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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翛然，女，汉族，2008年 7月出生，郑
州市伊河路小学六年级八班学生

从 6岁起，“志愿者”三个字就在王翛然
幼小的心灵里扎下了根。通过参加“关爱黄
河母亲，建设美丽河南”、“爱心富硒梨”义卖、

“爱心书摊”推广阅读等活动，小翛然在做公
益的路上越走越坚定。

她加入“美音天使”志愿服务团队做文化
志愿者，荣获第四届中国花样少年语言艺术
大赛全国总展演金奖；加入郑州人民广播电
台“有声图书”志愿服务项目，为视障儿童讲
故事；参加“我与宝岛台湾有声共读”“我们的
节日·中秋”等节目录制，两次在黄帝故里拜
祖大典上高唱《黄帝颂》，成为志愿传播传统
文化、倡树家国情怀的小使者。

王翛然尽己所能，开展文明实践，在“我
是郑州小公民，我为文明行为代言”活动中为
传播文明发声；拍摄公益宣传片，倡导市民无
偿献血；在快手平台发布作品《To Heroes
In Harm’s Way》，倡导礼赞、
关爱疫情防控志愿者。

2017年以来，王翛然先
后被评为“郑州市优秀
儿童”“郑州市十佳
儿童”“郑州市新时
代好少年”。③5

路子宽，男，汉族，2008年 11
月出生，辉县市百泉镇西井峪小
学五年级学生

2012年，路子宽的父亲路
炎衡被查出患有骨髓增生异常
综合征，白血病前期。2018
年，路炎衡身体情况恶化，药
物已经不起作用，医生建议
尽快进行骨髓移植。看着父
亲被化疗折磨得日渐消瘦，
年少的路子宽毅然决定为父
亲捐献骨髓。可医院的体
检配型结果让一家人喜忧
参半。喜的是路子宽配型成
功，忧的是瘦弱的他体重只
有 30 多公斤，不符合 45 公
斤以上的捐献标准。

只有自己吃胖才能救爸
爸！于是饭量并不大的路子
宽开始狂吃猛喝。他一天逼自
己吃五六顿饭，经常吃得恶心
想吐，夜里胃胀得睡不着，在床
上翻来覆去偷偷抹眼泪。爸爸妈
妈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可路子宽
只有一个信念：要救爸爸，要快！

短短 3个月时间，路子宽的体重
猛增至 96斤。2019年 9月，他顺利完
成骨髓移植，成功挽救了父亲的生命。
路子宽“增肥救父”的感人事迹先后被中
央电视台、人民网、新浪网等多家新闻媒体
宣传报道，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在中央
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2019寻找最美孝心少
年”活动中，路子宽获得“最美孝心少年”荣誉
称号。③5

捐献骨髓
增肥救父

李承泽，男，汉族，2007年 7月出生，郑
州市第八中学七年级六班学生

2019年 12月 30日晚 10点，李承泽在外
学习结束后，走到所居住小区一单元楼道门
口时，突然闻到一股刺鼻的天然气味道。细
心的李承泽感觉不对劲儿，立即喊上门卫秦
师傅一起，逐层逐户敲门询问。当他们费劲
地敲开二楼住户家的门时，发现客厅内充满
了难闻的天然气味道，原来是厨房燃气管道
发生泄漏，在卧室睡觉的三人却毫无察觉。

“通风开窗，别吸烟，别用闪光带电的东
西！”李承泽边对屋里人大声喊，边帮他们撤
离房间。此时，刺鼻的气味已经弥漫整个楼
道，见此情况，李承泽又赶紧逐层逐户敲门，
让楼上居民从家中撤离。疏散完居民，他们
又及时拨打电话请求消防队救助。细心的李
承泽担心消防队员找不到小区位置，还跑到
距离小区 200米远的路口等候，并带着消防
队员迅速赶到小区，最终将泄漏点找到，排除
危险。

李承泽的事迹先后被人民日报、新华
社、中央电视台、河南日报等多家新闻媒体
报道。众多网友也纷纷为机智勇敢的李承
泽点赞。2020年 1月 9日，在阿里巴巴天天
正能量评选活动中，李承泽荣获第 321期正
能量奖。③5

肖乃军，男，汉族，2004年 3月出生，商
城县上石桥镇第二初级中学九年级四班学生

肖乃军出生于一个贫苦家庭，妈妈有智
力障碍，父亲年轻时患精神分裂。2016年 5
月，肖乃军的父亲被确诊为鼻咽癌。面对生
活中的挫折与不幸，弱小的肖乃军选择坚强
勇敢地面对。父亲生病住院期间，他主动向
老师请假去医院照顾父亲。一年多时间，他
每天都为父亲端尿盆、洗澡、洗衣服，但依然
没能挽回父亲的生命。

从此，家庭的重担全都落在肖乃军的肩
上。每天放学后，他总是先去做饭、洗碗、收
拾家，有时还要给妈妈洗衣服、洗头，等忙完
这一切，他才能安心去写作业。为了补贴家
用，周末或节假日他经常早早起床，跟随邻居
家大人到池塘边、水田里捕虾。每次卖虾所
得的一二十元钱都让他很开心。

虽然家境贫寒，肖乃军还很乐于助人，听
说一位同学患白血病难以承担高额治疗费，
他毫不犹豫捐出了自己辛苦捕虾攒下的全部
积蓄220元钱。

2019年5月，肖乃军被评为河南省“最美
孝心少年”，10月获得 2019年“最美孝心少
年”称号；2020年 1月，他的事迹荣获“搜索

正能量，点赞 2019”年度青少年好
故事。③5

冯之瑗，女，汉族，2004年 4月出生，河
南省实验中学高一一班学生

2015年以来，冯之瑗连续五年参加为乡
村留守儿童圆梦大型公益活动，每年认领心愿
卡20余张，用自己的零花钱购买文具、图书、书
包等物品捐赠给留守儿童。她还多次参加“博
爱·牵手——关爱抗战老兵”活动，走访慰问抗
战老兵，给他们送去大衣、棉被以及油、米等
生活用品，并为抗战老兵送上亲手书写的春
联，让老人们充分感受到来自社会的温暖和
尊重。同时，她还认真采集史料，积极参与宛
都播报“致敬抗战老兵”栏目，并担当抗战老
兵事迹的义务宣传员，号召身边的人铭记民
族历史，传承抗战精神，激发爱国情怀。

冯之瑗好学上进，兴趣广泛，多才多艺，她
两次获得华罗庚金杯少年数学邀请赛全国一
等奖；两次获“希望杯”全国数学邀请赛金奖；
获得第八届全国规范汉字书写大赛高小组硬
笔全国一等奖；获得第十五届“星海杯”全国少
儿钢琴比赛业余二组一等奖；参演的舞蹈《少
女的第一场雨》获河南电视台“百花迎春”少儿
春晚歌舞类一等奖。

冯之瑗2018年被共青团中央评为“全国
最美中学生”，2019年被评为南阳市“新时代好
少年”。③5

机智少年
勇救整楼居民

热心公益的
“志愿小达人”

小小少年
为家撑起一片天

心中有爱
品学兼优

王泯燃，男，汉族，2005年 4月出生，鹤
壁市山城中学九年级四班学生

王泯燃是一个机智勇敢、热心善良、乐于
助人的好少年。在校园集体生活中，他不仅认
真学习，还会主动给生病的同学打热水，给家
庭困难的同学送衣服，力所能及地帮助别人。

近两年来，王泯燃以身为救援队队员的父
母为榜样，在课余时间和姐姐一起积极参加志
愿服务活动，传播正能量。2019年11月30日
18时50分许，一名3岁女童不慎掉进20米深
的井中，情况十分危急。现场聚集了公安、消
防、救援队等大批救援人员和许多热心群众，
甚至还出动了7台挖掘机，可是因为场地有限，
井口太小，许多救援方案都不能实施。

女童被困已达4个小时，哭声渐渐微弱，随
时可能因缺氧遭遇不测，此时身材瘦小的王泯
燃匆匆赶来，主动要求下井救援。他紧急学习
救援知识，经过近30分钟不断尝试，连续6次
倒挂下井，终于将被困女童成功救出。冷静不
怯场，勇敢不慌张，少年王泯燃挽救了一条鲜
活的生命，也温暖感动了寒冬里无数人的心。

王泯燃倒挂深井救人的事迹被新华社、
人民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河南日报、大河
报等多家媒体相继报道，社会各界纷纷为他
点赞。③6

周沐卉，女，汉族，2009年 4月出生，濮
阳市实验小学五年级十班学生

今年年初，面对突然而至的新冠肺炎疫
情，周沐卉每天关注疫情发展，精心制作防范
新型冠状病毒知识、致敬最美逆行者手抄报，
积极撰写心得体会文章，力所能及地为武汉送
去温暖与祝福，为武汉加油，为中国加油！她
撰写的《面对疫情，我想说》《英雄的逆行者，我
想对您说》等文章，先后在中国网和《濮阳早
报》等媒体上发表。

因开学延迟，学校开设了网络课堂。她率
先起模范作用，将学习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
并将学习生活轨迹做成美篇，示范大家即使居

家学习也要高度自律。面对长时间居家
出现的焦虑情绪，她发挥专长，录制中英
文朗诵《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用拉丁舞

演绎抗疫守则，编排劲爆的牛仔舞蹈，
录制手语操《听我说 谢谢你》，领舞
励志舞蹈《我相信》等。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为
了录制短短三分钟的视频，她常常

从晚上8点一直录到第二天凌晨
1点，哪怕是对一个眼神不满意，

都要重新录制一遍，直到满意
为止。她的乐观向上、坚
韧不拔、自律自强和精彩
演绎，抚慰了无数同学焦
虑的心情，为抗击疫情贡
献了自己的力量。③6

黄籽恬，女，汉族，2006年 11
月出生，洛阳外国语学校八年级
七班学生

黄籽恬是中国优秀传统文
化的小小探索者，是洛阳市文
物考古研究院的外聘考古员，
也是洛阳博物馆的小讲解
员。她对中国历史文化特别
是黄河流域的时代变迁极有
兴趣，多次参加历史文化名
城洛阳的考古工作（业余探
索班），每逢假期还会义务
为市民和参观者进行讲解。

她积极参加学校“用外
语讲好中国故事”活动，与同
学们一起用英语演绎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桃园三结义”，激
发同学们的民族自豪感。她还
是小小运动健将，2018年她代
表洛阳市参加河南省第十三届
运动会，以 1分 11秒 48取得青
少年女子 11岁组 100米自由泳
第八名的成绩。她还代表洛阳市
参加河南省第十届青少年模拟联合
国大会，取得团体一等奖的佳绩。

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之际，她坚
强果敢，用自己的方式身体力行，与同

学们分享逆行者的战“疫”故事，弘扬战
“疫”英雄的高尚精神。她精心创作的《武
汉加油，热干面奋起》手抄报、书法作品、作

文等，深情表达了对逆行者的赞颂，让爱国主
义精神薪火相传、厚植于心。

2019年，黄籽恬被评为洛阳市“优秀少
先队员”。③6

赵张睿，男，汉族，2007年 9月出生，沁
阳市实验小学六年级七班班长

赵张睿喜欢唢呐，从6岁起就立志追梦，
先后师从唢呐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人、著名唢呐演奏家李金海，焦作市民间艺术
家协会副主席、唢呐协会会长靳永义，矢志传
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了练好基本功，赵张
睿每天下午放学后至少练习吹奏30分钟，一
年 365天从未间断。2018年暑假，他参加了
长垣豫北唢呐艺术学校封闭训练，因为频繁
练习，磨破了嘴皮，有时甚至连吃饭都困难。
但赵张睿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战胜了自
己。他说：“痛，并快乐着，为了我的唢呐梦！”

2018 年 11月，赵张睿取得唢呐八级证
书，成为实验小学民乐团的“台柱子”。学校
组建唢呐社团，他带动身边的同学积极加入，
还经常与同学们交流基本功。在欢迎台湾参
访团来实验小学参观的仪式上，他的唢呐独
奏《黑土地》得到了台湾同胞的高度赞誉；在
河南广播电视台“童一个梦想”春节联欢晚会
上，他荣获“最佳表演奖”；他还跟随西安音乐
学院教授高晓鹏参加陕西省宜川县的民间艺
术节演出，颇受欢迎。

赵张睿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连续两年
荣获焦作市“三好学生”。2019年，他被评为
沁阳市“新时代好少年”。③6

岳昊然，男，汉族，2010年 2月出生，平
顶山市新城区湖光小学四年级三班学生

在岳昊然的家乡宝丰县，有 700多年历
史的“马街书会”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把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视为己任的岳昊然，认真学习曲艺知识，刻
苦训练讲解技巧，积极宣传家乡曲艺文化。
2019年 1月，通过层层选拔，他从数百名选
手中脱颖而出，成了一名“宝丰首届小小讲
解员志愿者”。“马街书会”期间，他义务讲解
百余次，1万多名游客聆听了他的讲解。

生活中，岳昊然积极参加各种公益活
动，常常利用星期天和节假日去“爱心食堂”
做小志愿者。每年春节都去看望生活困难
的孤寡老人，为他们送去过年所需的物品和
新春的祝福。

在学校，他学习勤奋刻苦、不懂就问，常
常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少壮不努
力，老大徒伤悲”勉励自己，学习成绩一直名
列前茅，每年都被评为“三好学生”。他还兴
趣广泛，多才多艺，喜欢阅读、唱歌、弹钢琴、
表演、朗诵和主持，先后获得第四届“花样少
年”全国青少年语言艺术大赛全国总决赛银
奖、第五届北京金色中传朗诵艺术节“我和
我的祖国”比赛特等奖。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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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彩好少年出彩好少年
奋进新时奋进新时代代

——2020年河南省“新时代好少年”发布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

进步则国进步。青少年是

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

望。为引领青少年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从娃娃抓起、培养担当

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

人，根据中央文明办《关于

做好 2020 年度“新时代

好少年”推荐工作的通知》

精神，省文明办、省教育

厅、团省委、省妇联、省关

工委联合在全省未成年人

中开展了“新时代好少年”

学习宣传活动。经过逐级

推荐、认真审核、评委会评

审，推出了 10 名河南省

“新时代好少年”。

他们乐观向上、坚强

勇敢、孝老爱亲；他们服务

社会、忠于祖国、忠于人

民；他们有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

力奋斗的使命担当；他们

是当代未成年人身边的榜

样，也是出彩河南人的优

秀代表。今天，让我们一

起认识这些可亲、可敬、可

学的“新时代好少年”，了

解他们的励志、暖心故

事。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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