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敬业奉献模范

●● ●● ●●

牛振西，男，汉族，1962年 3月
生，河南省郑州市红十字水上义务
救援队队长。

2005年，爱好游泳的牛振西和
同伴组建了郑州市红十字水上义务
救援队，与110、119指挥中心形成
联动机制。组织开展水上义务救
援、水上安全知识传播、水源保护、
城市汛期防洪等志愿公益活动。

14年来，他带领的这支队伍共
义务打捞各类溺水者遗体 400多
具，挽救90多名落水者生命。成功

实施了35米深井救援、水库坠机水
下成像声呐救援等多起高难度救
援。经过14年的发展，他带领的队
伍成了一支拥有注册志愿者 152
人、骨干队员80余人的专业水上救
援队伍。

从 2012 年开始，他们在大型
自然水域周边的学校启动了水上
安全知识普及教育讲座，倡导树立

“见义智为”“救人不舍己”的科学
救生理念。7年下来，讲了 500多
场，受益的中小学生、大学生超 3

万人，间接受益群众达十几万人，
大大降低了溺水事故发生数量。

此外，牛振西还专门注册了救
援队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利
用大众新媒体进行水上安全知识
的普及和传播。

2013 年以来，牛振西及其带
领的郑州市红十字水上义务救援
队先后荣获“河南省红十字志愿服
务工作优秀团队”“河南优秀志愿
者”“全国最美志愿者”等荣誉称
号。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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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玉滚，男，汉族，1980年 12月生，中
共党员，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高丘镇黑虎
庙小学校长。

张玉滚为了让山里孩子平等享受教
育，扎根深山18年，矢志不渝奋斗在乡村
教育第一线。他潜心钻研每门课程，苦练
教学本领，千方百计上好每一堂课，资助
困难学生300多名，用无怨无悔的坚守和
付出，照亮山区孩子求学之路。

2001年师范毕业后，受老校长感召，
张玉滚放弃去南方工作的机会，来到黑虎
庙小学成了一名民办教师，每月拿30元补
助，直到 2012年 6月才转为正式在编教
师。18年来，他始终坚守在乡村教育第一
线。

黑虎庙小学位于伏牛山深处，辐射的
13个自然村零星散布在方圆十几公里的带

状山坳里。学校师资不足，张玉滚就把自
己打造成“全能型”教师。数学课上，他和孩
子们一起制作钟表表盘等教具；科学课上，
他带领孩子们去野外考察，激发他们热爱
大自然、探究大自然的兴趣；学校缺少体
育设施，大课间时，他就和孩子们围成一
圈玩抵羊斗鸡；为教好孩子们英语，他自己
掏钱去镇上参加英语辅导班。他的执着坚
守，为学生铺就成长成才之路，先后有21名
学生考上大学。

学校原来没有食堂，孩子们从家带
米、面、馒头，自己生火做饭。他劝说妻子
来校给学生们做饭。有一天，妻子在为学
生轧面条时，右手四个手指不幸被机器轧
折，落下残疾。

2001年至 2006年，学校到山外不通
车，去镇上需翻越尖顶山，穿过险峻的八
里坡。5年间，张玉滚冬天一身雪，夏天一
身汗，靠一根扁担，为孩子们挑来学习和
生活用品。2006年，学校盖新房，恰赶农
忙，民工都回家抢收抢种，搬砖运料就落
在张玉滚身上。上山撬石，下河挖砂，运
水泥、搬砖头、平地基，新校舍盖好时，张玉
滚已瘦得脱了相。

张玉滚爱教育、爱学校，更爱学生。全
校40多名住宿生，三分之一是留守儿童。
谁家爷爷奶奶年纪大，谁上学需要接送，他
一一记在心上。18年来，学校的老师换了
一茬又一茬，只有他无怨无悔，用无限的师
爱陪伴乡村的孩子们成长。

2018年以来，张玉滚先后获得“感动
中国年度人物”“全国五四青年奖章”等荣
誉称号。③6

张玉滚：甘当红烛点亮大山希望

郭建华，女，汉族，1953年 7月生，中
共党员，河南省开封市祥符区电影公司党
支部书记、经理，全国妇女十二大代表，第
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只要乡亲们喜欢看，俺情愿当一辈
子乡村放映员。”一句承诺让她坚守放映
工作 43年，也让她成了跨世纪的农村放
映员。

上世纪 70年代，郭建华有幸当上了
一名农村放映员，她拉板车、抬机器，走村
串乡，吃百家饭，和乡亲们结下了不解之
缘。

在她当放映员的 19年里，为农民放
电影 1.3万多场；在她当站长和公司经理
的 24年里，带领公司放映人员放映故事

片、科教片14万多场，观众达上亿人次。
郭建华利用放电影的时候向群众征

求意见，积极参政议政。作为三届全国人
大代表，在全国两会上，郭建华先后提出
了关于农业、文化、法治等方面的建议29
项。其中，她提出的“关于加快出台电影
产业促进法的建议”受到相关部门重视，
2016年 11月 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二十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她受邀列席了
此次会议，见证了这部法律的诞生。

为了让群众实现物质与精神双脱贫，
郭建华将关注的目光更多投向精准扶贫、
文化扶贫。她组织“百村千场”科技电影
扶贫扶智放映活动，向贫困群众传播科普
知识和实用技术，让贫困群众在看电影的
同时，树精神、增智力、长志气。她带领放
映人员深入71个建档立卡贫困村和29个
非贫困村，放映电影近万场。她采取的

“菜单式”放映模式被中央文化体制改革
和发展工作领导小组作为优秀案例向全
国推广。

以她为原型改编的《电影儿女》在美
国洛杉矶举行的2014年世界民族电影节
上，荣膺最佳音乐片奖。以她为原型改编
的《放映路上》在全国放映突破10万场。

1999 年她被原人事部、原文化部授
予全国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
2013 年被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评为
2012 年度十大三农人物；2017 年入选

“中国好人榜”。③6

郭建华：坚守乡村那一方银幕

全国诚实守信模范

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

□本报评论员

德行天下，爱满中原。第七届全国道德模范表彰活动，我省乡村教师张玉

滚、电影放映员郭建华获得“全国道德模范”荣誉称号，汝州市金庚康复医院院

长宋兆普等 8 人荣获“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他们的凡人善举，让社会主义道

德的阳光温暖人间，让文明的雨露滋润心田。

道德模范是社会道德建设的重要旗帜。张玉滚，扎根深山 18 年，用无私奉

献照亮了大山里孩子们的诗和远方；宋兆普，与新疆当地医院“结对子”，建立 4

所脑瘫康复医院，救治少数民族脑瘫患儿，以医载道、扶弱济困……一位位道德

模范身上，体现了热爱祖国、奉献人民的家国情怀，自强不息、砥砺前行的奋斗

精神，积极进取、崇德向善的高尚情操，让我们心向往之，见贤思齐。

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道德的力量也是无穷的。长期以来，文化底蕴深厚

的河南，不断加强道德建设，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

育，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基本道德规范，培育知荣辱、讲正气、作奉献、

促和谐的良好风尚，描绘出鲜活生动、向上向善的道德地图。“一碗面温暖一座

城”的郑州爱心接力，三闯火海救乡亲的英雄王锋，生死关头以血肉之躯保护学

生的最美教师李芳……来自各行各业的道德模范，或充满爱心、助人为乐，或见

义勇为、舍生忘死，或敬业爱岗、诚实守信，或孝老爱亲、血脉情深。在道德模范

的引领和感召下，中原大地大爱奔涌，“争当出彩河南人”蔚然成风。

“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美好崇高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

远充满希望。”走进新时代，人们向往更加美好的生活，对道德风尚和社会风气

的期待更高。向道德模范看齐，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化群众性精神

文明创建活动，人人点燃善念火种、争当道德光源，做崇高道德的践行者、文明风尚

的维护者、美好生活的创造者，道德的支撑更加坚强有力，中原更加出彩的合力必

将磅礴无比。1

让道德的阳光温暖人间

韦德华，女，汉族，1973 年 11
月生，中共党员，河南省濮阳市人
民医院产科主任。

韦德华出生在河南省濮阳市
新习镇一个普通农家，父母对爷爷
奶奶的孝敬深深影响了她。

1998年，公公被确诊肝硬化，
后来发展成肝癌，韦德华像对待自
己的亲生父亲一样，到北京、上海、
广州多家医院求医问药。10 年
间，为给老人治病，韦德华自己节

衣缩食，还卖掉了唯一的住房，前
后花去60多万元。

一路陪公公求医治病的 10年
间，韦德华对病人及其家属在疾
病面前的无奈和无助感同身受，
也让她在工作中更能设身处地为
病人考虑。她成立志愿服务队，
开通 24小时母婴健康免费咨询热
线，开设“幸福妈妈”公众微信课
堂，举办公益讲座，为病人捐衣捐
物、垫付医药费，自费买药看望孤

寡老人。
从医 28年来，6900多名重症

孕产妇在韦德华和她带领的团队
救治下获得新生，9.2 万余名新生
儿经她们的妙手平安降生。在经
历公公等待肝源的困难后，韦德华
决定在身后捐献自己的器官，并郑
重签下器官捐献协议书。

韦德华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
章”，先后获得“全国巾帼建功标兵”

“全国最美志愿者”等荣誉称号。③6

宋兆普，男，汉族，1964 年 3
月生，中共党员，河南省汝州市金
庚康复医院党支部书记、院长，河
南省第十二届、十三届人大代表。

宋兆普出生在医学世家，父亲
乐善好施、仁心救民的品德深深影
响着他。自 1992年起，宋兆普开
始关注脑瘫患儿的救治。

2009 年至今，宋兆普带领医
院医疗团队开创医院与福利院相
结合救治脑瘫孤儿模式，爱心救治

脑瘫孤儿 3165名（其中包括遗弃
在医院及周边的302名）。承担了
河南省残联“贫困残疾儿童抢救性
康复项目”，帮助救治社会上的脑
瘫患儿6328名。先后14次赴新疆
考察巡诊，接收 49名新疆脑瘫患
儿到汝州进行公益性治疗。与新
疆当地医院“结对子”，建立4所脑
瘫康复医院，救治少数民族脑瘫患
儿，其中深度贫困家庭患儿711名。

宋兆普以医载道、扶弱济困。

曾在列车上8次突遇危重病患都挺
身而出，实施救治；免费救治被汽车
撞伤而又无钱治疗的汝州市骑岭乡
七里村村民唐瑞敏；为身患肺癌的
张兆全及其双胞胎孙子免费治疗5
年，共支付医疗费近80万元。他的
高尚医德和仁心大爱感染和激励了
很多人。

宋兆普荣获“全国助残先进个
人”等称号，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
奖章”。③6

全国助人为乐模范提名奖:

宋兆普

全国助人为乐模范提名奖:

陈晓磐
陈晓磐，男，汉族，1971年 10

月生，中共党员，河南省漯河市临
颍县公安局皇帝庙派出所指导员。

2005年，由军队转业从警的陈
晓磐主动从县局机关到乡派出所工
作。多年来，陈晓磐节衣缩食，甘守
清贫，但对困难群众慷慨解囊。自
2009年起，他每年都和群众一起过
除夕夜，自掏腰包为辖区内的20多
位孤寡残困老人奉送红包。

2009年初，他联合辖区内6个
村委会和5所学校，成立了“留守儿
童温馨家园”，为 200多名留守儿

童撑起了一片爱的天空，先后帮62
名家长在周边找到称心工作。

2013年 6月，组建“学雷锋志
愿警务服务队”，设有矛盾纠纷化解
队、护村治安巡逻队、道德法律宣传
队、党员示范服务队、消防环境督导
队等5支队伍，目前志愿者已发展
到400余人，志愿服务常态化开展。

2018年初，陈晓磐主动捐出5
万元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模奖金，
设立“警务室身边好人”基金，用于
表彰辖区村民的善行义举，引导村
民学好人，做好人。在他的感召

下，辖区内有91人因爱心善举被推
选为市、县、乡道德模范。

陈晓磐探索实施“五步双网”
工作法，编写《农村安全防范百句
经》，自费制作发放8000余枚印有
自己姓名和电话号码的“警民连心
结”，保持手机24小时开机，随时接
受困难群众求助，被誉为“新时代的
活雷锋”“群众的贴心人”。

陈晓磐荣获“全国特级优秀人
民警察”“全国公安机关学雷锋成
绩突出先进个人”“全国公安楷模”
等称号，荣登“中国好人榜”。③6

李芳，女，汉族，1969 年 5 月
生，中共党员，河南省信阳市浉河
区董家河镇人，生前任教于董家河
镇绿之风希望小学。

李芳同志扎根山区从事乡村
教育29年，一直默默耕耘、敬业奉
献、精心育人，深受学生爱戴、家长
尊敬、学校认可。

2018 年 6月 11日下午放学，
李芳在护送学生过马路时，面对失
控的三轮摩托车冲向学生，义无反
顾地冲上前去挡护学生，自己被严

重撞击，经全力抢救无效，英勇牺
牲，年仅49岁。她心怀大爱，临危
不惧，舍己救人，用生命为学生上
好最后一堂课，让崇高的师德和不
朽的师魂熠熠生辉，塑造了新时代
人民教师的光辉形象。

1989年李芳老师被分配至董家
河镇谢畈小学任教，谢畈小学撤校后
她被分配至绿之风希望小学任教。
任教29年来，她始终坚守乡村小学
教育第一线，从未离开董家河，从未
离开乡村小学讲台。

在同事眼里，李芳老师是工作
学习的榜样，许多实习教师和年轻
教师都愿意拜她为师，近 5年，她
带出20多名“教师徒弟”。在家长
眼里，她是和蔼可亲、无私奉献的
老师。她的手机里存了很多留守
学生父母的电话，一有空就为他们
介绍孩子的情况。

李芳被追认为烈士，被追授
“全国优秀教师”“河南省优秀共产
党员”等称号，荣登“中国好人
榜”。③6

全国见义勇为模范提名奖：

李芳

全国见义勇为模范提名奖：

牛振西

全国见义勇为模范提名奖：

杨永峰 杨永峰，男，汉族，1971年 10
月生，中共党员，河南省林州市红
旗渠应急救援中心负责人。

大巴坠崖，30 多名乘客深夜
命悬一线，杨永峰带人披荆斩棘紧
急救援；百年不遇的洪水肆虐乡
村，他冒着生命危险实施救援；“驴
友”或群众登山遇险，他拼尽全力
搜救。他是群众心中的“守护神”。

一次偶然的见义勇为，开启了
杨永峰的救援生涯。2015年 3月

2日深夜，杨永峰开车带着儿子杨
文凯和 3名员工行驶至一段山路
时，发现先前一直行驶在前面的大
巴车突然消失了。他意识到大巴
车可能坠崖了，很快掉转车头折
返。他们及时报警，借助手电筒的
光，穿过荆棘丛展开救援，为后续
的生命大营救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最大限度减少了人员伤亡，挽救了
13人的生命。之后，杨永峰成立
了以义务搜救、救援为主旨的林州

市红旗渠应急救援中心。
为了更好地普及救援相关知

识，杨永峰还举办了“百场安全知
识进课堂”和应急救援大型图片专
题展。

2015年 4月杨永峰入选“中国
好人榜”；2015年 12月被中华见义
勇为基金会授予“全国见义勇为英
雄司机”称号；2018年6月被河南省
见义勇为基金会授予“河南省第十
三届见义勇为英雄模范”称号。③6

邓志军，男，汉族，1962年 6月
生，中共党员，河南省新乡市诚城社
区党委书记、河南诚城集团党委书
记。

他30年不欠国家一分钱税款、
不欠员工一分钱薪酬、不欠合作伙
伴一分钱账款、不欠银行一分钱本
息，没有一条失信违法记录、没有一
份违约合同。

30年来，邓志军打造了一个诚
信企业，创建了一个诚信社区。

2008年，面对全球经济危机和

企业经营困难，他抵押个人两套房
产，又向朋友借了100万元，足额发
放了员工工资、支付了货款。

2010 年，企业承建乔谢村城
市改造项目，他严格把关，所用的
建筑材料高于行业标准和合同规
定，工程交付时村民敲锣打鼓给
他送上“和谐拆迁守诚信，品质优
良村民乐”的锦旗。乔谢村改造
的成功实践成为全国样板案例。

2013年 8月，他参与创办了全
省首家“政府主导、企业参与”的新

型城市社区——诚城社区。他坚
持“诚信服务、服务诚信”，在社区开
设道德讲堂，推广诚信文化，成立志
愿服务队、好人宣讲队，2万多名社
区志愿者参与活动。

邓志军先后为希望小学、贫困
大学生、困难职工、灾区群众等捐资
5000余万元。2009年，他自筹资
金200万元成立“贫困家庭和农民
工救助基金”，及时向有需要的家庭
和农民工伸出援手。2017年荣登

“中国好人榜”。③6

全国诚实守信模范提名奖：

邓志军

赵志发，男，汉族，1964 年 4
月生，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常营镇
五子李村村民。

1999年 10月 20日，赵志发种
完小麦准备外出打工，妻子骑自行
车送他去镇上乘车，回家途中被摩
托车撞倒，颅内大量瘀血。

经开颅手术、6个多月住院治
疗，妻子虽保住生命，却成了植物
人。从医院回家后，妻子一度昏
迷，脑袋肿胀，鼻插饲管，脖子安着
套管，身上多处溃烂，大小便失

禁。女儿当时才 10岁，儿子 8岁，
照顾全家人的重担都落在赵志发
身上。

每天天不亮就给妻子换好尿
布、翻身按摩、做饭、安排孩子上
学、给妻子喂饭。照顾妻儿的艰辛
超出常人的想象，其中最难的是给
妻子喂饭，费时费力。由于长期往
胃里注射食物，胃黏膜遭到破坏，
用注射器注食的办法无法进行，后
来只能用嘴十分艰难地喂饭。

他每天还要为妻子清洗褥疮、

换药包扎、按摩翻身、洗涮尿布。
忙完后，他还要抓紧去地里干活，
每隔一个半小时就要回家照看一
下妻子。

或许是感受到了赵志发的爱
意。2017 年 3 月的一天，妻子竟
然能简单发声了。赵志发欣喜异
常，这一声，他等了近20年。

赵志发 20 年如一日对植物
人 妻 子 的 无 私 大 爱 感 动 着 人
们。2017 年 4 月入选“中国好人
榜”。③6

全国孝老爱亲模范提名奖：

赵志发

全国孝老爱亲模范提名奖：

韦德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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