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12月21日 责编 沈晨 美编 季枫 邮箱 dhbu7@126.com河南聚焦 AⅠ·12

马豹子，男，44岁，宝丰县赵
庄镇大黄村支部书记。

1991年，年仅19岁的马豹
子组建魔术表演团队，2009年8
月，马豹子放弃演艺事业回到家
乡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在马豹子
的带领下，大黄村人均年收入从
6000余元增长到3万余元。多
年来他累计救助花费 280多万
元，先后荣获“河南省优秀共产党
员”“河南省优秀拔尖人才”等荣
誉称号，并被推选为河南省第十
次党代会党代表。

王振立，男，生前系开封市城
乡一体化示范区管委会副主任。

王振立在29年的工作生涯
中始终兢兢业业、勇于担当。
2016年6月2日，王振立因积劳
成疾,突发心脏病去世，倒在了开
封市夷山大街北延工程项目建设
工地上,终年49岁。王振立先后
获得“河南省优秀工作者”“河南
省优秀共产党员”等光荣称号。

王锋，男，生前系南阳市方城
县广阳镇古城村人。

2016年5月18日凌晨，南阳
市卧龙区西华村居民小区一居楼
失火。王锋不顾个人安危，三度
勇闯火海，先后救出住在一楼的
家人、小学生及托教老师6人，自
己却被重度烧伤成“炭人”，烧伤
面积达98%。虽经多方救治，但
因严重感染，王锋于2016年 10
月1日不幸病逝。王锋先后被授
予南阳市“见义勇为先进个人”

“雷锋式好青年”称号，“河南省见
义勇为好青年”荣誉称号。2016
年7月荣登“中国好人榜”。

孙梅丽，女，48岁，三门峡市
爱心之家志愿者协会会长。

孙梅丽于2007年 1月组建
的志愿者协会。她带领队员捐款
捐物达500余万元，帮扶救助困
难弱势群体15000多人。她个人
无偿抚养孤残儿童，资助贫困大
学生，捐款捐物达20多万元。
孙梅丽先后荣获“第五届河南省
道德模范”“河南省文明市民”“河
南省优秀慈善志愿者”“河南省十

大爱心女性”“三八红旗手”等多
项荣誉。

刘利伟，女，46岁，伊川县慈
善医院常务院长。

1988年刘利伟被分配到伊
川县人民医院上班。她抱着让穷
人看得起病的信念，于1997年辞
职，与现任院长刘运甲一起创办
了伊川县慈善医院。1999年慈
善医院承办了“视觉第一中国行
动”白内障扶贫复明活动让800
余名白内障患者重建光明。
2013年 1月，刘利伟入选“中国
好人榜”候选人。

刘慧琴，女，46岁，西平县供
电公司职工。

结婚24年，她照顾瘫痪的婆
婆 13 年，伺候脑萎缩的公公 3
年，照顾因突发脑溢血而落下毛
病的丈夫。2016年2月，她当选
中国好人榜“孝老爱亲”模范，5
月被评为驻马店市“天中最美母
亲”。

李瑛，男，47岁，现任民权县
人武部政委。

李瑛是河南柘城人，在人武
部工作10年间，他先后结对帮扶
27名孤儿，认领抚养4名“问题少
年”，资助7名辍学儿童，他成了
孩子们心中最可亲的“兵爸爸”。
2015年7月，在中央文明办主办
的“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活
动中，李瑛被评为“中国好人”。

李玉品，男，72岁，河南省长
垣县方里镇人，现居镇养老院。

从上世纪80年代起，李玉品
就把自己的五保补贴全部用作购
买养路工具。30多年来，他修遍
了全镇无数条土路，用坏了无数
把铁锹。“平凡、朴实、默默无闻的
他，就像一颗闪光的铺路石，成为
我们身边学习的榜样。”这是群众
对他的评价。

朱婷，女，22岁，河南省球类
运动管理中心河南女排运动员。

2007年，朱婷进入省体校排
球队，由于训练刻苦、成绩优异，

朱婷开始在赛场崭露头角。
2011年到2016年期间，朱婷多
次参加世界级女排比赛，并发挥
出色。2016年，里约奥运会她是
中国女排当之无愧的“王牌”。她
成为继郎平和冯坤之后，中国女
排奥运历史上第三位 MVP 得
主，也实现了我省三大球类项目
奥运会金牌零的突破。

陈晓磐，男，45岁，漯河市临
颍县公安局皇帝庙派出所指导员
兼驻村民警。

他扎根农村，共化解纠纷
3000多起，处理上访积案40多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00多名。
2016年 4月，陈晓磐荣登“全国
政法英模榜”，11月入选首期“全
国公安楷模”。此外，他还先后荣
获“全国二级英雄模范”“全国模
范军队转业干部”等多项荣誉称
号。

吴树兰,女，59岁，河南省扶
贫开发办公室副巡视员，现任确
山县竹沟镇西王楼村第一书记。
她在大吴庄村驻村短短几年，村
人均收入由2642元增加到5600
元。先后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
员”“全国劳动模范”“全国新长征
突击手”等称号。今年10月 16
日，获2016年全国脱贫攻坚奖。

张国华，男，53岁，中国平煤
神马集团帘子布发展公司卷绕工。

35年来，张国华见证了中国
尼龙66帘子布行业的发展历程。
他整理出的挂丝操作法——“张
国华操作法”，每年可为企业挽回
经济损失100多万元。张国华曾
先后荣获河南省石化行业“最美
一线员工”,平顶山市“鹰城好人”

“五一劳动奖章”等。

张文亚，女，24岁，许昌鄢陵
县安陵镇于寨石庄村人。

张文亚的母亲李爱云患有肝
硬化,今年8月，医生诊断李爱云
需要活体肝移植。正在哺乳期的
张文亚当即给1岁的孩子断奶，决
定给母亲捐肝。10月21日，经过
7个小时的手术，从她腹中取出
60%的肝脏顺利移植到母亲体内。

周水斌，男，42岁，郑州市公
安局交警二大队综合业务大厅窗
口服务民警。

1996年 12月，周水斌被确
诊患有喉癌。承受病痛折磨的他
却始终坚守本职。在忙碌的综合
业务大厅，他每天要接待300余
名群众……今年9月，在周水斌
的建议下，在郑州市公安局的大
力支持下，在通许、镇平等地建立
起了一座座“平安书屋”。

周遂德，男，70岁，禹州市颍
川街道办事处东关社区党委书
记、居委会主任。

今年70岁的周遂德已在党
委书记的位置上干了45年。近
年来，他带领社区居民做强第三
产业，增加就业岗位1万多个。
为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周遂德拿
出300多万元慰问帮扶困难户
等。他先后获得“全国劳动模范”

“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全国双
十佳新闻人物”“河南省优秀党务
工作者”称号。

苗天才，男，72岁，济源市农
村公路群众义务监督员，原济源
市思礼镇水洪池村支部书记。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苗天
才带着7名党员，组织全村48名
劳力，经过近10年苦战，打通了
一条长13.5公里，宽4米的出山
公路。公路修通后，山上的矿产
资源得到了开发利用，村子也成
为乡村旅游新热点。苗天才被授
予“感动河南交通特别致敬人物”
等荣誉称号。

袁文俊，男，生前系河南省焦
南监狱十七监区（罪犯生活监区）
副主任科员。

袁文俊所在的部门是监狱的
后勤监区，他几乎每天早上4点
多就从家出发，全天需要组织蒸
2万多个馒头、烹饪4000多斤蔬
菜、配送饭菜40多次，晚上8点
多才能回到家中。2016年 9月
27日，袁文俊因过度劳累突发心
脏病，在前往工作岗位的路上以
身殉职，年仅45岁。袁文俊先后
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警察、

优秀公务员和先进工作者。

梁琰，女，35岁，安阳特殊教
育学校教师。

自1999年参加工作以来，她
放弃了所有假期，将时间和精力花
在学生身上。她先后帮助十多名
家庭困难的聋哑学生考上本科专
业。2016年央视全国教师节晚会
上，她和学生们一起表演芭蕾舞。
梁琰先后获得“2016全国最美教
师”“省助残先进个人”等荣誉称
号。

黄伟，男，46岁,商丘市水上
义务救援队队长。

爱好冬泳的黄伟于2008年
5月成立商丘市水上义务救援
队。8年来，他义务救援424次，
成功挽救了60条生命。黄伟先
后荣获“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提
名奖”“第八届中国青年志愿者优
秀个人奖”“中华骨髓库五星级志
愿者”等荣誉称号。

今年3月以来，短短8个月
时间，郑州人民医院先后涌现7
位正能量“网红”。他们是公交车
上抢救晕倒老人的“最美护士”马
丹，怀抱患儿工作的“袋鼠妈妈”
许姝悦，雨中跪地救人的“最美女
孩”张鑫娜等。7位“网红”都是
最普通的医护和行政人员，他们
的善举引发千万网友称颂、点赞，
被人们称为“郑医现象”。

2016年7月9日、19日，新乡
市连遭特大暴雨侵袭。大灾面前，
新乡市公安消防支队全体官兵在
滚滚洪流中不畏艰险、勇挑重担。

7月9日、19日，全市消防部
队累计参与救援206起，抢救被
困人员315人，疏散群众2000余
人，抢救保护财产价值上亿元。
因抗洪抢险功绩显著，支队先后
有3个基层单位被荣记集体三等
功，4名官兵被荣记个人二等功，
17名官兵被荣记个人三等功，35
名官兵受到通报表彰。

看看“感动中原”候选人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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