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亮每一盏心灯——亲近母语公益 2018 年度报告

一、我们是谁？

南京市亲近母语公益发展中心（简称：亲近母语公益）是 2014 年成立的一家非营

利性质的民间教育公益组织，依托亲近母语研究院十几年来在儿童阅读推广和母语教育

领域的成果和资源，为乡村学校提供专业的儿童阅读课程服务，推动乡村儿童阅读课程

化建设，促进儿童阅读和儿童母语教育发展，从而推动教育改革和社会创新。

愿景：点亮每一盏心灯

定位：乡村点灯人成长平台

使命：培育有中国根基的世界公民

二、我们做了什么

（一）分级阅读书目发布

2001 年，亲近母语总课题组发布了中国第一个小学阶段的儿童分级阅读书目。

以后逐年修订完善。2018 年，亲近母语研究院将分级书目项目升级，根据年龄

和地域的不同需求，研发了《中国小学生分级阅读书目·2018 年版》《中国儿

童分级阅读书目（0-12 岁）》和《2018 年中国小学生分级阅读书目（乡村版）》

（亲近母语研究院和亲近母语公益联合研制）。书目一上线即获得了广泛的传

播，迄今为止，亲近母语小学生分级阅读书目已成为书香校园采购和推荐图书

最重要的参考书目。

相关链接：

1. 《中国小学生分级阅读书目·2018 年版》

https://mp.weixin.qq.com/s/GkSLsgGCIFQsNyGGlYxoRQ

2. 《中国儿童分级阅读书目（0-12 岁）》

https://mp.weixin.qq.com/s/I54A1MMxth868VZMDLqZWQ

3. 《2018 年中国小学生分级阅读书目（乡村版）》

https://mp.weixin.qq.com/s/GkSLsgGCIFQsNyGGlYxoRQ
https://mp.weixin.qq.com/s/I54A1MMxth868VZMDLqZWQ


https://mp.weixin.qq.com/s/yP0I6t4A5gw10YhXcHmxLw

（二）星星点灯计划

截至 12月 31 日，星星点灯计划一共支持了 191 位项目教师（不含第四期新加入教

师）和 58 所项目学校的 500 多位阅读种子教师实现阅读专业成长，服务学生超过

30000 人。其中邵新锋校长获 2018“阅读改变中国”年度点灯人，高瑞兰、郭建锋、蔡

明镜老师获 2018“马云乡村教师奖”。

教师数量 学校数量 周期

一期 37 2016 年 2 月-2017 年 7 月

二期 54 35 2017 年 2 月-2018 年 12 月

三期 100 23 2017 年 9 月-2019 年 12 月

 服务大数据

https://mp.weixin.qq.com/s/yP0I6t4A5gw10YhXcHmxLw


 项目大事记

1. 1-2 月份，寒假期间，由孔晓艳导师引领项目教师阅读《儿童文学概论》，每日在

微信群中打卡汇报阅读进展。50 余人结合实践分享自己的学习所得。

相关链接：

(1) http://mp.weixin.qq.com/s/0b0l6dLfO7bGRYCrDda2Kg

(2) http://mp.weixin.qq.com/s/S0cNVWePq9EQVUsvz7Cn_A

(3) http://mp.weixin.qq.com/s/SVlCkI6SvttCRtDMVDz5mg

2. 3 月 8 日，星星点灯汪琼、田桂珍、宁慧敏、白霞玲、牛宇、邵新锋、耿冬玲老师

入围 2018“阅读改变中国”年度点灯人；项目学校河南省洛阳市栾川县第五实验小学和河

南省栾川县潭头交通希望小学入围年度书香校园。最终邵新锋老师获 2018“阅读改变中国”

年度点灯人。

相关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9fKrT8diH3pik9cu7IFhMg

（扫描二维码可查看完整信息）

3. 3 月 13 日，亲近母语公益发起春天里“最美诗歌”评选活动。本次活动共收到来

自北京、安徽、四川、河南、云南、湖北、浙江等 17 个省市，85 个班级，617 首学生投

稿作品。通过专家评审与作品投稿，共评选出 10 首优秀作品。

相关链接：

(1) http://mp.weixin.qq.com/s/Q9kkMgTeNDxtl8bn8pnJJQ

(2) http://mp.weixin.qq.com/s/-I8G3vDJKbLRN6awjTXseg

(3) https://mp.weixin.qq.com/s/hOULYc8nlgOXcMocoRGukQ

(4) https://mp.weixin.qq.com/s/kVxbRLLx-hfHCCD8BenxNg

4. 3 月 20 日召开新学期工作网络会议，由项目总监刘倩主持。会议过程中，请三所学

校、四位老师代表发言，明确新学期儿童阅读课程开展计划；最后由孔晓艳总导师发言明确

项目开展要求和网络教研规划。

相关链接：

https://www.cctalk.com/v/15215412332143?channel=weixin&platform=android

5. 13—4.15 日，亲近母语公益资助 3 名优秀项目教师和 2 名公益导师参加于 4 月 13

日-15 日召开的第十四届中国儿童阅读论坛。在 14 日晚上，组织了星星点灯项目教师的分

论坛，重温论坛丰富内容，50 余名乡村教师参加。

相关链接：

http://mp.weixin.qq.com/s/0b0l6dLfO7bGRYCrDda2Kg
http://mp.weixin.qq.com/s/S0cNVWePq9EQVUsvz7Cn_A
http://mp.weixin.qq.com/s/SVlCkI6SvttCRtDMVDz5mg
http://mp.weixin.qq.com/s/Q9kkMgTeNDxtl8bn8pnJJQ
http://mp.weixin.qq.com/s/Q9kkMgTeNDxtl8bn8pnJJQ
http://mp.weixin.qq.com/s/Q9kkMgTeNDxtl8bn8pnJJQ
https://mp.weixin.qq.com/s/kVxbRLLx-hfHCCD8BenxNg
https://www.cctalk.com/v/15215412332143?channel=weixin&platform=android


https://mp.weixin.qq.com/s/txwLU7mJU1Frnhyt9GmNpA

Https://mp.weixin.qq.com/s/J1IWR_qVkMyezrXl09ivmg

6. 4 月 25 日-26 日，亲近母语公益与心汇心基金会携手推进安庆十里中心学校和潜山县梅

城中心小学互访，本次活动吸引周边 13 所学校参与。两所学校分别展示了诵读课、图画书

和整本书阅读课，并请汪琼老师带来阅读讲座。现场老师收获颇丰，好评如潮。不仅如此，

安庆市当地教育局采访录播了 25 日整体活动，此次活动在当地引起较大反响。

相关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MKTrxs8lmf2nkXErXjdItg

https://mp.weixin.qq.com/s/-xncSfCPZe0km9zZtj9s8A

Https://mp.weixin.qq.com/s/J1IWR_qVkMyezrXl09ivmg
https://mp.weixin.qq.com/s/-xncSfCPZe0km9zZtj9s8A


7. 4 月 28 日，亲近母语公益邀请邀请付雪莲老师带来《可视化思维工具》讲座，通过理

论讲解并展示案例说明思维工具在阅读课程中的应用。直播过程中互动频繁，老师们听讲座

后纷纷进行了实践。

相关链接：

https://www.cctalk.com/v/15248911895360?sid=14914599499429

8. 5 月 10 日，亲近母语公益 2017 年年度报告发布。

相关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SZm4VpEJgLO4FvEPx6DE-A

9. 5.15 星星点灯宁慧敏老师荣获亲近母语 2017 年度书香班级。袁瑜倩和白会娟老师，荣

获亲近母语 2017 年度优秀种子老师。

相关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6p3wZ6AnXSfG39Rhbx8zjw

10. 5 月 24 日，亲近母语邀请杨静涛老师带来《我亲爱的甜橙树》整本书阅读主题讲座，

如何进行整本书的课前导读、课中推进和课后交流？杨静涛老师以《我亲爱的甜橙树》为例，

利用图片、视频等丰富形式进行了展示。项目老师们表示对自己的阅读课推进有诸多帮助。

相关链接：

https://www.cctalk.com/v/15271610992120?sid=14914599499429

11. 6 月 1 日，亲近母语公益发布 2018 中国小学生分级阅读书目（乡村版），为乡村学校

和老师、乡村儿童阅读推广组织提供切实可靠的分级阅读书目参考。

相关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yP0I6t4A5gw10YhXcHmxLw

12. 6 月 5 日，2018 年度星星点灯计划三期优秀学校、种子教师入围名单公示。本次公示

https://www.cctalk.com/v/15248911895360?sid=14914599499429
https://mp.weixin.qq.com/s/SZm4VpEJgLO4FvEPx6DE-A
https://www.cctalk.com/v/15271610992120?sid=14914599499429
https://mp.weixin.qq.com/s/yP0I6t4A5gw10YhXcHmxLw


100 名入围教师，11 所入围学校。

相关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7gnMejnJTG-xcNr4bkQXjw

13. 6 月 7 日，星星点灯计划第二期种子教师研习营议程公布并启动报名。本次培训针对项

目学校和教师开放。7 月 9-13 日，2018 年星星点灯计划种子教师研习营如期开展，来自全

国各地的 128 位乡村种子教师、14 位优秀公益导师参加。研习营内容丰富，讲座、示范课

教学、分班磨课、备课与说课相结合，还有有趣的结营晚会。老师们的交流和学习从线上到

线下，不仅仅是专业技能的提升，更重要的是彼此间的情感连接加深。

相关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8YxjO_4QcDeX5W8JupmRLg

https://mp.weixin.qq.com/s/8G2cnToEBn7CbGiCaiGxig

https://mp.weixin.qq.com/s/zyfs2G4az_oiAgY4Yd0QWA

https://mp.weixin.qq.com/s/uPbBEq2gPV1iVQbL4WLn0A

https://mp.weixin.qq.com/s/vNa2Si4YJRRDRGegauFrrQ

https://mp.weixin.qq.com/s/DqfJniLQXBLZ5C2x4IhdDg

https://mp.weixin.qq.com/s/3MTbjK2zuhgBmP3ZtszEbA

https://mp.weixin.qq.com/s/9jb3BMjG67h5oRXgr3tCYg

https://mp.weixin.qq.com/s/0kiABA841zjvdro7TCeQjQ

https://mp.weixin.qq.com/s/7gnMejnJTG-xcNr4bkQXjw
https://mp.weixin.qq.com/s/8YxjO_4QcDeX5W8JupmRLg
https://mp.weixin.qq.com/s/8G2cnToEBn7CbGiCaiGxig
https://mp.weixin.qq.com/s/zyfs2G4az_oiAgY4Yd0QWA
https://mp.weixin.qq.com/s/uPbBEq2gPV1iVQbL4WLn0A
https://mp.weixin.qq.com/s/vNa2Si4YJRRDRGegauFrrQ
https://mp.weixin.qq.com/s/DqfJniLQXBLZ5C2x4IhdDg
https://mp.weixin.qq.com/s/3MTbjK2zuhgBmP3ZtszEbA
https://mp.weixin.qq.com/s/9jb3BMjG67h5oRXgr3tCYg
https://mp.weixin.qq.com/s/0kiABA841zjvdro7TCeQjQ


14. 8 月份暑假期间，种子教师们自学网络课程，然后在社群中结合实践经验进行分享。分

享方式包括文字、语音等，老师们参与热情很高。教案征集——星星点灯 16 本共读书，培

训师们提交精品教案，包括导读、读中推进、读后交流，其他老师自愿提交教案。

相关链接：

http://xingxingdiandeng.qjmy.org/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16&extra=page%3

D1%26filter%3Dtypeid%26typeid%3D7

15. 2018 年 8 月 15 日，亲近母语公益理事会在北京举行。亲近母语公益理事长徐冬梅、

亲近母语公益理事张守礼、郜云雁、刘晓雪、杨爱萍、亲近母语公益监事程晓萍、亲近母语

公益总培训师孔晓艳、项目总监刘倩、运营总监李金莹、传播专员韩婷出席了此次会议。会

议明确了亲近母语公益的定位和发展方向。

相关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H9KMxAQBl1EKB_pU6u2_Ng

16. 2018 年 9 月上旬，亲近母语公益陆续为 55 位乡村点灯人班级图书角配置了 3916 册图

书，价值 54979 元；为 11 所学校配置了 11 个教师图书角 459 册图书，价值 9625 元。10 月

底，亲近母语公益为星星点灯计划三期 13 位乡村点灯人班级图书角配置了 680 册图书，价

值 8848.26 元。项目教师经过了半年的学习和初步实践，有了书籍的支持，老师们在自己班

级开设了诵读、图画书、整本书阅读等课程，带领学生在图书的世界遨游。由于老师们开始

实践时间不一致，第一批图书将在本学期配置到位。

http://xingxingdiandeng.qjmy.org/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16&extra=page%3D1%26filter%3Dtypeid%26typeid%3D7
http://xingxingdiandeng.qjmy.org/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16&extra=page%3D1%26filter%3Dtypeid%26typeid%3D7
https://mp.weixin.qq.com/s/H9KMxAQBl1EKB_pU6u2_Ng


17. 由腾讯举办的全民 99 公益日，于 9 月 7 日正式开启。今年亲近母语公益推出 2 个筹款

项目：【星星点灯计划】和【美好学校】。其中，“星星点灯计划”共获得 1874 人次支持，

筹款 1110,272.20 元；“美好学校-助力乡村点灯人成长”共获得 3876 人次支持，筹款总额

933271.16 元。

18. 2018 年 9 月 19 日，亲近母语公益召开星星点灯网络会议，明确了新的一学期工作计划

和工作要求，请四位乡村点灯人和三所学校上线分享阅读课程以及阅读活动实施计划。计划

具体而有操作性，对老师们很有借鉴意义。

相关链接：

https://www.cctalk.com/v/15372329673226

https://mp.weixin.qq.com/s/QoNhp64OzXMagTYUTmUz4g

19. 2018 年 9 月开学以来，周五小讲坛继续开展。每周五晚上，两位优秀项目教师分享自

己的阅读故事。这是对优秀教师的激励，更能够给其他老师带来能量。老师们互相鼓励，共

同成长。

相关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7qdhXF4fwANmKZA9Z-3UTA

20. 2018 年 10 月，亲近母语公益为星星点灯教师和学校挂牌。给三期老师配送星星点灯阅

读教师挂牌，给三期学校配送星星点灯书香校园挂牌。

21. 2018 年 10 月 10 日启动“儿童创作 · 为你写诗”的诗歌征集活动，截止至 12 月 15

日，共收到来自河南、山西、云南等 18 个省市，107 个班级，413 首学生投稿作品。经过

初步评选，共有 45 名学生作品进入到最终评比环节。最终由评委组从所有入围作品中，

选出 8首最具创意、诗意的学生作品。同时，综合每期留言点赞量，选出留言点赞总数前 2

名的学生作品。综合两部分得分，最终共评出 10 名获奖学生。其中高年段学生 6 名，低

https://mp.weixin.qq.com/s/QoNhp64OzXMagTYUTmUz4g
https://mp.weixin.qq.com/s/7qdhXF4fwANmKZA9Z-3UTA


年段学生 4 名。

相关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URh3J5dfCSWLo_jFGk_ibA

22. 2018 年 10 月 11 日，亲近母语公益邀请深圳市平湖中心小学许利平老师带来群文阅读

讲座。许老师讲述了如何结合教材进行群文阅读以及一篇文章中的多篇意识。其中，558 人

次参与学习。

https://www.cctalk.com/v/15391370903287?xh_fshareuid=57932fdd-781e-8c5c-5729-35

a0eb409253&xh_preshareid=1f47de59-021c-4758-8584-bca1e2e38b44

23. 11 月 8-9 日，亲近母语公益与心汇心基金会、励志阳光基金携手为甘肃省平凉市上杨

乡学区 9所学校 50 余位老师带来阅读研习营。亲近母语公益邀请公益导师进行诵读、图画

书阅读和整本书阅读课示范和讲座，并请当地老师现场试讲。研习营结束后，当地老师积极

响应，已经开始带着学生们读起来了。

相关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iMAGA11P-0aLTvi4V8TT-w

24. 11.17—19 日，亲近母语儿童母语论坛，由星星点灯老师做开场的诗歌联诵。亲近母语

公益支持 8 位优秀的三期老师参加论坛。18 日晚上做培训师分论坛，由公益导师汪琼老师

主持。相关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qMZ3S8E9o1YzhVZ70xIRdg

https://mp.weixin.qq.com/s/URh3J5dfCSWLo_jFGk_ibA
https://www.cctalk.com/v/15391370903287?xh_fshareuid=57932fdd-781e-8c5c-5729-35a0eb409253&xh_preshareid=1f47de59-021c-4758-8584-bca1e2e38b44
https://www.cctalk.com/v/15391370903287?xh_fshareuid=57932fdd-781e-8c5c-5729-35a0eb409253&xh_preshareid=1f47de59-021c-4758-8584-bca1e2e38b44
https://mp.weixin.qq.com/s/iMAGA11P-0aLTvi4V8TT-w
https://mp.weixin.qq.com/s/qMZ3S8E9o1YzhVZ70xIRdg


25. 11 月 27 日，亲近母语公益邀请余雷老师带来写作讲座，主题为“阅读是最好的作文课”。

余老师讲解了阅读与写作结合的重要性。

相关链接：

https://www.cctalk.com/v/15433031219601?xh_fshareuid=4d3cec3a-dbea-aedc-419b-ef

96a124ab5c&xh_preshareid=d5870221-2089-4425-8653-6ca5f22da46a

26. 12 月 17 日 星星点灯计划二期项目教师评估结果公布，包括问卷调查、面谈记录、教

师自评等几部分，同时评选出 40 名优秀乡村点灯人，并颁发证书。

相关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vIPN_3w4UVlOInqcmnf-_g

https://mp.weixin.qq.com/s/V6vxDDtgMGEOiW5WGMjgmA

https://mp.weixin.qq.com/s/pbKod7jOUVLMNRbQBivHJw

https://mp.weixin.qq.com/s/g6-ORyTC9SfDUONvCx7Hfg

27. 12 月 10 日，确定星星点灯培训师跟进方案，包括任务和支持两大部分，建立星星点灯

培训师群，包括 1-4 期的优秀老师。

28. 12 月 12 日，亲近母语公益邀请石俊老师带来网络教研，主题“神奇的说写之旅”。学

生会说不会写怎么办？说写结合，石老师为大家分享了说写课程的实操方法。

相关链接：

https://www.cctalk.com/v/15446136115385?sid=14914599499429&xh_fshareuid=4d3cec3

a-dbea-aedc-419b-ef96a124ab5c&xh_preshareid=b97a18a6-8a2d-4d4d-ad33-b3dd734c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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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12 月 19 日，由于老师们对小学生写作能力培养兴趣浓厚，亲近母语公益邀请赵志雄老

https://www.cctalk.com/v/15433031219601?xh_fshareuid=4d3cec3a-dbea-aedc-419b-ef96a124ab5c&xh_preshareid=d5870221-2089-4425-8653-6ca5f22da46a
https://www.cctalk.com/v/15433031219601?xh_fshareuid=4d3cec3a-dbea-aedc-419b-ef96a124ab5c&xh_preshareid=d5870221-2089-4425-8653-6ca5f22da46a
https://mp.weixin.qq.com/s/vIPN_3w4UVlOInqcmnf-_g
https://mp.weixin.qq.com/s/V6vxDDtgMGEOiW5WGMjgmA
https://mp.weixin.qq.com/s/pbKod7jOUVLMNRbQBivHJw
https://mp.weixin.qq.com/s/g6-ORyTC9SfDUONvCx7Hfg
https://www.cctalk.com/v/15446136115385?sid=14914599499429&xh_fshareuid=4d3cec3a-dbea-aedc-419b-ef96a124ab5c&xh_preshareid=b97a18a6-8a2d-4d4d-ad33-b3dd734c9336
https://www.cctalk.com/v/15446136115385?sid=14914599499429&xh_fshareuid=4d3cec3a-dbea-aedc-419b-ef96a124ab5c&xh_preshareid=b97a18a6-8a2d-4d4d-ad33-b3dd734c9336
https://www.cctalk.com/v/15446136115385?sid=14914599499429&xh_fshareuid=4d3cec3a-dbea-aedc-419b-ef96a124ab5c&xh_preshareid=b97a18a6-8a2d-4d4d-ad33-b3dd734c9336


师带来主题为“每日一句”的写作分享。

相关链接：

https://www.cctalk.com/v/15450987916542?sid=14914599499429&xh_fshareuid=4d3cec3

a-dbea-aedc-419b-ef96a124ab5c&xh_preshareid=b97a18a6-8a2d-4d4d-ad33-b3dd734c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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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12 月底，期末总结启动，要求老师们进行个人学期总结。总结包括课程实施情况、孩

子的改变、个人读书情况、阅读推广情况等。

相关案例：

http://xingxingdiandeng.qjmy.org/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29&extra=page%3

D1%26filter%3Dtypeid%26typeid%3D11

http://xingxingdiandeng.qjmy.org/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23&extra=page%3

D1%26filter%3Dtypeid%26typeid%3D11

（三）美好学校项目大事记

1. 2018 年 8 月，亲近母语公益正式加入由中国扶贫基金会发起的美好学校项目。星星

点灯美好学校以乡村阅读教师培养为契入点，通过实施儿童阅读课程，推动教师阅读与实践，

推进学校整体阅读课程改革。项目内容包括儿童阅读课程实施、教师培养计划、学校/班级

图书配备、书香校园建设四个部分。其中，课程实施是基础，教师培养是核心，图书配备是

支持，学校层面的推动是保障。

2. 2018 年 9 月，美好学校 99 公益日上线并筹款，总筹集资金 93 万。

3. 2018 年 10 月启动，首先走访安徽安庆市望江县杨林中心学校。在活动中，亲近母语

公益为望江县老师带来诵读课、图画书课的公开课和讲座，现场 100 余名教师参加。并走访

2 所村小，了解了学校的教师、图书以及学生情况。

相关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bhQkIlvMpSgtGBzdIB2rHA

https://www.cctalk.com/v/15450987916542?sid=14914599499429&xh_fshareuid=4d3cec3a-dbea-aedc-419b-ef96a124ab5c&xh_preshareid=b97a18a6-8a2d-4d4d-ad33-b3dd734c9336
https://www.cctalk.com/v/15450987916542?sid=14914599499429&xh_fshareuid=4d3cec3a-dbea-aedc-419b-ef96a124ab5c&xh_preshareid=b97a18a6-8a2d-4d4d-ad33-b3dd734c9336
https://www.cctalk.com/v/15450987916542?sid=14914599499429&xh_fshareuid=4d3cec3a-dbea-aedc-419b-ef96a124ab5c&xh_preshareid=b97a18a6-8a2d-4d4d-ad33-b3dd734c9336
http://xingxingdiandeng.qjmy.org/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29&extra=page%3D1%26filter%3Dtypeid%26typeid%3D11
http://xingxingdiandeng.qjmy.org/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29&extra=page%3D1%26filter%3Dtypeid%26typeid%3D11
http://xingxingdiandeng.qjmy.org/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23&extra=page%3D1%26filter%3Dtypeid%26typeid%3D11
http://xingxingdiandeng.qjmy.org/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23&extra=page%3D1%26filter%3Dtypeid%26typeid%3D11
https://mp.weixin.qq.com/s/bhQkIlvMpSgtGBzdIB2rHA


4. 2018 年 11 月，资助杨林学区 6 位乡村老师参加儿童母语教育论坛，工作人员与其

一起明确了接下来的阅读课程推进计划。

5. 2018 年 11 月，为杨林中心小学配置 298 本日有所诵图书，该校开始开展诵读课程。

6. 2018 年 12 月，为该学区 6 位种子教师开通儿童诵读学习课程。



三、年度致敬公益导师

白霞玲 孔晓艳 宁海侠 王志娟

杨静涛 陈秀英 来鹏俊 宁慧敏

杨银霞 付雪莲 罗炎红 席雯

徐莉莉 朱维丽 黄香明 石俊

马喜娥 徐诗鹏 赵志雄 汪琼

贾晓娜 宁风良 许利平 王振 余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