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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救人!$%岁的他被洪水吞没 他是村里公认的好人 出事后近&'"名村民自发沿河找他

两次拼命救人!其实松开手他能逃生
平时

(''

多米宽的河面!疯涨到近
)''

米宽!半米高的浪不断发出呼啸声"

巩义东黑石关村水性最好的人说!这种天下水!就是不要命"

不过!当看到水中漂过来一个人!吴新军跳了下去!生命!从此定格在
$%

岁"

儿子出事后!

%'

岁的吴根长更沉默了"

他说!给儿子起的小名# 孬孬$!就是图命贱
好养活!可没想到儿子还是走在了前面%

昨日! 巩义市委&市政府领导!带着
)

万元救助金!来到吴新军家慰问!并表示巩
义将在全市组织开展向吴新军学习活动"

说起儿子!

*

月份才做过开颅手术的母
亲!又忍不住失声痛哭"

吴根长走过去劝道'( 别哭了! 别耽误
人家工作% 新军救人是光荣的事情% $

$

岁的吴金莹! 坐在妈妈白卫霞的怀
里!边喝雪碧!边奇怪地看着家里来的这么
多客人% 看到妈妈的泪珠往下滚!她跑进屋
里!找到餐巾纸!一下又一下地给妈妈擦泪%

每到晚上!吴金莹都会喊着要找爸爸!

妈妈对她说!爸爸出差了%

可昨天!吴金莹突然开口说!我知道!

爸爸掉河里!再也回不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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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了!为救人被洪水冲走的吴新军还没
有踪影%

('

日!

,%

岁的村民马志丹回忆起当天的情
景!还忍不住抹眼泪%

%

月
$'

日下午
$

时
&'

分左
右! 巩义市杜甫街道办事处东黑石关村村头!

因为连续下雨!平时
+''

多米宽的河面!疯涨到
近
)''

米宽! 半米高的浪头发出的呼啸声!老
远就能听到%

吴新军当时站在河边钓鱼!突然从上游漂
过来一个人!紧抱着一棵杨树%

站在高处的马志丹看到吴新军立刻站起
来准备脱衣服! 意识到他要救人! 就赶紧喊'

( 孬孬) 吴新军小名* !水老大!不敢去+ $

但马志丹只听到吴新军连喊着# 救人&救
人$!就跳了下去%

水性极好的吴新军很快游到
$'

米外的杨
树那儿!拼命往回拉% 但水流太急!根本拽不
动%一个浪打过来!吴新军不见了!但一两分钟
后!他又露出头!试图再去拉杨树%

但两人被水冲至离伊洛河黑石关段陇海
铁路桥

)

米左右时!又一个大浪打过来!吴新军
和那棵杨树还有杨树上的人!都被卷进了旋涡
之中%随即!仍紧抱着杨树的男子被水冲走!而
吴新军!两只手伸出水面一下!瞬间!消失%

# 如果新军松掉大树!肯定能逃生% $马志
丹说%

%

月
$'

日下午
$

时
*'

分左右!接到报警后!

派出所干警来了!消防队战士来了!交通局海
事处也出动两艘船%

而近
&''

名村民也自发开展搜寻工作!只
要是吴新军有可能出现的地方! 都有人打捞&

守候%

村民吴三宽是打捞团的组织者!他原本在
外做运输生意!听说吴新军救人在伊洛河里失
踪!他立即回到村里!每天拿出

+'''

元费用!供
打捞者吃饭和正常开销%

吴三宽是东黑石关村水性最好的人!他说!

出事当天!海事船测量新军被淹没的地方!水深
+-.&

米!比平时要深一倍!# 新军在水边长大!不
是不知道!这个情况下水!根本就是不要命啊$%

截至昨日!搜救还在继续%# 活要见人!死要
见尸!不然!村民们的心不甘啊+ $吴三宽说%

马春平!吴新军最好的朋友%

前天!他又蹲在河边发愣%# 谁也不知道新
军跳水时!到底想的啥!不过出事

)

天前!他就
告诉我他的选择了% $

%

月
&)

号下午! 伊洛河已经开始暴涨!水
中不时漂过上游冲下来的铁船&大树&汽油桶
等!很多人在水边打捞%

马春平说'# 这么大的水!别说流船!流金
子我也不捞% $

吴新军跟了句'# 流金子我不捞!要是流人
我就捞% $

村民吴红普对老同学吴新军印象最深的
就是小学四年级的思想品德考试%

一道题是'如果身边的人遇到困难!你会
怎么办,

吴新军的卷子上只写了三个字'帮助他%

结果被老师批评了一顿% 吴红普说'# 有
很多人就会说漂亮话!新军才是说到做到的
真汉子% $

吴三宽说!吴新军的父亲吴根长就是
个热心人!村里谁家有个事!他都忙前忙
后% 吴新军也随父亲!从小就是个稳当人%

村里很多人都记得!

+/--

年! 学校组
织为灾区捐款! 吴新军一下子捐了

&.$

元!

在学校引起轰动% 因为吴新军家庭条件一
直困难!而当时老师一个月的工资也就

))

元钱%

村里
-&

岁的吴廷奇听说吴新军出事
后!也非要到河边看看%

今年
+

月
&/

日!老人倒垃圾时!不慎连
人带垃圾桶滚入三四十米深的沟底% 吴新
军听说后! 同父亲吴根长等! 走了一里多
路!轮流将无法行走的老人从沟底送回家%

而几年前!有个乡亲脑溢血!也是吴新
军和几个乡亲!连夜冒着暴雨!走了十几里
路!用架子车把他送到巩义人民医院%

吴廷奇老泪纵横地拉着村委干部的手
说'# 新军是个好孩子! 希望政府照顾好他
的家人和孩子! 今后才能出现更多新军这
样的好人% $

前天下午!吴新军拼命救的武亚帅!一
走进吴新军家的小院!又忍不住跪了下来%

这个
&'

岁的小伙子! 家在东黑石关村
上游

)

里地%

%

月
$'

日下午
&

点!他和三个朋
友在河边玩! 武亚帅骑到上游冲下来的一
棵杨树上想休息会儿% 突然一名伙伴恶作
剧!猛力推那棵杨树!结果他和杨树一起被
冲进暴涨的激流中!极度惊吓中!他坐在杨
树上!死死抱着杨树的根!顺水漂流%

其间!武亚帅看到有两人在河边钓鱼!

大声呼救!但两人均答不会游泳%

看到吴新军游向他后! 他心里感激得
要命% 但失败后!他又往下漂了

)

里多!直
到被芝田镇益家窝村村民武劲风和刘红刚
抱着游泳圈救起%

没有人教!吴新军
/

岁的女儿吴金鸽赶
紧起来!哭着拉起这个爸爸用命换回的人%

这个听说爸爸出事! 两天没吃饭的孩
子说'# 我们都不恨他!爸爸是我们的骄傲!

他用生命教我们怎么做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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