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耀中原
第七届河南省道德模范候选人公示 （上）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着力
培养时代新人、弘扬时代新风，引领全社会学习弘
扬道德模范高尚品格，争做出彩河南人，省委宣传
部、省文明办、省总工会、团省委、省妇联、省军区政
治工作局联合开展第七届河南省道德模范评选表

彰工作，并成立活动组委会。本届评选表彰面向城
乡基层、各行各业，严格按照群众推荐、遴选审核、
公示宣传、投票评选等程序步骤进行。活动组委会
从各地上报的 184个候选人中，按照事迹突出、优
中选优的原则，评选出 20个第七届河南省道德模
范候选人，包括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

业奉献、孝老爱亲五个类别，每类4个。10月 16日
至10月 22日，20个河南省道德模范候选人事迹在
河南主要媒体和重点网站进行集中公示宣传，听取
社会各界的评议和监督意见。公示结束后，河南省
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组委会将组织公众代表和
评委会投票，确定表彰名单。③6

电子邮箱：hnsxdd@126.com
电话（传真）：0371—65903348

第七届河南省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组委会
2019年 10月 16日

第七届河南省道德模范候选人公示启事

相关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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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保华，男，汉族，1975年 12月生，周
口市商水县谭庄镇柏树王村农民。

2018年 1月 1日，甘肃省金昌市龙泉
公园内一名 6岁男孩不慎坠入冰窟，情况
十分危急。和同乡一起在公园里散步的
王保华立即冲上冰面，脱去冬衣，身上仅
剩一条红裤头，冒着严寒，在随时会塌陷
的冰面上四肢卧冰、匍匐前进，一寸一寸
爬向掉入冰冷湖水中的男孩……王保华
不顾个人安危，在同伴和其他热心市民的
帮助下，终于将落水儿童救了上来。他冰
湖救人的义举成为年末岁尾的寒冬中最

暖人心的一股热流。
男孩获救后，王保华悄悄离开。为

寻找见义勇为的好心人，中央媒体以及
当地媒体连续播报“寻找红裤头好人”的
消息。5天后，“红裤头”王保华与同伴在
工友的鼓励下，才出现在人们的视野
中。对于救人壮举，王保华只是轻描淡
写地说：“当时，我什么也没想，一心只想
把孩子救上来，这事搁在谁身上谁都会
这么做的。”

王保华荣登“中国好人榜”，获“周口
好人”荣誉称号。③6

王保华
（代码 24）

刘冠中
（代码 23）

刘冠中，男，汉族，1966年 7月生，中
共党员，濮阳市红十字水上义务救援队队
长。

2015 年，在刘冠中的倡议下，濮阳
市红十字水上义务救援队成立，这是濮
阳市首家民间水上义务救援队。没想
到，救援队正式成立的第二天，他和队
友们就迎来了一场生死考验。在陪刚
做完手术的妻子回家的路上，刘冠中收
到一条求救信息。他二话不说，直接掉
转车头开往事发地濮阳东湖，下水救
人。

2018 年 7月 23日，老挝东南部阿速
坡省一座水电站大坝坍塌，造成多人遇
难、数百人失踪。得知消息后，刘冠中

立即带领 2 名队员赴老挝参与国际救
援。在救援一线，他们克服重重困难，
迅速开展现场搜救、转送伤员、防疫消
杀、心理干预等，成功搜寻幸存村民 100
余人。

他的古道热肠感动了很多人。目前，
该救援队的正式队员已发展到 145名、预
备队员近200人。

4年间，该救援队成功救出落水群众
16人、打捞遗体 248具，为群众义务打捞
轿车、沉船等物品价值120余万元。

刘冠中荣登“中国好人榜”，获得“感
动濮阳十大人物”等荣誉称号，他所带领
的团队被授予“河南省青年志愿者服务大
赛银奖”。③5

2016年 3月至今，郑州人民医院先后
涌现 28起医护人员院外救人事件，大家
亲切称他们为“郑医好人”，他们就是郑州

人民医院救人群体。
2016年 3月 28日，在公交车上，一位

老人晕厥，护士马丹第一时间施救，并将手
指伸到老人嘴里，防止老人咬舌，直至老人
恢复意识。7月14日，在西三环高架桥下，
护士张鑫娜冒雨抢救从桥上坠落的一名女
士，为其进行胸外按压和人工呼吸。

2018 年 4月 22日，急诊科护士邵青
青散步时，偶遇一个孩子被奶糖卡住喉咙
几乎不省人事，立即对孩子进行救治。6
月 12日，在黄河路与黄河南街交叉路口，
一名高中生骑自行车摔倒，导致大腿根部
血流不止。路过的麻醉科主治医师张训
功第一时间上前施救，并拨打120。

“郑州人民医院救人群体”先后获得
2016“感动中原”十大年度人物、河南省五
四青年奖章、郑州市见义勇为道德模范、

“郑州杰出健康卫士”等荣誉。③5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
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
领导集体从历史和现实出发，创造性
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科学伟大构
想，从而为以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
大业开辟了道路。

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
表《告台湾同胞书》，郑重宣布了中国
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以和平方式解决
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统一的方针。此
后，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对解决台湾

问题的方式又作了进一步思考。
1981年 9月 30日，全国人大常委

会委员长叶剑英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
话，提出了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
针。1982年 1月 11日，邓小平在会见
美国华人协会主席李耀滋时，首次用

“一国两制”的概念对此加以确认。他
说：“九条方针是以叶副主席的名义提
出来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
度。”1983年 6月 26日，邓小平进一步
为解决台湾问题提出了六条方针。

概括起来，“一国两制”，就是在
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
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和台湾保
持原有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以
这种方式实现祖国统一的构想，既体
现实现祖国统一、维护国家主权的原
则性，又充分考虑台湾、香港和澳门
的历史和现实，体现了高度的灵活
性。

按照“一国两制”方针，我国先后
于1984年和 1987年同英国政府和葡
萄牙政府签署了联合声明，正式宣布
中国政府将于1997年和 1999年对香
港和澳门恢复行使主权。香港和澳
门问题的解决，进一步推动了海峡两
岸关系的进展。

（新华社北京10月 15日电）

统一大业的伟大构想

尚广强，男，汉族，1956年 12月生，中
共党员，河南宏达木业集团党委书记、董
事长。

尚广强专注扶贫 25年，开展产业扶
贫、科技扶贫、就业帮扶，累计投入资金近
3000万元，使黄河滩区近3万名贫困群众
受益脱贫。

尚广强出生于原阳县黄河滩区农民
家庭，他致富后不忘党恩，用自己的实
际行动回报社会，投资 400 多万元为韩
董庄镇荒庄村修建了道路、学校、老年
活动中心，带动该村于 2014年实现整村
脱贫。他的公司吸纳安置 1300 多名贫
困群众、残疾人和滩区农民就业，扶持

周边和其他地区创办了 80 多家木材加
工厂，直接带动 2800多名贫困人口实现
就近就业。他以只收取成本费的方式，
为陕西、河南、新疆等地的革命老区、贫
困地区近 4000 万亩的农田提供灭虫设
备，使贫困农民增收达 15亿元。他主动
承担带动原阳县与平原示范区 11 个乡
镇 254 个行政村 2100 户 10300 人的脱
贫任务，并设立公益性岗位安排残疾人
就业。

尚广强 2017年 12月荣登“中国好人
榜”，先后获得“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河
南省劳动模范”“新乡市五一劳动奖章”等
荣誉。③5

李东亮，男，汉族，1976年 2月生，中
共党员，商丘市睢阳区新城办事处北海社
区居民，三级残疾退役军人。

2000 年 3 月，即将从军校毕业的李
东亮被查出患上尿毒症。在部队和社会
关爱下，他接受肾移植手术，获得第二次
生命。退役返乡后，自2005年起，他先后
发起成立三个爱心团体回报社会。

他发起组建的商丘义工联，现在拥有
1万多人的义工队伍，先后启动“关爱夕
阳”“生命之光”等四个志愿服务项目，参
与志愿者近 30万人，捐款捐物 600多万
元。2016年 8月启动的“商丘好人”爱心

早餐公益项目，为一线环卫工人提供免费
早餐近 20 万人次。他担任商丘市帮扶

“商丘好人”协会会长以来，关爱帮扶生活
困难道德模范、“商丘好人”等先进模范 1
万多人次，协调帮扶资金 1200 多万元。
他发起成立“爱之源”人体器官捐献志愿
者服务队，目前已有300多名志愿者进行
了人体器官和遗体捐献志愿登记。

李东亮荣登“中国好人榜”“河南好人
榜”，荣获“全国最美家庭”“全国最美志愿
者”“全国助残先进个人”“全国模范退役
军人”“河南省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称
号。③6

李东亮
（代码 11）

余善伟
（代码 12）

余善伟，男，汉族，1974年 5月生，中
共党员，河南省信阳市商城县志愿服务联
合会会长。

余善伟经营企业获得成功后，把主要
精力放在公益事业上，牵头成立商城县志
愿服务联合会并担任会长。2013 年起，
他每年拿出 15万元资助贫困女生上学。
2016年，他每月资助 62名孤贫少儿每人
400 元生活费直至他们 18 周岁。2018
年，他捐资 1460万元支持商城县第三中
学、第六小学标准化迁址新建。

他倾情帮助困难群众。2012 年，他
捐款 10万元支持建设商城县余集镇敬老
院，并每月资助 2000元改善老人们的伙

食。2016年起，他启动“扶贫济困安居”
计划，先后拿出 100多万元，为全县 10余
户贫困家庭建成“幸福居”。2018年 3月，
他捐出60万元在全县深度贫困村建立17
个爱心超市。2017年、2018年，他向商城
县红十字会捐出 421万元，设立“社会扶
贫专项救助金”。

在余善伟的带动下，商城县志愿服务
联合会从创建初期的 100多人发展到目
前的近7万名会员，累计服务群众达40万
余人次。

余善伟分别荣登“中国好人榜”“河南
好人榜”，获得河南省道德模范提名奖、

“信阳市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③5

李永和、窦小伟
（代码 13）

李永和，男，汉族，1975年 7月生，中
国农工民主党党员，平顶山市湛河区伟和
疼痛门诊按摩推拿师。

窦小伟，男，汉族，1975年 7月生，中
国农工民主党党员，平顶山市湛河区伟和
疼痛门诊执业医师。

窦小伟和李永和是一对患难兄弟。
窦小伟患有先天性肌营养不良症，5岁才
能扶墙走路。窦小伟上小学后，李永和主
动承担起搀扶他上下学的重任。窦小伟
12岁那年彻底丧失行走能力，李永和依
然不离不弃，背起窦小伟上下学。小学毕
业后，俩人进入同一所初中，李永和每天
往返4趟，走近10公里的路送窦小伟上下

学。
1991年，俩人考进同一所高中。3年

间，食堂、教室、操场、厕所……随处能见
李永和背着窦小伟的身影。高中毕业后，
俩人报考同一所大学学医。毕业后，在窦
小伟父亲的帮助下，俩人合开了一间诊
所，窦小伟为门诊取名“伟和”。多年来，
伟和门诊经常为老弱病残人士减免医药
费，参加公益活动，回馈社会。

他们的故事以《一双脚、两兄弟、三十
年》为题被收入初中语文教材。李永和、
窦小伟被评为 2017“感动中原”十大年度
人物、河南省优秀乡村医生、河南省扶残
助残标兵等。③5

尚广强
（代码 14）

王胜伟
（代码 22）

王胜伟，男，汉族，1967年 7月生，河
南省禹州市褚河镇巴庄村村医。

王胜伟在群众危难时刻做出不平凡
举动：先是冲入火海救出村民，接着，不顾
随时可能发生爆炸的危险，第二次扑入火
海关闭了正在燃烧的液化气罐阀门。群
众的生命财产得以保护，他却献出了宝贵
的生命。

2018年 7月 18日，巴庄村村民张丛
敏准备“炸焦花”。在她拧开液化气灶开
关的一刹那，“轰”的一声巨响，整个房屋
瞬间成了火海。一名村民拨通了王胜伟
的电话。王胜伟闻讯，立即朝出事点赶
去。

王胜伟冲入火海时，地上的张丛敏正

在挣扎。他一手捂住鼻子，一手拉住张丛
敏的胳膊用力把她拉到门外。

正准备离开时，王胜伟意识到液化气
罐爆炸的杀伤力巨大，如果不及时扑灭火
种，进而引起二次爆炸，周围群众都会遭
殃。

于是，王胜伟迅速找来一块棉垫，沾
了一下水，再次冲入火海。

室内的浓烟呛得他咳嗽。他没有回
头，迅速冲进去，用湿棉垫拧紧了发烫的
液化气罐阀门。火灭了，可王胜伟因吸入
大量一氧化碳引起中毒，心脏停止了跳
动。

王胜伟被追授为禹州市见义勇为道
德模范，荣登“河南好人榜”。③6

郑州人民医院救人群体 （代码 21）

新中国峥嵘岁月

·

助人为乐模范候选人

见义勇为模范候选人

据新华社北京 10月 15日电 教育
部15日在新闻通气会上介绍，教育部将
联合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科技部
等多部门，共同举办甲骨文发现120周
年系列纪念活动，这是甲骨文发现以来
首次在国家层面举办的系列纪念活动。

1899 年发现的殷墟甲骨，是中国
近代史料的“四大发现”之一。经过几
代学者的追求、守护和探索、开拓，一系
列甲骨文研究的标志性成果先后问世。

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司长
田立新介绍，系列纪念活动的举办旨在
总结甲骨文发现 120年来研究保护成
果，展示以甲骨文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弘扬时
代精神，坚定文化自信。

据介绍，系列活动包括即将在河南
安阳拉开帷幕的纪念甲骨文发现 12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将在国家博物馆

举办的“证古泽今”甲骨文文化展，以及
将在北京举行的纪念甲骨文发现 120
周年座谈会。

新华社北京10月 15日电 记者15
日从中国国家博物馆获悉，为纪念甲骨
文发现 120周年，“证古泽今——甲骨
文文化展”将于22日亮相国博，首次大
规模展示馆藏甲骨。

此次展览将通过近190件甲骨、青
铜、玉石、书籍实物构成的叙事链条，讲
述那段发现与发掘的惊世过往，重温甲

骨文背后的商周文明，致敬相关学者们
的卓越成就。

据介绍，展览内容主要分为甲骨文
的发现与制作、甲骨文反映的商代社
会，以及甲骨文的研究三大部分。由于
甲骨文内容比较晦涩，展览将配以相关
的辅助展品和多媒体，使甲骨文中传承
的文化基因为广大群众所感知。

我国将举行甲骨文发现120周年系列纪念活动

国博将首次大规模展示馆藏甲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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