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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彩河南人”2019感动中原
十大年度人物候选人评出

本报讯（记者 陈小平）12 月 16日，记者从“感动中原”十大年度人物宣
传推介活动组委会获悉，“出彩河南人”2019感动中原十大年度人物候选人
（集体）评出，公众可通过“大象新闻”手机客户端进行投票。

“感动中原”十大年度人物宣传推介活动是我省着力打造的人文精神公
益品牌，迄今已连续举办 15届。该活动由省委宣传部指导，河南广播电视
台、河南日报报业集团联合主办，旨在深入挖掘我省各行各业涌现出的先
进典型人物，通过宣传这些典型人物的精神内涵和时代价值，树立一批自
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学习榜样，引导全省广大干部群众争做出彩
河南人，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

活动启动以来，全省各地各有关单位高度重视，积极向活动组委会办公
室推荐人选。截至 11 月 15 日，组委会办公室共收到有效推荐材料 192
份。活动组委会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要求，经过评审委员会的评审，
从中推选出了 20 名候选个人和 2 个候选集体。现将候选人（集体）名单及
事迹公布（按姓氏笔画为序），请广大群众积极参与，踊跃投票，选出您心目
中的“出彩河南人”2019感动中原十大年度人物。③4

投票方式和时间

投票方式：为确保此次投票活

动的公平公正，组委会将河南广播

电视台“大象新闻”客户端作为投

票唯一通道入口。公众可手机登

录“大象新闻”客户端进行投票。

投 票 时 间 ：2019 年 12 月 17

日—23 日。

11号 李应贤

李应贤，男，62岁，
洛宁县金珠沙梨示范园
负责人。

1982 年 12 月 ，李
应贤从部队退伍后，选
择自立自强的创业方
式 。 历 时 15 年 ，他 从
豫西深山野果中培育
出 果 树 新 品 种 —— 金

珠沙梨，获河南省科技进步奖三等奖及科
技发明奖金奖。他带动周边群众广泛种
植、拓展销路、打造品牌。2019 年金珠沙
梨获得农业农村部“全国名优特新农产品”
称号。如今，金珠果种植已成为洛宁县及
外地群众脱贫致富的“金果”产业。他先后
荣获“全国乡村优秀致富带头人”“出彩河
南人之首届最美退役军人”“河南省脱贫攻
坚创新奖”等称号。③4

05号 申六兴

申六兴，男，97岁，
新乡市离休干部。

作 为 一 名 1938 年
就参加革命的老党员，
申六兴多次向灾区捐
款，捐资助学、济贫扶
困，先后捐出工资、养老
金等 50 多万元。今年
10 月 23 日，他将自己

多年积蓄的 15 万元存折和组织发给他的
2000 元慰问金，作为特殊党费交给了党组
织。老人动情地说：“现在国家还有一定的
困难，扶贫攻坚到了关键时刻，我这一切都
是党给的，交纳党费是‘取之于民、用之于
民’。明年就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了，我愿
意与大家共同富裕。这是我的心愿，也是我
的理想。”③4

09号 刘俊义

刘俊义，男，49 岁，
郸城县公路局驻马庄行
政村第一书记。

2015 年 8 月，刘俊
义担任郸城县石槽镇马
庄行政村第一书记。驻
村以来，他白天走访、帮
扶贫困户、处理村里的
大小事，晚上填档案卡、

完善资料、按要求上报信息。他筹资修路种
树，带头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发展特色种植和
日用品加工产业，带动贫困户在家门口实现
就业。驻村 4 年，马庄村的贫困发生率由
42%下降到 1.31%，刘俊义却因劳累过度患
上尿毒症。组织要求他结束驻村、安心养病，
但他依然坚守在驻村一线。③4

10号 豆雨霞

豆雨霞，女，52岁，
河南爱馨养老服务集团
创始人。

20年来，她创造的
养老“五位一体、六大
标准”新型养老服务体
系，使千千万万老人受
益。从与媒体联合开展

“寻找流浪母亲”行动，
到每年向郑州市慈善总会捐赠近百万元，再
到帮助百岁老兵恢复其共产党员身份的圆
梦行动……豆雨霞近十多年来组织开展“致
敬抗战老兵”“关爱贫困失能老人”“让爱回
家”等一系列公益项目，让众多贫困家庭得
到救助。③4

01号 丁世毅

丁世毅，男，53岁，
商丘市民权县环保局干
部。

作为环保事业 30
年发展的参与者和见证
人，丁世毅先后在民权
县环境监察、监测、规
划、生态、宣教、法制等
多个岗位工作，被称为

“环保战线老黄牛、黄河故道守望者”。他在
全国率先开展了排污申报登记工作，撰写《转
点源治理为集中控制——关于县级污水集中
处理的调研报告》。32年来，不论春夏秋冬，
还是风霜雨雪，他都尽心尽力坚守在工作岗
位上，并作出了不平凡的成绩。③4

02号 王光辉

王光辉，男，40岁，
中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2005年起，王光辉
先后参与莫桑比克、赞
比亚、坦桑尼亚等国家
多次投标，累计中标项
目约 20个，累计中标额
超过 10亿美元，为中铁

七局集团海外业务作出很大贡献，是河南人
为“一带一路”倡议在非洲落地生根的一个缩
影。在建设一座座优质工程的同时，他还非
常注重企业的良好社会责任。今年 3月 10
日，一架客机在埃塞俄比亚比绍夫图附近坠
毁。王光辉第一时间组织 20余人救援队赶
往事故现场，仅用20多个小时就从地下十几
米深的飞机残骸中找到两个黑匣子，为早日
还原坠机真相赢得宝贵时间。③4

03号 王杜娟

王杜娟，女，40岁，
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有限
公司总工程师。

2002年 10月，中铁
隧道集团盾构机研发项
目组正式成立，王杜娟成
为项目组 18 位成员之
一。怀着“振兴民族工
业”的梦想，她和团队从

雪域高原到深海隧道，从冰封北疆到酷暑南
国，足迹遍布全国40多个地铁建设城市，钻隧
道、爬高坡、下井坑，攻克了多项世界性施工难
题。经过不懈努力，2008年4月，王杜娟和同
事们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台拥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复合土压平衡盾构，其整机性能达到国际
先进水平，多项关键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填补了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空白，产品远销新加
坡等16个国家，实现了“中国中铁盾构机”冲出
国门、走向世界的梦想。王杜娟先后荣获“河
南省学术技术带头人”“中国中铁十大杰出青
年”“河南省五一巾帼标兵”等称号。③4

04号 王海超

王海超，男，26 岁，
广州市白云出租汽车集
团出租车司机。

2019 年 7 月 21 日
凌晨，在珠江天字码头
附近，正在等待乘客的
驻马店“的哥”王海超突
然听到呼救：“有人跳江
了！”他迅速下车前往事

发江边，发现两名年轻女子在水中挣扎，情况
十分危险，王海超立即跳入江中，和另一名河
南“的哥”邓伟强合力救援两名落水女子。他
也因此获得广东省“最美职工”“广州好人”

“南粤河南好青年”等称号。③4

06号 代玉建

代玉建，男，37岁，
兰考县仪封乡代庄村党
支部书记。

代 玉 建 是 代 庄 村
走 出 来 的 大 学 生 。
2014年，他毅然放弃郑
州的事业，在焦裕禄精
神的感召下，回到家乡
挑起村党支部书记的

担子。5年来，他累计捐款 230余万元，用于
村委办公楼房、公共设施建设和贫困户、贫
困学生帮扶等工作。他带领全村实现了人
均收入由 2014年的 4600元提高到 2018年
的 1.2万元，连续 5年零上访，全村贫困户脱
贫。他先后荣获“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河
南省青年五四奖章”“河南省十大三农新闻
人物”等称号。③4

07号 仵民宪

仵民宪，男，56岁，
三门峡市中心医院医
生 。

2001年起，仵民宪
先后参加中国援厄立
特里亚、赞比亚、埃塞
俄比亚医疗队。11 年
里，他参与诊治病人 4
万 人 次 ，12 次 感 染 疟

疾，5次艾滋病暴露，4次车祸惊险逃生，以
无私奉献的职业精神赢得当地人民的高度
赞誉。他先后出版《在十三个月的国度里》
《我的非洲十年》等反映援外医疗的著作。
《我的非洲十年》被翻译成英文出版，还作
为国家卫健委医疗队员出国培训资料。
2019年 8月，他获得第三届全国“白求恩式
好医生”称号。③4

08号 刘岩松

刘岩松，男，36岁，
生前系周口市审计局审
计师。

刘岩松 2004 年进
入周口市审计局工作。
15 年来，他勤于钻研、
业务精通、作风务实，敢
于 负 责 、勇 于 担 当 。
2019 年 4月，刘岩松担

任商水县扶贫和“一卡通”惠农补贴资金项目
主审，在项目攻坚阶段，他长期加班加点，发
烧后仍坚守工作一线，诱发真菌性脑膜炎，不
幸于 2019 年 6 月 10 日因公殉职，年仅 36
岁。他被追授“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全省
审计系统先进工作者”“周口市优秀共产党
员”等称号。③4

2002年，浚县职业技术中专音乐老师蒋
立炜和他的 5名学生组建了一个乐队，名为

“农民兄弟”。2013年，由团省委主办、河南
省消防总队参与的农民兄弟乐队“盛放”河
南高校消防宣传巡演，先后走进郑州大学、
河南大学等 10所高校，用音乐唱响青春，传
播正能量。2019年为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
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创作的宣传歌曲《这里是
郑州》MV 推出以后，短短数小时阅读量突
破 20万。今年 10月，被人民日报官方微博
转发，点击率高达1.7亿。③4

12号 李松辰

李松辰，男，51 岁，
新密市祥和街社区居委
会党支部书记。

为帮助群众脱贫，
李松辰着力打造曾经
是 革 命 老 区 的 田 湾
村。他积极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理念，带领当地群众相

继打造出伏羲大峡谷、三泉湖、红石林等
4A 景区，让数万亩荒山荒坡变成生态之
山、致富之山，带动山区百姓 2482 户、7752
人脱贫。将田湾村旧址改造成“中原豫西
抗日纪念园”，使伏羲山成为全国首座个人
出资建造的红色教育根据地。他先后荣获

“河南省扶贫工作先进个人”“郑州市优秀
共产党员”等称号。③4

13号 张军

张军，男，50岁，焦
作黄河河务局武陟第二
黄河河务局高级工程
师 。

张军从 1985 年参
加治黄以来，在基层一
线坚持工作 30余年，主
要从事黄河、沁河防汛
抢险，堤防工程维修养

护及科技创新工作。他研发多种养护工具与
生产设备，其中4项成果获得“实用新型专利
证书”，14项成果被水利部及黄委会评为“科
技进步奖”和“三新成果”，5项成果分获“河
南省水利创新成果奖”“河南黄河河务局科技
进步奖”，被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授牌成立

“张军技能大师工作室”。③4

14号 陈伟起

陈伟起，男，35岁，
许昌市魏都区科幻小说
创作者。

陈 伟 起 是 一 名 脑
瘫患者，6 岁时父亲去
世。他曾 3次从死亡线
上挣扎回来。面对先
天的生理缺陷和病魔
折 磨 ，他 没 有 自 暴 自

弃，而是通过文学点亮自己的生命之光。
自 2003年尝试创作以来，他用嘴唇以小鸡
啄米的方式敲击键盘，创作出版《生命进
阶》《百口莫辩》等多部科幻小说，字数达百
万字。他被中国科普作家协会授予“科普
科幻青年之星”荣誉称号。他的长篇科幻
小说《生命进阶》获第十届全球华语科幻

“星云奖”银奖。③4

15号 郑美玲

郑美玲，女，41岁，
郑州外国语学校语文
教师。

2017 年 10 月 ，带
着家长的信任与外界
的质疑，郑美玲接过了
一个连续两任班主任
请 辞 的 年 级 垫 底 班 。
此时，她有罹患 5 期癌

症的母亲、行走不便的父亲以及小升初的
儿子要照顾；此时，距离中招考试仅剩 7个
月。可她，排除万难，带领这个曾经的垫底
班级打造“中考神话”——三分之二学生以
超 650 分的成绩考上高中。从教 22年，郑
美玲的教学评估连续 22年保持第一。她先
后获得“全国五一巾帼标兵”“2013 河南省
首批十大中原名师”“2019 年河南最美教
师”等荣誉称号。③4

16号 索良民

索良民，男，99岁，
原郑州酿造厂离休干
部。

索良民是一名“特
别党员”。新中国成立
前，他一直从事地下情
报工作。新中国成立
后，他“特别党员”的身
份因种种原因没有得到

确认。直到 2014年，索良民正式恢复党籍，
重新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老人激动地
写下：“顿觉轻松迈快步，力求奋进细耕耘。
余年还做中国梦，再建功勋报党恩。”2019年
6月，中央电视台《面对面》栏目对索良民进
行专访，随后央视军事频道、新华网等多家
媒体对其事迹进行报道。③4

17号 袁金芳

袁金芳，女，34岁，
济源市公路管理局路达
养护处道班班长。

2004年，袁金芳从
父亲手中接过扫帚和铁
锹，祖孙三代一个梦，养
路护路一辈子。15 年
来，她把“养好公路，保
障畅通”作为责任和坚

守，用辛勤的汗水换来分管路段的“畅、洁、
绿、美、安”。作为道班班长，她每天早上提
前一小时赶到工作岗位，重复又脏又累的劳
动，不停地在责任路段巡查，随时清理杂物，
用心血和汗水展现出一名合格基层公路人
的责任与担当。③4

18号 郭亚培

郭亚培，男，36岁，
郏县郭亚培小麦种植合
作社理事长。

2003 年 ，在 外 打
工多年的郭亚培返乡
创业，在郏县承包流转
土地 60 亩，开始尝试
通过种地致富。随后
几年，他通过种植专业

合作社的形式，逐步增加承包土地面积，
2018 年种植面积达 2160 亩，其中特色谷
物 1300 多亩、富硒林果 700 余亩，走出一
条集特色种植、加工、贮藏、销售于一体的
绿色、生态、健康农业新路。在自己致富
的同时，他还通过免费提供优质种子、技
术培训、和贫困户签订种植协议等方法，
带动周边群众致富。③4

19号 黄德耀

黄德耀，男，64岁，
新县检察院退休干部。

黄德耀出生在新县
的一个红色家庭，一家

“6 个老红军、3 名忠烈
魂”。2013 年，信阳大
别山干部学院开班，从
新县检察院退休的黄德
耀受邀成为第一批特聘

教师。从一名检察官到踏上讲台当老师，他
很快适应这种人生角色的转变，用一个个感
人至深的革命家史故事，感染着一批又一批
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③4

20号 游弋

游弋，男，49 岁，河
南能源化工集团车集煤
矿矿井维修电工。

从事煤炭工作20多
年来，游弋始终坚持扎
根一线，潜心钻研，带领
团队先后获得多项国家
专利，完成创新成果百
余项。他发明的钢丝绳

全自动除尘装置的成功应用，填补了国内该
领域的技术空白。2018年 11月，作为农民
工出身的矿井维修电工，游弋获得国家对技
能人才的最高政府奖励“中华技能大奖”，是
该项评选活动以来唯一获得该荣誉称号的煤
炭行业工人。他还是全国煤炭行业技能大
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③4

南阳市“三八”女子疏浚班成立于 1997
年，现由9位女性队员组成，负责南阳中心城
区南部的 10条主次干道、2894座窨井的掏
挖疏浚工作。多年的工作经验，使女子疏浚
班对南阳排水设施情况了如指掌，她们提出
的排水改造建议多次被设计部门采纳。22
年来，这个疏浚班累计掏出约 6万吨污泥。
她们日日疏通着城市的地下主动脉，以实际
行动诠释着忠于职守、爱岗敬业的精神，奏
响一曲昂扬激越的巾帼赞歌。③4

21号 南阳市市政管理处
“三八女子疏浚班”（集体）

22号 农民兄弟乐队（集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