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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宋梅花
宋梅花，女，汉族，68岁，襄

城县王洛镇房村人。
1966年，宋梅花嫁到了房

村的岳松山家，家中公公、婆婆
和丈夫先后去世。照顾婆家智
障弟弟的重任，就落到了她一个
人的身上。她省吃俭用，把节省
下来的钱用到抚养弟弟身上
……如今，宋梅花已年过花甲，
患有脑梗塞、胆结石、甲状腺肿
等疾病，自己也需要照顾，可她
依然不辞辛劳，精心照料弟弟的
生活、起居。

50年过去了，她平凡而又
伟大的爱心感动了周围的人，乡
亲们提起她总会竖起大拇指：

“梅花真是个好人！好嫂子胜似
亲娘啊！”

4.董恩科
董恩科，男，汉族，85岁，浚

县小河镇田庄村村民。
行医60年来，他免费医治、

救助困难群众不计其数。2010
年6月，董恩科创办了浚县卫溪
医院，先后免费收治五保老人数
百名，除了看病不收药费、治疗
费，还管吃管住。

在家人的支持下，2013年元
月，这位穿着半旧老布棉鞋、黑
布棉袄的老人向鹤壁市慈善总
会捐了10万元现金。2014年，
老人再次捐出8.5万元。这么一
位“大方”的老人，却为病人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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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志礼
张志礼，男，汉族，69岁，沁

阳市常平乡常平村私营客运车
车主。

1994年，张志礼开始运营沁
阳市区至常平乡的客运班线。
21年间，在这条长约33公里的
崎岖山路上，张志礼苦心经营、
无怨无悔，把一辆普通的客运班
车开成了诚实车、采购车、服务
车、救护车……乡亲们给他的客
车起名“爱心诚实号”。

每天早上8点，张志礼的客
车准时驶入沁阳市汽车站。车
停好后，他骑上自行车，帮这家
买两盒药，有人替张志礼算了一
笔账，每天免费为5个人捎带货
物，一年就要少收入3万多元。
张志礼还专门列了一个家庭困
难学生名单，只要是这些孩子坐
他的车，一律免费。

张志礼荣登“河南好人榜”。

3.赵松武
赵松武，男，84岁，中共党

员，民权县北关镇李馆村村民。
1944年，14岁的赵松武加

入了地方抗日武装。
上世纪80年代末，赵松武从

生产队长岗位上退下来，他看到
当年老战友的烈士墓及其相邻的
地道遗址年久失修，蛇钻鼠挖，心
痛不已。他主动找到村干部，说：

“那地方没人看管怎么行？我跟
烈士做伴去。”

如今，赵松武已与地下的战
友朝夕相处了整整25个春秋。
地道遗址经政府修缮，被命名为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每到清明
节，赵松武一遍又一遍为孩子们
讲述烈士的英雄事迹，孩子们哭，
他跟着流泪，孩子们笑，他跟着高
兴。赵松武当选商丘市道德模
范，荣登“河南好人榜”。

1.马海明
马海明，男，1953年8月出

生，中共党员，生前历任栾川县
潭头镇副镇长、栾川县旅游工作
委员会副主任。

参加工作30多年，马海明
带领干部群众成功开发了重渡
沟、伊河漂流等景区，使群众走
上脱贫致富之路。他创新管理
模式，使重渡沟村发展成为国家
4A级景区、中国乡村旅游示范
村和中国农家宾馆第一村。

景区有了收入，他出差仍住
10元钱的大铺旅社，到便宜的
小饭馆吃饭，被称为“泥腿子干
部”。

2011年5月7日，马海明在
工作途中遭遇车祸不幸殉职，时
年58岁。马海明荣获中国十大
旅游风采人物、洛阳市优秀共产
党员等荣誉称号。

2.朱正栩
朱正栩，女，41岁，中共党

员，宝丰县人民法院副院长兼闹
店人民法庭庭长。

自2007年7月担任宝丰县
闹店法庭庭长以来，朱正栩坚持
秉公办案，共办结各类案件
2130余件，其中个人办结案件
1652件，调撤结案率91.2%，被
群众亲切称为“知心庭长”。

为方便诉讼群众，还专门制
作了便民联系卡并发放到各村，
设置了便民电话、免费茶水、纸
笔等。对妇女儿童、经济困难的
当事人，她积极给予法律援助，
对涉及“三农”、妇女、老人、未成
年人等弱势群体，以及农民工工
资、工伤赔偿等案件，优先立案、
优先审判，及时维护他们的合法
权益。

朱正栩荣获全国最美基层
法官、全国模范法官等荣誉称
号，当选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
表。

他把“粮食产量最高、果蔬品
质最好”作为工作目标，使粮食高
产创建连续5年创造了16项全国
纪录、修武县跻身“全国粮食生产
先进县”行列。

他苦心钻研业务知识，亲自
抱着肥料在田间多次试撒，总结
出“甩手横撒施肥法”；他创新的

“宽窄行精播”技术，使种子播撒
更均匀，已在修武县全面推广；他
总结创新的“小麦高产八句话要
领”等十余项技术，也为刷新粮食
高产纪录奠定了基础。

长期奔波劳累使杨法谊患上
严重的股骨头坏死病，但他每年
三分之二以上的时间仍坚守在田
野中。他手机中储存有400多个
农户的电话号码，以便随时与农
民沟通。

杨法谊荣获全国先进工作
者、全国农业先进工作者、河南省
农业科技工作先进个人等荣誉称
号。

4.高美丽
高美丽，女，32岁，中共党员，

商丘市汇丰棉业有限公司业务培
训主管。

这位普普通通的纺织挡车女
工，吃苦耐劳、勇于创新，在平凡岗
位上书写自己的美丽人生。2006
年被公司送到江苏培训时，她认真
学习，脱颖而出，工作中更是兢兢
业业，认真钻研，如今已成为操作
技术能手。她独创的接线手法，
不但速度快，而且使“空锭”率降
低到零，在公司推广后，使产量由
原来的每月200吨提升至280吨，
仅此一项，公司每月提高收益20
多万元……2010年，公司扩大规
模，新设备上满后细纱断头较多，
加入“攻关小组”的她大胆试验，通
过凸轮反装解决了问题，提高了生
产效率。

高美丽荣获商丘市道德模范
等荣誉称号，荣登“中国好人榜”，
当选中共十八大代表。

5.黄晓东
黄晓东，男，回族，51岁，中共

党员，新乡县小冀镇京华社区居
委会主任。

20多年前，黄晓东回到京华
村，带领乡亲们走“艰苦创业、共
同致富”之路，发展集体经济，同
时他心系邻村，带富了一方。

他带领群众发展集体经济，
使京华村的实业从第一产业发展
到第二产业，再到第三产业。目
前京华公司固定资产28亿元，人
均年收入3.8万元，村民免费享受
着集体的粮油、住房、幼儿入托等
20多项福利待遇，过上了老有所
养、学有所教、住有所居、病有所
医、难有所解的生活。

2010年 8月，京华村与东街
村合并成立京华社区。在社区党
委的领导下，黄晓东科学整合社
区资源，改善居民居住环境。已

6.燕振昌
燕振昌，男，1942年5月出

生，中共党员，生前系长葛市坡
胡镇水磨河村党委书记。

从1971年当选水磨河村党
支部书记，到 2014年 12月 12
日去世，燕振昌一干就是 44
年。44年来，他写下了94本工
作日记，谋划着村里的发展大
计，记录着群众的大事小事。他
带领乡亲们办企业、修道路、建
学校、造良田、搞三产，千方百计
增加农民收入，使昔日贫穷落后
的水磨河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如今，水磨河村投资在百
万元以上的企业有50多个，吸
纳周边剩余劳动力近万人，
2014年全村总产值4亿元。

2008年12月，水磨河村西
的幸福湖忽然干涸，“无论如何，
得给子孙后代留一方清水”。经
过燕振昌长年的辛劳奔波，长葛
市西部引水灌溉工程终于注入
幸福湖，近4万人的吃水和灌溉
问题得到解决。

2014年12月12日，燕振昌
累倒在工作岗位上，生命的最后
一刻，他伏在案上，握着笔准备
写下当天要办的事。

燕振昌荣获河南省劳动模
范、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
称号。

分厘厘着想，能省则省。有时给
病人看病，他还开半片药。行医
多年，经他施治的病人不计其
数。

董恩科当选鹤壁市道德模
范，荣登“河南好人榜”。

建成首期社区居民楼，共 132
户，户均150平方米，有地下停
车场、电梯、暖气、天然气……

黄晓东荣获河南省劳动模
范、全国十大杰出青年企业家等
荣誉称号。

1.王淑珍
王淑珍，女，58岁，漯河市

源汇区老街办事处受降路社区
滨河路三角巷居民。

2000年，王淑珍的丈夫因
工伤不幸丧失一条胳膊和一
条腿，生活不能自理。她用柔
弱的双肩坚强地撑起这个不
幸的家，在离家不远的酒店当
刷碗工，贴补家用的同时照顾
丈夫。

2008年，丈夫的养母不幸
胯骨骨折，她又把婆婆接到家
里照顾，为老人端饭送水、擦屎
擦尿，并为婆婆换了双胯。在
她的精心照顾下，老人恢复了
健康，并在她家住下来。如
今，她不离左右，照顾已经92
岁的婆婆，为婆婆按摩、捶背
揉腰、修剪指甲，每天为婆婆
量血压……很多人不理解她，
有个残疾不能自理的丈夫了，
为啥还要照顾这个没有血缘
关系的婆婆？王淑珍说，我们
也有老的那一天，照顾老人是
应该的。

2.申占营
申占营，男，汉族，49岁，中

共党员，河南省气象局气候中
心职工。

多年来，他用坚强的臂膀
和乐观的态度，带领全家渡过
了一个又一个难关：2001年春
节刚过，申占营的父亲被检查
出患了食道癌，他东拼西凑带
着老父亲做了手术。2002 年
末，爷爷和岳母相继因癌症过
世。2013年春节刚过，爱人家
唯一的侄子又检查出尿毒症，
治疗期间，他们一家每天早上5
点多起床，一日三餐做好再送
到医院……

家庭遭遇的诸多不幸，并
没有让申占营丧失对生活的热
爱。工作中，他尽职尽责，多次
获得省气象局优秀共产党员、
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荣登

“河南好人榜”。

3.李桃
李桃，女，24岁，中共党员，

邓州市腰店乡黑龙村人，现在
南京某医院工作。

母亲因车祸高位截瘫，读
大学二年级时的李桃，听说父
亲和弟弟为偿还家庭债务要外
出打工，准备把母亲托付给二
伯家照顾后，决定带着母亲上
大学。

在学校，李桃每天5点就起
床，做早饭，照顾母亲，忙完再
去上课……就这样，她每天6次
往返于出租屋和学校之间，一
边读书一边照顾瘫痪的母亲。

李桃先后荣获“中国大学
生自强之星”提名奖、“湖北省
优秀共青团员”等荣誉称号，荣
登“河南好人榜”。

(上接A1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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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杨法谊
杨法谊，男，50岁，中共党

员，修武县农业局党组书记、局
长。

孝老爱亲模范候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