公益活动，作为雏鹰假日

小队队长，她带领小队成员多次参加志

愿者活动。她用“勤学”一词，勇攀学业

高峰；用“创新”理念，实现心中梦想！

王泽昊：江干区，杭州市采荷实验学

校

他从小就是老师和同学们眼中的

“小工匠”，做手工、想设计、搞发明是他

课余的最爱，很多小设计被老师“抢着”

收藏。在刚刚结束的第 34 届全国青少

年科技创新大赛上，他的“数控气压式骨

科牵引器”设计发明一举夺得一等奖，成

为浙江代表队获全国一等奖的唯一初中

生，同时，他还获得了中国科普界最高荣

誉奖之一的高士其科普奖和澳门电讯数

码澳门两个专项奖。

黄海容：西湖区，杭州市公益中学

他是杭州市少科院的院士，参加了

中国青少年科技创新营活动，走进中国

工程院和中国计量学院，深入探寻我国

的前沿科技。目前他已取得国家实用新

型专利授权四项、申请国家发明专利一

项。近四年来，这个孩子共获得科技创

新国家级一等奖三项、省级比赛一等奖

四项、市区级一等奖十余项。2018 年，

他还获得了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最高荣

誉中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奖（小平奖）。

马振涵：下城区，杭州市青蓝小学

他以德为先勤学好问，走进小营巷

等纪念馆，拍摄的作品获市文明办微拍

大赛一等奖。他组织了“垃圾分类进社

区”活动，获得杭州市少年先锋队“火炬”

金奖称号。作为市级电视台的主播，他

主持过杭州市区级多台大型晚会。他热

心公益助学，作为省共助扶贫会最小的

会员，多年来参与浙江贫困山区、西藏那

曲等助学活动，坚持用零花钱为丽水山

区儿童助学。

【勤学创新】

毛绎如：下城区，杭州

市长寿桥小学

她 信 守 承 诺 ，知 恩 守

礼。6 年来，她坚持捐助贵

州贫困学生，多次参加志愿

者活动，去社区、福利院献

爱心。她曾获全国小古文

写作一等奖、茅盾征文全国

二等奖等。她同时热爱科

学创新，多次获省市区科技

节模型竞赛一等奖，杭州市

创新思维大赛三等奖。

张娜：临安区，临安区

天目山镇藻溪小学

读小学二年级的一天，

她在路边意外拾得一万元

人民币，当即守在路边找到

并归还于失主，并婉拒失主

的金钱答谢。失主多方打

听之后找到学校，当面送上

锦旗感谢。全校同学无一

不以她为榜样，而她并不沾

沾自喜。相反，这几年，她

一直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

己。“诚信守礼”美德少年，

她当之无愧。

杜马昊：萧山区，萧山

区北干小学

他把言必信、行必果当

作自己的座右铭，学习上勇

于探索、持之以恒，从不用

父母操心。在社会实践中，

作为学校“雏鹰假日大队”

的队长，他每周坚持去福利

院照顾那里的爷爷奶奶们，

信守自己的承诺。

仇奕铭：上城区，杭州

师范大学第一附属小学

他 为 人 诚 实 、信 守 承

诺，对同学很有爱心，做值

日总是抢最脏最累的活；他

遵纪守法、恪守公德，在学

校严守规章制度，在家中主

动做家务，在外遵守社会公

德、拾金不昧的事迹受到赞

扬；他举止得当、文明礼貌，

多次参加学校和社区志愿

者活动，向贵州山区孩子捐

赠衣物，给社区老人赠送祝

福，深受大家的信赖与喜

欢。

【诚信守礼】【诚信守礼】

高思远：下城区，杭州长江实

验小学

他是老师们眼中的好帮手，

是长辈心目中的“小暖男”。在学

校他热爱、关心老师，以身作则、

积极主动做好班级工作。

在家里他孝敬长辈，照顾病

重的爷爷、奶奶，陪他们聊天，逗

他们开心，为他们倒水、喂药、做

康复训练等。他还主动承担家

务。用长辈们的话说，他是全家

人的“开心果”、“小顶梁柱”。

李念谣：上城区，杭州市天长

小学

从小生活在军警家庭的她，

自主独立、乐观善良，爱好广泛、

品学兼优。在学校，她对待学习

一丝不苟、脚踏实地，还经常在下

课后帮老师收拾教具、打扫卫生、

发放书籍；在家里，学习之余她总

是会帮父母做些力所能及的家

务，照顾妹妹。

沈佳豪：萧山区，萧山区益农

镇中心小学

他出生在一个特殊的家庭，

父亲自幼患有癫痫，母亲患有小

儿麻痹症。从懂事起，他就用稚

嫩的肩膀扛起了整个家庭。他聪

明懂事、热情开朗、勤奋能干，他

用自己的双手努力让家里人幸

福。“百善孝为先”，他用行动证明

自己的选择。

许盛泽：临安区，临安区清凉

峰镇马啸小学

爸爸因车祸致残，干不了重

活，妈妈长年在外打工，一年难得

一见，家里的重担全落在了已过

古稀之年的爷爷奶奶肩上。懂事

孝顺的许盛泽勤学上进，从不需

要老人为他的学习操心，学习之

余，他常常帮老人捶背，洗脚，还

用烧小菜、讲笑话的形式化解他

们的疲惫⋯⋯

常怀敬重意，永装孝敬心，时

时勤学习，刻刻铭初心，他年年被

评为校级三好学生，曾在区教育

系统组织的艺术节中获得过小学

组书法一等奖，在中小学生演讲

活动中，也获得过临安区两个二

等奖、一个三等奖。

【尊师孝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