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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届全国见义勇为英雄模范（含群体）名单

第 十 三 届 全 国 见 义 勇 为
英雄（共7名）

冯战峰，男，汉族，中共党员，1984年6月
生，牺牲前系石家庄机械化步兵学院院务部
勤务保障营警勤汽车队副班长。

2013 年 8 月 3 日晚上 9 时许，河北省河
间市石灰屯村村民杨会长与其 14 岁儿子前
往村边池塘下鱼篓，杨会长不慎坠入离冯战
峰家 100 米处的水井。该井废弃多年，积水
2 米多深，内有枯枝败叶产生的大量沼气，杨
会长随时有生命危险。听到呼救声后，在家
休假的冯战峰迅即赶来，果断跳入井中救人，
在漆黑的井中摸到已经昏迷的杨会长，全力
将其托出水面，但因井深壁滑，多次努力都未
成功。随后赶到的村民把绳子投入井中，冯
战峰将绳子系在杨会长的腰间，大家迅速把
杨会长拉了上来。但再次放下绳子时，井中
已无回应。村民遂找来梯子下井将昏迷的冯
战峰救上来，他却因中毒过深英勇牺牲，献出
了年仅29岁的生命。

冯战峰牺牲后，原北京军区党委批准他为
烈士并追记一等功，被授予“河北省见义勇为英
雄”等荣誉称号，荣获“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

卢伟，男，汉族，1971年10月生，河北省
保定市涞源县王安镇山炮村村民。

2014年7月15日下午，京原铁路沿线由
于冰雹暴雨突降而突发山洪，大量泥石冲上
铁路，阻断了涞源县塔崖驿乡二道河村南山
1号与2号隧道段。正在附近放羊的卢伟，看
到不远处有一列火车疾驰而来，跑到隧道口
的高架桥头，站在铁路上连续打出紧急停车
的手势。列车驾驶员见此情景，马上紧急制
动，列车终于在离泥石流发生地不到10米的
地方停了下来，避免了一起重大事故。为了
拦停列车，卢伟的羊群被泥石流冲散丢失，造
成直接经济损失4万多元。

卢伟先后被授予“河北省道德模范”“河
北省见义勇为英雄”荣誉称号；2014 年 12 月
5日，卢伟荣膺“2014CCTV年度法治人物”；
2015 年 10 月，卢伟荣获“第五届全国道德模
范提名奖”。

高文彬，男，汉族，1989年11月生，山西
省太原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万柏林一大队
协警。

2013 年 9 月 25 日中午 12 点 50 分许，高
文彬驾车行驶至迎泽大街千峰路口时，突然
听到一阵刺耳的喊叫声，只见两名男子骑乘
一辆摩托车正对一名骑电动自行车的男子进
行飞车抢夺。高文彬毫不犹豫，调转车头一
路追赶，将驾驶摩托车的歹徒逼停。面对两
名猖狂的歹徒，他临危不惧，英勇地将其中一
名歹徒制服。另一名歹徒见同伙被抓，突然
从腰间掏出匕首向高文彬腹部、臂部连刺数
刀，高文彬因失血过多倒在血泊中，歹徒乘机
逃离现场。事发后，高文彬被两名好心群众
送往医院救治。经诊断，高文彬左臂被刺 5
刀，腰腹部被刺 1 刀，左侧上臂为贯通伤，血
管、神经、肌腱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损伤，经过
三个小时的手术转危为安。公安机关接到报

案后，立即成立专案组，于 9 月 28 日将两名
歹徒抓获归案。

高文彬先后被授予“太原市见义勇为模
范”“太原市精神文明建设标兵”“山西省见义
勇为先进分子”等荣誉称号。

姜顺玉，男，汉族，1984年6月生，北京市
保安服务总公司崇文分公司直属二队中
队长。

2015 年 3 月 16 日 19 时许，北京市公安
局 110 接到报警，王府井卡地亚表店一名女
店员称，表店刚刚被一名蒙面男子持枪抢劫，
11 块手表被抢，持枪歹徒逃跑。民警迅速出
警，在金宝街东口将劫持一辆出租车正在逃
跑的歹徒查控。姜顺玉正好途经抓捕现场，
他毫不犹豫地第一个冲上去协助民警将歹徒
制服。经审查，犯罪嫌疑人系马来西亚籍在
京无业人员，抢劫手表总价值约390万元。

2015年3月18日，北京市公安局召开快
速破获“3·16”抢劫案表彰电视电话会，对参
战民警和姜顺玉予以表彰奖励。2015年，姜
顺玉荣获“第五届首都道德模范提名奖”和

“北京市保安之星”荣誉称号。

罗腊英，女，汉族，1976年11月生，牺牲
前系安徽省池州市青阳县杜村乡上峰村
村民。

2014 年 4 月 5 日 1 时许，浙江省金华市
浦江县仙华街道戴宅一区 17 号民房突发大
火。二楼租户罗腊英发现后，立刻通知邻居
肖康荣一家，并帮助他们转移到安全地带。
随后，她又跑到三楼去叫房东一家。火势越
来越凶猛，浓烟顺着楼梯通道往上涌，罗腊英
因体力不支倒在火海中，被发现时全身烧伤
面积达 97％。罗腊英被医院救治，终因伤势
过重，抢救无效不幸牺牲，年仅38岁。

罗腊英先后获安徽省见义勇为第十一届
“安徽移动弘扬正气奖”一等奖和“最美浙江
人”“安徽好人”“安徽省道德模范”“中国好
人”等荣誉称号；2016 年 2 月，被浙江省人民
政府追记一等功，追授“浙江省见义勇为勇
士”称号。

孙利东，男，汉族，中共党员，1966年7月
生，牺牲前系鞍钢集团矿业公司东鞍山铁矿
铁运作业区电机车司机。

2014 年 5 月 13 日下午 5 时 30 分许，孙
利东看见鞍山市铁西区同兴街日新小区5栋
2 单元浓烟滚滚，有两民警正往火灾现场跑
去。他协助民警疏散 21 名居民。为尽快实
施救援，孙利东与一民警通过消防通道，从 1
单元绕行到2单元，但火势凶猛，两人被迫退
入电梯间，最终撤离未果，孙利东和民警范克
壮烈牺牲。

孙利东牺牲后，鞍钢集团党委下发了《关
于追授孙利东同志“鞍钢集团公司优秀共产
党员”称号的决定》。孙利东先后被追授

“鞍山市见义勇为模范”“辽宁好人·时代楷
模”“辽宁省见义勇为英雄”等荣誉称号。

张猛，男，汉族，中共党员，1969 年 12 月
生，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区住建局职工。

20 多年来，张猛先后救起 23 名落水者，
3 次冲入火海救人，被大家称为“身边的活雷
锋”。

2012年11月，吴某在街上突发脑溢血晕
倒，张猛路过此处对病人进行救助，将病人送到
医院，在抢救的两个多小时中，张猛始终等候，
多次联系其家人，等到他们到场才离开医院。

2014 年 7 月 26 日下午 2 时许，周某在溧
水区中心水库游泳，不慎溺水求救。张猛循
声赶到，跳下水游到周某身边。当他准备拉
着周某往回游时，周某不断挣扎，抓住张猛的
衣服和头往水下拽，张猛硬被拉扯着呛了两
口水。张猛奋力将头仰出水面，反手将周某
的脖子箍住，并朝他喊道：“别抱住我，要配合
我！”周某喘着粗气，但不再乱扑腾，张猛迅速
游到岸边，虽已筋疲力尽，但还是对周某进行
抢救，挽救其生命。

张猛先后被授予“南京市首届道德模范”
“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江苏省见义勇为先
进分子”“中国好人”等荣誉称号。

第 十 三 届 全 国 见 义 勇 为
英雄群体（3个群体）

赵志刚、张永岩、孙长生群体
赵志刚，男，汉族，1976年8月生，牺牲前

系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朝阳街手机市场
业主。

张永岩，男，汉族，1968 年 11 月生，牺牲
前系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朝阳街手机市场
业主。

孙长生，男，汉族，1970年3月生，吉林省
吉林市船营区朝阳街手机市场业主。

2013 年6 月5 日上午10 时许，一名男子
来到吉林市船营区朝阳街手机市场向业主杨
某出售二手手机。杨某怀疑手机来源不明，
便带男子来到市场二楼登记。当工作人员询
问手机来源时，男子神色慌张，想趁机溜走。
这时，一旁的孙长生迅速抓住男子的左胳膊
不让他走，张永岩随即打电话报警。男子突
然掏出一把卡簧刀，猛地刺向孙长生的左前
臂，并趁机夺路逃窜，孙长生捂着伤口紧追其
后。张永岩见状迅速捡起一根胶皮棒在后面
追赶，在追到一楼楼梯拐角处时，男子突然返
身举刀刺向追到身后的张永岩，张永岩奋力
用胶皮棒击打男子握刀的手臂，男子向张永
岩的腹部连刺数刀，张永岩被刺倒在地，血流
不止。业主赵志刚听到呼喊声，立刻拿起木
棍，冲到男子面前，与其展开搏斗。在扭打过
程中，男子对准赵志刚颈部动脉连刺三刀，赵
志刚由于体力不支倒在血泊中。赵志刚、张

永岩因伤势过重，经医院全力抢救无效，英勇
牺牲。孙长生身负重伤。之后，在公安机关
和吉林市多位出租车和私家车司机的共同围
堵下，将该名男子抓获。

赵志刚生前曾自发组成民间义务巡逻
组，10年期间参加夜巡2000余次，协助警方
抓获违法犯罪分子80余人；张永岩生前协助
公安机关抓获盗抢手机的违法犯罪分子200
余人；孙长生多年来协助公安机关抓获违法
犯罪分子 244 人，帮助公安机关调解朝阳街
业主与顾客纠纷97起。

赵志刚、张永岩被追授“吉林省见义勇为
模范”称号；赵志刚荣获“第五届全国道德模
范提名奖”。孙长生被授予“吉林市拥警好市
民”“吉林市见义勇为积极分子”荣誉称号。

曲立国、曲日东群体
曲立国，男，汉族，中共党员，1977 年 11

月生，解放军65316部队司令部政治协理员。
曲日东，汉族，中共党员，1980年5月生，

部队转业军人，现为长春市朝阳区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行政审批办公室主任。

2014 年 5 月 28 日晚上 11 时许，曲立国
和曲日东在路上听到女子的呼救声，他们循
声赶去，只见马路对面一男子正持刀挟持一
女子。曲立国大声喝令歹徒把刀放下，但歹
徒气焰嚣张并欲举刀伤害女子。曲立国和曲
日东冲了上去，歹徒挥刀乱捅乱刺，兄弟俩多
处受伤，倒在血泊中，两人被路人发现后送往
医院抢救。曲立国身中 2 刀，左后背留下约
15 厘米长的伤口，左锁骨刀伤 10.5 厘米长、
1.5厘米深，离颈动脉不足2厘米。曲日东身
中 6 刀，内脏多处受伤，抢救 8 小时才脱离生
命危险。

曲立国、曲日东被先后授予“长春市见义
勇为先进个人”“吉林省见义勇为模范”等荣
誉称号。

和田“6·15”勇斗暴徒29人群体
温华，男，汉族，1966 年 10 月生，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第十四师审计局司机。
杜永强，男，汉族，1973年1月生，新疆和

田市建筑工人。
刘岩，男，汉族，1971年3月生，新疆和田

市个体司机。
沈勇，男，汉族，中共党员，1965 年 10 月

生，新疆和田市个体司机。
杨永青，男，汉族，1972 年 12 月生，新疆

和田市个体司机。
周书喜，男，汉族，1983年3月生，新疆和

田市个体户。
候孝忠，男，汉族，1961年4月生，新疆和

田市个体司机。
李正广，男，汉族，1975年8月生，新疆和

田市个体司机。
刘宪忠，男，汉族，1968 年 12 月生，新疆

和田市个体司机。
荣金龙，男，汉族，1963年5月生，新疆和

田市个体司机。
魏辉，男，汉族，1965年3月生，新疆和田

市个体司机。
张教社，男，汉族，1973年3月生，新疆和

田市个体司机。
王辉，男，汉族，1975 年 10 月生，新疆西

北星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技术员。
马建国，男，汉族，1967年8月生，新疆和

田市个体户。
叶立恒，男，汉族，1969年4月生，新疆和

田市个体户。
马天水，男，汉族，1973年6月生，新疆和

田市个体户。
霍平喜，男，汉族，中共党员，1963年6月

生，新疆和田市个体工商户医生。
邱道彬，男，汉族，1975年8月生，新疆和

田市个体户。
翟跃亭，男，汉族，1956 年 12 月生，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四师四十七团退休干部。
张勇，男，汉族，1970年9月生，新疆和田

市个体户。
刘碧茹，女，汉族，1972年9月生，新疆和

田市个体户。
李永福，男，汉族，1965年5月生，新疆和

田县水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职工。
吐送买买提·肉孜买买提，男，维吾尔族，

1972年9月生，新疆和田市古江巴格乡居民。
赵军，男，汉族，1971年8月生，新疆和田

市个体户。
李长良，男，汉族，1966年3月生，新疆和

田市古江巴格乡居民。
周卫，男，汉族，1969年7月生，新疆石河

子市个体户。
吐送托乎提·买吐送，维吾尔族，1977 年

10月生，新疆和田市个体户。
陆光贵，男，汉族，1974年4月生，新疆和

田市个体户。
张福云，男，汉族，1951年1月生，新疆喀

什市食品公司退休职工。

2014 年 6 月 15 日 17 时 45 分许，3 名暴
徒携刀斧潜入和田市迎宾路“佳鑫棋牌室”，
乘人不备，拿出刀斧便砍。杜永强、吐送托乎
提·买吐送等群众抄起板凳、灭火器等与暴徒
搏斗。老人、妇女沿楼梯登上二楼，打开窗子
呼喊。听到叫喊声，一个体工商户店主按响

“十户联防”警报器，听到报警声，联防小组张
勇、周书喜等各店主手持器械率先冲向棋牌
室，沿途过往群众、附近的出租汽车司机，也
抄起木棒冲向棋牌室。室内，3 名暴徒见群
众毫无惧色，奋起搏斗，企图逃跑，却遇到了
更多群众的围捕。暴徒狗急跳墙，疯狂砍
杀。搏斗现场，手持器械的群众自发形成了
第一包围圈，赤手空拳的群众形成第二包围
圈，暴徒插翅难逃。周边民警接到报警后到
达现场，与现场商户及群众将歹徒制服，将伤
者紧急送往医院治疗。搏斗中，3 名群众身
受重伤、4名群众轻伤。

6 月 18 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
授予和田市“6·15”勇斗暴徒群体“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见义勇为模范群体”荣誉称号。

（新华社北京4月24日电）

第十三届全国见义勇为英雄和英雄群体事迹（共 10 个）

一、全国见义勇为英雄（7名）

冯战峰 牺牲前系中国人民解放军石家
庄机械化步兵学院院务部勤务保障营警勤汽
车队副班长

卢 伟 河北省保定市涞源县王安镇山
炮村村民

高文彬 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交通警察
支队万柏林一大队协警

姜顺玉 北京市保安服务总公司崇文分
公司直属二队中队长

罗腊英（女） 牺牲前系安徽省池州市青
阳县杜村乡上峰村村民

孙利东 牺牲前系鞍钢集团矿业公司东
鞍山铁矿铁运作业区电机车司机

张 猛 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区住建局
职工

二、全国见义勇为英雄群体
（3个，共34名）

赵志刚、张永岩、孙长生群体

赵志刚 牺牲前系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
朝阳街手机市场业主

张永岩 牺牲前系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
朝阳街手机市场业主

孙长生 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朝阳街手
机市场业主

曲立国、曲日东群体

曲立国 中国人民解放军65316部队司
令部政治协理员

曲日东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行政审批办公室主任

和田“6·15”勇斗暴徒29人群体

温 华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四师审
计局司机

杜永强 新疆和田市建筑工人
刘 岩 新疆和田市个体司机
沈 勇 新疆和田市个体司机
杨永青 新疆和田市个体司机
周书喜 新疆和田市个体户
候孝忠 新疆和田市个体司机
李正广 新疆和田市个体司机
刘宪忠 新疆和田市个体司机
荣金龙 新疆和田市个体司机
魏 辉 新疆和田市个体司机
张教社 新疆和田市个体司机
王 辉 新疆西北星信息技术有限责任

公司技术员

马建国 新疆和田市个体户
叶立恒 新疆和田市个体户
马天水 新疆和田市个体户
霍平喜 新疆和田市个体工商户医生
邱道彬 新疆和田市个体户
翟跃亭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四师四

十七团退休干部
张 勇 新疆和田市个体户
刘碧茹（女） 新疆和田市个体户
李永福 新疆和田县水力发电有限责任

公司职工
吐送买买提·肉孜买买提 新疆和田市

古江巴格乡居民
赵 军 新疆和田市个体户
李长良 新疆和田市古江巴格乡居民
周 卫 新疆石河子市个体户
吐送托乎提·买吐送 新疆和田市个体户
陆光贵 新疆和田市个体户
张福云 新疆喀什市食品公司退休职工

三、全国见义勇为模范（38名）

张 波 山东省济南市公共交通总公司
第七分公司四队驾驶员

张丹华（女） 牺牲前系山西省临汾市翼
城县翼钢公司质检部理化中心主任

张德云 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新区诸福
屯镇诸福屯村村民

王宏跃 天津市蓟县邦均镇下埝头村
村民

白 祯 牺牲前系内蒙古自治区农机公
司退休职工

石树增 牺牲前系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
机关工作部退休职工

李迎福 浙江省湖州市康山街道星汇半
岛小区物业保安

白 光 牺牲前系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
九原区哈林格尔镇国土资源管理所干事

方 江 上海市黄浦区众和协管服务中
心交通协管员

王君荣（女） 河南省南阳市新野县泰康
人寿公司业务员

乌布力·哈斯木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四
师六十四团十六连农民

符传道 牺牲前系海南省文昌市罗豆农
场第三作业区南洋村村民

陈大富 重庆市合川区南津街街道白塔
街社区居民

曹承全 西安工程大学管理学院学生
何洪成 江西省新余市仙女湖中心物流

园区管理局资料员
陈 松 吉林省白山市靖宇县那尔轰镇

那尔轰村村民
郑 江 安徽工业大学冶金与资源学院

学生
覃 健（女） 牺牲前系广东省东莞市横

沥镇培英小学教师
朱荣江 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新城金色

阳光建筑工地工人
强巴曲扎 牺牲前系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达孜县农牧局干部
张德雄 湖南省怀化市沅陵县麻溪铺镇

居民
乔永刚 牺牲前系新疆巴音工程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库尔勒分公司107项目部外来务
工人员

岩 嘎 云南广电网络集团有限公司孟
连支公司职工

王燕莺（女） 浙江省磐安县安文镇中田
村村民

崔冬生 黑龙江省鸡西市鸡冠区东升房
屋维修队经营者

叶 茂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鱼峰区
居民

李 颖 牺牲前系江苏省昆山市吉美川
纤维科技有限公司职工

柯昌芳 海胶集团新中分公司石盘 13
队退休干部

朱长海 牺牲前系安徽省滁州天长市金
集镇初级中学教师

彭升权 重庆市九龙坡区中梁山街道新
政村村民

宋彦峤 山东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学生

谭帆江 牺牲前系贵州省黔南州福泉市
道坪镇英坪村小坝组村民

张锁锁 甘肃省静宁县灵芝乡张堡村
村民

张 磊 陕西省乾县政协办公室职工
陈忠贵 牺牲前系武汉第二电线电缆有

限公司退休职工
马永海 宁夏回族自治区同心县韦州镇

旧庄村村民
白 确（女） 牺牲前系西藏自治区日喀

则市聂拉木县扎西通卓林寺庙管理委员会
干部

张 健 云南省马关县南捞乡塘房村
村民

四、全国见义勇为模范群体
（12个，共36名）

刘新军、贾晓玉、杨明群体

刘新军 河南省淅川县大石桥乡杨营村
村民

贾晓玉 河南省西峡县上贾沟村村民
杨 明 河南省淅川县寺湾镇高湾村

村民

向明勇、史贤安群体

向明勇 福建省晋江市个体工商业者
史贤安 福建省晋江市阳光兴泰酒店经理

秦开美、王林华群体

秦开美（女） 湖北省潜江市浩口三小
教师

王林华 湖北省潜江市纪委常委、监察
局副局长

林朝生、何敏端群体

林朝生 福建省东山县铜陵镇“清爽”大
排档经营者

何敏端（女） 福建省东山县第二中学学生

武耀宗、潘东东、李二阳群体

武耀宗 牺牲前系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
院学生

潘东东 河南警察学院学生
李二阳 河南农业大学学生

梁宵、徐佳、蒲明君、卢中华群体

梁 宵 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麦当
劳餐厅部门经理

徐 佳 黑龙江省大庆市萨尔图区麦当
劳餐厅部门经理

蒲明君 大庆油田公司第二采油厂作业
大队大修一队副队长

卢中华 大庆油田开普化工有限公司质
检研发分公司质检研发联合党支部书记

徐龙宝、李日辉、杜振东群体

徐龙宝 江西省宜春市丰城矿务局建新
煤矿保卫科副科长

李日辉 江西省宜春市丰城矿务局建新
煤矿保卫科科员

杜振东 江西省宜春市丰城矿务局建新
煤矿保卫科副科长

阿克苏“6·27”勇斗暴徒4人群体

李运航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市个
体户

薛付正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市个
体户

杨 礼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市个
体户

付学东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市个
体户

梁磊、卢念祥、周运万、刘丹、徐夏群体

梁 磊 江苏省扬州职业大学体育学院
学生

卢念祥 江苏省扬州职业大学体育学院
学生

周运万 江苏省扬州职业大学体育学院
学生

刘 丹（女） 江苏省扬州大学水利学院
学生

徐 夏（女） 江苏省扬州大学医学院学生

王志忠、李龙飞、张雨雷群体

王志忠 牺牲前系贵州省遵义市凤冈县
龙泉镇文峰村白塔组村民

李龙飞 贵州省遵义市凤冈县龙泉镇个
体工商户

张雨雷 贵州省遵义市凤冈县龙泉镇三
坝村车站组村民

顾金芳、禚杰、张玉龙群体

顾金芳（女） 中国农业银行上海浦东北
蔡支行保洁员

禚 杰 山东省郯城县重坊镇倪村村民
张玉龙 安徽省淮南市毛集实验区毛集

镇毛集社区居民

孙成福、孙成财群体

孙成福 牺牲前系青海三江建筑安装有
限公司董事长

孙成财 青海省互助县威远镇鼓楼花园
小区村民

（新华社北京4月24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