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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耀中原
第七届河南省道德模范候选人公示

贺新义，男，汉族，1963年 11月生，中
共党员，驻马店市驿城区水屯镇孟庄村党
支部书记。

贺新义从一个农村创业青年，到一位
成功企业家，始终坚持诚信是金，德行天
下，致富不忘家乡情。多年来，他为困难
外出务工人员减免车费 6000多万元，带
动 3000多个家庭脱贫致富，其中 300多
人实现自主创业；他还 10年坚持给村里
老人发红包、给贫困户购买年货，为助学、
敬老、扶贫助困、建桥修路等，共捐出 600
多万元善款。

2011年，为了村里的发展，贺新义返
回家乡，全票当选为孟庄村党支部书记。
他带领村“两委”班子，抓党建、建阵地、兴
产业、促发展，实现贫困户全部脱贫。他
自筹和多方协调资金，建起村办公楼、文
化大院、村卫生室，修路十多条，建成自来
水厂，还帮村民创办了养殖场、果园、播种
机厂、光伏发电、扶贫车间、保洁公司等多
个产业扶贫基地，有力地带动了家乡发
展。

贺新义荣登“中国好人榜”，荣获“全
国优秀农民工”等称号。③9

贺新义
（代码 31）

高致明
（代码 32）

高致明，男，汉族，1960年 2月生，中
共党员，河南农业大学农学院中药材系教
授、中药学学科带头人。

高致明将大量心血投入到豫西山区
中药材研究，并将自己所研究的众多中药
种植技术倾囊传授给当地乡亲，让村民依
靠中药材种植实现脱贫致富。

他在方城县推广“裕丹参”种植，每年
经济效益达千余万元。在他多年精心指导
下，卢氏、嵩县、伊川、栾川、渑池等豫西山
区的连翘、丹参、柴胡、金银花、黄精等药材
产业得到迅速发展，惠及一批药材种植企

业，带动了数万农民脱贫。数十年来，他主
持各类扶贫及示范推广项目十余项，培训
农业推广人才累计达万余人次。他将丰富
的科研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农民和企业
生产基地，甚至直接通过媒体将核心技术
传递给有需要的每一位农民，豫西药农们
将他誉为“伏牛山上的‘点金师’”。

高致明荣获“河南省优秀教师”“河南
省委高校工委优秀共产党员”“河南省‘三
创一带’科普惠农优秀专家”“河南省优秀
科技特派员”等称号，荣登“河南好人
榜”。③9

诚实守信模范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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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振廷，男，汉族，1970 年 10 月生，
中共党员，三门峡市工商联副主席，河南
振宇产业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董事长。
23年来，宋振廷带领员工坚持诚信为本，
努力打造信用企业。通过宋振廷等人的
不懈奋斗，该企业发展成为集生产研发、
代理销售、物流快递、红色文化传播于一
体的非公有制实体企业，先后获得全国守
合同重信用企业、全国模范职工之家、河
南省守合同重信用企业、河南省文明诚信
企业等139项荣誉。

宋振廷非常重视党建工作，自筹

6000余万元，建成河南振宇红色文化馆
和红色廉政教育馆，并免费对外开放，先
后有 18.5 万余人次在这里接受红色教
育。

他投身公益事业，多年来累计向灾
区、敬老院、贫困群体等捐款捐物 300余
万元，并积极参与精准扶贫，用实际行动
诠释自己的社会担当，彰显了一个共产
党员、一个企业家的为民情怀。

宋振廷荣登“中国好人榜”“河南好人
榜”，获得三门峡市道德模范等荣誉称
号。③6

宋振廷
（代码 33）

董业
（代码 34）

董业，男，汉族，1981年 10月生，中共
党员，河南省军区工程维护队技师，三级
军士长。

从军 18载，董业扎根深山与国防工
程相守 18 年。他把忠诚和使命刻在心
头，从一个“门外汉”练成“兵专家”，熟练
掌握七大类数十个专业技术操作，多次圆
满完成全军国防工程达标和省级战役演
训保障任务，被官兵们称为“铆在国防工
程上的螺丝钉”。

2007 年秋，他负责的两个国防工程
同时参加全军工程达标施工。正在施工

关键时期，他接到了父亲罹患癌症的噩
耗。他强忍悲痛，加倍努力工作。10个
月后，两个工程同获全军优质维护奖，他
才得以陪父亲走完生命的最后 28 天。
2013年，某省级指挥防护工程升级改造，
旧设备拆除 90%以上，需带电作业，危险
性极高。一年半的施工中他始终坚守一
线，勘检排除各类安全隐患，提前半个多
月圆满完成施工任务。

董业先后 3次荣立三等功，荣获“全
军士官优秀人才奖”三等奖、原济南军区

“强军精武标兵”入围奖。③5

李俊贤，男，汉族，1928年 3月生，中
共党员，中国工程院院士，黎明化工研究
院原院长。

70年来，李俊贤矢志不渝献身国家
科研事业，是我国火箭推进剂开拓者之
一、聚氨酯工业奠基者之一。

李俊贤始终坚持爱党爱国，实践科技
报国理想。为研制火箭和鱼雷推进剂，他
在西北艰苦的环境中默默付出几十年，用
一流的科学技术，为我国的火箭、鱼雷、卫
星等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强大动力。他以
超前的敏锐性和洞察力，开创国内聚氨酯

产业，打破垄断，引领军民融合转型。
李俊贤虽然已经 91岁高龄，但仍坚

持工作，并心系国家科研事业和科技人才
梯队建设。2018年，李俊贤偕夫人丁大
云，把他们省吃俭用积攒的300万元捐献
出来，设立博士创新基金和困难帮扶基
金。

李俊贤获得全国科技大会“重大贡献
先进工作者”、全国“先进科技工作者”和

“五一劳动奖章”、国务院“国家级有突出
贡献的专家”、“中央企业优秀共产党员”
等荣誉，荣登“河南好人榜”。③6

李俊贤
（代码 41）

周遂德
（代码 42）

周遂德，男，汉族，1946年 1月生，中
共党员，河南省禹州市颍川街道东关社区
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周遂德自 1972 年担任党支部书记，
47年来，他扎根基层，埋头实干，呕心沥
血，把昔日的贫穷村发展为现代化社区。
他以近半个世纪的开拓与奉献创造了东
关社区发展的奇迹，践行了一个基层干部
为民服务的承诺。

为发展集体经济，他拉架子车外出拉
煤、坐拖拉机出差，建起建材厂、塑料厂、
钢窗厂、假发厂等企业，滚雪球式地形成

了独具特色的创汇产业群，东关村成为
“中原出口创汇第一村”。随后，又建成商
贸大世界、中华药城，目前，社区年总产值
超40亿元，人均年收入达2.5万元。

近年来，东关社区投资 4亿多元开展
城中村改造，先后投入上千万元开展环境
综合整治。2016年，社区获得“河南省美
丽乡村”称号。

周遂德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
秀党务工作者”“全国双十佳新闻人物”

“2016 河南最美村官”等荣誉称号，被评
为2016“感动中原”十大年度人物。③9

敬业奉献模范候选人

刘志怀，男，汉族，1964年 9月生，中
共党员，现任河南理工大学资产经营有限
公司党总支书记、董事长。

刘志怀从2010年12月至今连续三次
援疆。援疆期间，他先后参与主持并完成
哈密职业技术学院的创建工作及国家中职
学校改革发展示范校建设；参与完成哈密
职业技术学院新校区建设；主持创建了哈
密职业技术学院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主
持河南理工大学与哈密职业技术学院合作
共建豫新能源产业研究院；协调河南理工

大学免费为哈密职业技术学院培养紧缺专
业“二学历”教师23名、工程硕士15名，组
建10个专业教学团队，捐赠高性能电脑等
设备20套；在哈密职业技术学院设立河南
理工大学函授站并于2015年开始招生；积
极促进哈密职业技术学院与新疆医科大学
进行护理学“3+2”本科联合培养。

刘志怀荣获“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先进
个人”“最美新疆人之最美援疆干部”、哈
密市第四届道德模范、2017“感动中原”
十大年度人物等称号。③5

刘志怀
（代码 43）

张银良
（代码 44）

张银良，男，汉族，1962年 10月生，中
共党员，驻马店市残联负责人。

他是残疾人的“娘家人”“贴心人”，一
心一意为全市 60万残疾人谋福祉、赢尊
严。担任驻马店市残联负责人 10年来，
他拖着残疾的腿，行程十多万里，走进 20
多万个残疾人家庭，看望慰问了 30多万
名残疾人。残疾人有困难，他想方设法
解决；残疾人行动不便，他亲自送轮椅上
门……张银良说：“我们离残疾人越近，他
们就离困难越远。”经过长时间的走访调

研和思考，他成功探索出贫困家庭重度残
疾人集中托养的“驻马店经验”，在全市建
成重度残疾人集中托养中心 96个，入住
重度残疾人 2016 名，实现了托养全覆
盖。这项经验在全国推广，并列入中国残
联章程，受到联合国的高度关注。

张银良荣登“中国好人榜”，获得“全
国岗位学雷锋标兵”“全国残联系统先进
工作者”“河南省劳动模范”“河南省脱贫
攻坚创新奖”“河南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
等荣誉称号。③6

姚海军，男，汉族，1965 年 10 月生，
中共党员，南阳市卧龙区车站街道新西社
区居民，河南宇信物业管理公司职工。

姚海军与妻子系原南阳市石化厂工
人。在厂里，姚海军爱岗敬业，多次被评
为先进工作者。后因企业改制夫妻双双
下岗。为维持生计，他们四处打工，供女
儿完成大学学业。2014年年底，妻子李
燕病倒，急需肝脏移植。在苦苦等待肝源
无果的情况下，姚海军经过血型检验和配
型，各项指标都非常吻合，他决定自己割
肝救妻，誓与妻子“同肝共苦”。

对于姚海军来说，医疗费尚可以求人
帮助，但亲情却是他要面对的一道坎。姚
海军80多岁的老母亲害怕儿子捐肝后身
体不能承受，无论如何难以接受。他就跪
在父母面前声泪俱下劝说。看着满脸泪
水的儿子，父母最终被说服，含泪签了字。

姚海军毅然捐出自己65%的肝脏，举
债几十万元救治妻子的事迹在社会上引
起巨大反响，市民为姚海军义举感动的同
时，也给予他无私的援助。

姚海军荣登“中国好人榜”，其家庭被
评为“河南省文明家庭”。③9

姚海军
（代码 51）

郭连凤
（代码 52）

郭连凤，女，汉族，1970年 3月生，鹤
壁市淇滨区上峪乡西柴厂村农民。

郭连凤原本有个幸福的家庭。婚后
一年多，郭连凤的儿子刚满两个月时，
丈夫意外触电身亡。面对打击，23岁的
她悲痛欲绝，公婆也一夜白了头。在悲
痛之余，她暗下决心，一定要替丈夫把
家撑起来，成为公婆、小姑子和儿子的
依靠。

她一个人撑起门户，起早贪黑，艰难
地操持着一家 5口人的生活。有不少人
劝她早点改嫁，但她担心组建家庭后，对

方不支持她照顾公婆，就婉言回绝了。后
来，还是公婆不忍她如此辛苦，一再给她
做思想工作，劝她改嫁。郭连凤考虑再
三，对再婚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男方必
须愿意与她共同赡养公婆。

郭连凤的事迹打动了家住淇滨区大
河涧乡的肖玉明。1999 年，他把家搬到
了郭连凤与公婆居住的老宅里。婚后两
人相敬如宾，共同悉心侍奉老人、抚养孩
子，一家人生活得和睦美满。

郭连凤被评为第二届河南省乡村好
媳妇。③5

孝老爱亲模范候选人

张升华，男，汉族，1965年 8月生，中
共党员，郑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科员。

多年来，他以一己之力撑起四个家：
妻子和岳母身患癌症，他不离不弃；父母
体弱多病，他悉心照料；两个弟弟或智障
或贫弱，他鼎力扶助。

张升华出身贫寒，9岁上学，17岁辍
学。当了 13年兵回家后，他被部队召回
破格转干，曾荣立二等功 1 次、三等功 8
次。

他孝老爱亲，母亲腰椎间盘突出，父
亲双目失明并患有严重精神疾病，他悉心

照顾。为给父母治病，他花光了当年的全
部积蓄；为替父母解忧，他先后出资40多
万元帮两个患病弟弟分别盖了房、成了
家，且至今还帮有智力障碍的二弟抚养
11岁女儿。他还悉心照顾因车祸致残又
不幸患了癌症的妻子和重病的岳母。生
活的艰辛并没有压垮他的意志，反而铸就
了他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不管自己受了
多大的苦，在家人面前他始终保持笑容。

张升华荣登“中国好人榜”，荣获“全
国最美家乡人”“第四届郑州市道德模范”
称号。③5

张升华
（代码 53）

李银荣
（代码 54）

李银荣，女，汉族，1958年 11月生，安
阳市安阳县吕村镇西吕村人。

李银荣原是安阳县吕村供销社的职
工，1997 年下岗后，一直在家侍奉体弱
多病的公婆。李银荣的公公患有严重
的肺气肿，她特意为老人买来氧气枕。
她的婆婆 15年前患上白内障，生活几乎
不能自理。她悉心照顾老人的饮食起
居，经常陪老人拉家常、讲故事、说笑
话、晒太阳。

2010 年，李银荣被诊断出患上宫颈
癌。做手术的前一晚，她还为公公修剪指

甲、洗头、擦身子，一直忙碌到深夜。住院
的 3个月里，她多次打电话叮嘱家人要照
顾好老人。2019年 3月，李银荣再次被诊
断出肺癌，治疗出院后，她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去照顾老人。

她支持儿子参军保家卫国，先后把两
个儿子送到部队。在部队服役期间，兄弟
俩都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多次获得

“优秀士兵”荣誉，受到部队嘉奖。
李银荣被省妇联评为“好媳妇”，并

荣获“安阳市优秀母亲”“安阳市孝媳”等
荣誉称号。③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