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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仁增

仁增，男，藏族，1979年 9月
生，中共党员，生前系西藏自治
区山南市琼结县拉玉乡强吉村
党支部副书记。

危急时，仁增为救落水村民
壮烈牺牲，舍己救人的英雄壮
举，展现出一名共产党员舍生取
义的大爱精神；平日里，他为村
民解难分忧，带领大家治理水
患、脱贫增收，诠释基层干部服
务群众的为民情怀，被誉为“顶
梁柱”“定盘星”。

2015 年 12 月 18 日，村民曲
吉因父母反对婚事、与恋爱对象
多次发生矛盾，遂产生轻生的念
头。跳江前，曲吉打电话给亲
人，简单几句致歉后，就挂了电
话。曲吉的父亲急得六神无主，
找到仁增，请他帮忙寻找女儿。
了解情况后，仁增拨通曲吉的电
话，安慰几句之后，急忙开车赶
去雅鲁藏布江江边。到了江边，
看到站在泽当大桥下面的曲吉，
仁增急忙呼唤，让其冷静。可
是，曲吉哪里还听得进去。未等
仁增近身，曲吉已经扔下遗书和
手机跳入江中。不假思索，仁增
也跳入江中施救。在抓住曲吉
的手后，两人不幸被卷入漩涡。
在生命最后一刻，仁增用力将曲
吉推出水面。随后赶来的曲吉
弟弟用绳子救起曲吉，但仁增却
不见踪影。仁增救人失踪后，强
吉村 80 多个村民自发沿江搜
救。强吉村一片悲伤，村里家家
户户点起酥油灯、煨起桑烟为他
祈福。

仁 增 作 为 村 党 支 部 副 书
记，一心为民服务。“有事找仁
增 ”已 成 为 村 民 们 的“ 口 头
禅”。强吉三组海拔 3800 米左
右，是自然灾害高发区。每到
夏天，仁增都要组织防洪队晚
上巡逻，一遇到暴雨，就身先士
卒，冒着生命危险抗洪救灾。
仁增多次召开群众代表会议研
究解决方案，向有关方面争取
资 金 140 余 万 元 ，修 了 3 条 长
3000 多米的排水沟和一座防洪
堤。群众都说：“有了这条防洪
堤，睡觉都踏实了。”仁增还带
领村民发展产业，竭力改写贫
困面貌。他买回 200 多只羊集
中放牧，组织村民开发 50 亩荒
地种苜蓿草。如今，全组的羊
已从当初的 200 只发展到 826
只 ，集 体 收 入 也 从 2008 年 的
400 多 元 增 加 到 现 在 的 14 万
多元。

仁增荣获西藏自治区道德
模范称号。

211 方为成

方为成，男，汉族，1974 年 1
月生，中共党员，浙江省义乌市
稠城街道胜利社区居民。

2012年，方为成发起组建义
乌市民间紧急救援协会，目前已
组织 4000 余人次参与各类紧急
救援活动 160 余次，成功营救
130 多名遇险人员，搜寻到遇难
人员遗体 29具，被群众称为“义
乌勇士”。

2012 年 4月，方为成发起成
立义乌市民间紧急救援协会，按
照准军事化建制，设有应急机动
排、山地专业搜救大队、专业高
空救援队、水上应急救援队等专
业队伍，配备 5 架救援直升机，
30 余辆救援挖掘机、越野车、摩
托艇等专业救援设备。

2014 年 8月，丽水市严重水
灾，方为成第一时间在洪水中
救出数十名村民。2015年 11月
14 日，浙江省丽水市里东村发

生严重山体滑坡，27 户房屋倒
塌，38 人被埋。方为成组织队
员赶赴现场，6 天 5 夜，队员们
挖掘土方 2万余立方米，搜救到
13 具 遇 难 者 遗 体 。 2016 年 2
月，方为成组织直升机队伍以

“低空、低速”方式，经过数天紧
急搜救，在浙江省浦江县的深
山里协助当地党委政府找到 3
名失联儿童。

方为成还是一名习武爱好
者，多年来积极协助公安机关
扭送拎包、扒窃、盗窃、抢劫等
犯罪嫌疑人，先后 6 次被授予

“见义勇为”称号。2010年5月5
日下午，方为成途经义乌市区
城中中路时，看到一个左手持
匕首、右手持杀猪刀的中年男
子在农贸市场杀人后，正准备
逃跑。方为成见状没有退缩，
而是立即报警并组织群众对凶
手进行围堵。民警赶到后，歹
徒绝望之下，用刀猛砍自己头
部 意 欲 自 杀 。 方 为 成 飞 身 上
前，协助民警夺取男子手中的
刀，将其当场制伏。

方为成被浙江省人民政府
记个人一等功，荣获浙江省优秀
共产党员等称号，入选“浙江好
人”。

212 龙浩然

龙浩然，男，汉族，1993 年 2
月生，共青团员，河北省秦皇岛
市精神卫生中心护士。

龙浩然在参加对精神疾病
患者应急处置时，为保护他人生
命安全挺身在前，身中 4 刀，经
过 5个多小时紧急抢救，才脱离
生命危险。他在危急关头，用血
肉之躯诠释医护人员的神圣使
命和职业担当。

2017年1月31日，秦皇岛市
海港区某小区精神障碍患者王
某，因病情复发，有肇事肇祸倾
向，对家人及周围人员有严重威
胁。他的姐姐王女士设法将他
反锁在家里，打电话向辖区北环
路派出所和秦皇岛市精神卫生
中心求助。此时，已经是下班时
间，正准备回昌黎与家人一起给
姥姥过生日的龙浩然，听到有任
务，主动要求和同事一起协助警
方应急处置。赶到现场后，就在
王女士打开房门的一瞬间，王某
突然手持一把长柄水果刀，冲向
人群。龙浩然奋不顾身一个箭
步迎着患者冲过去，挡在了王女
士及其他人身前。躁狂发作的
王某向龙浩然猛刺，龙浩然忍着
剧痛，一下扑在患者身上，避免
伤及其他人员。其他医护人员
和民警一起把患者制住后，大家
才发现龙浩然身中 4刀，鲜血直
流。随即，龙浩然被 120 急救车
送到医院抢救。龙浩然腹腔内
失血 3000 多毫升，胸、腹部位有
4处刀伤，其中一刀扎在左下腹，
向后达后腹壁，深达腰大肌，万
幸 没 有 扎 到 输 尿 管 和 腹 主 动
脉。经过 5个多小时紧急抢救，
龙浩然终于脱离生命危险。

从小受家庭环境的影响，
龙 浩 然 立 志 做 一 名“ 南 丁 格
尔”。初中毕业后，龙浩然考进
自己喜欢的卫生学校，当上班
长，每年都被学校评为优秀班
干部。他活泼善良，乐于助人，
在 2013 年 H7N9 型禽流感防控
期间，他背着发高烧的同学去
医院就诊，陪他度过整整一个
晚上。班里有同学受伤，龙浩
然为他垫付所有医药费，最后
连吃饭的钱都没有剩下。工作
以后，龙浩然兢兢业业，如亲人
般关心爱护病人。有一次，在
给一名病人喂饭时，病人臆想
饭里有毒，把嘴里的饭全吐到
了龙浩然的脸上。龙浩然没有
生气委屈，出去洗了把脸，回来
端起碗继续耐心喂病人。

龙浩然荣获全国优秀共青
团员、河北省道德模范等称号，
荣登“中国好人榜”。

213 申成国

申成国，男，汉族，1964 年 5
月生，中共党员，四川省遂宁市
富临运业有限公司员工。

战场上，申成国历经战火淬

炼，荣立战功；转业后，他路见不
平勇斗歹徒，危机时刻跳入寒冷
激流救起落水群众。他用无畏
精神和义行壮举，展现平民英雄
的勇气与担当。

1982 年，申成国参军入伍，
卫国南疆。作战中，申成国多次
冒着敌人的炮火向前线运送弹
药物资，历经生死考验，以过硬
的军事技能和卓越的驾驶技术，
圆满完成战斗任务，3 次荣立三
等功，被评为“战地模范汽车驾
驶员”。

1997年1月25日早上，寒冬
腊月，寒气袭人。由于大雾，一辆
货车与客车发生交通事故。货
车驾驶员连人带车落入渠河，生
命危在旦夕。看见事故发生，路
过的申成国毫不犹豫，立即跳进
冰凉刺骨的河水，成功将落水驾
驶员救起，并送至医院。在得知
驾驶员的亲戚朋友及公司同事
都无法及时赶到后，申成国二话
不说，又照顾伤员3天，直到驾驶
员的家属和公司领导来到遂宁。

2009年6月21日傍晚，申成
国在德胜路散步时，忽然听到身
后一名妇女大喊：“救命！有人抢
劫。”歹徒抢得钱财后拔腿便跑。
他当即冲上前去，对歹徒紧追不
舍。申成国凭借过硬的军事素
质，很快便追上歹徒，并将其制
伏。歹徒见逃脱无望，开始软硬
兼施，先以分赃为诱饵，请求申成
国放过自己，遭断然拒绝后又恐
吓威胁。申成国始终毫不畏惧，
死死控制住歹徒，并在群众协助
下将歹徒扭送到派出所。

在汶川、玉树大地震等灾害
发生后，申成国积极捐款捐物奉
献爱心。从1997年6月开始，他
常年坚持义务献血。他看望留
守儿童，帮助他们解决学习生活
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工作之余，
经常带上慰问品到村里看望孤
寡老人，帮他们洗脚、剪指甲、打
扫卫生，陪他们聊天。他说：“每
当看到那些被帮助过的人发自
肺腑的笑容，我就觉得值了。做
公益这条路还很长，我会一直坚
持下去。”

申成国荣获四川省道德模
范等称号。

214 冯黎明

冯黎明，男，汉族，1980 年 4
月生，中共党员，山西省太原公共
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职工。

从孤身勇斗歹徒，到组建反
扒志愿者队伍，独自或与他人合
作累计抓获偷盗、抢夺、吸毒贩毒
等各类违法犯罪嫌疑人 1200 余
人，协助公安机关打掉犯罪团伙
20多个，冯黎明及其反扒志愿队
用实际行动演绎当代热血青年
见义勇为、勇斗歹徒的凡人壮举。

冯黎明的第一次反扒，是
1999 年在武警山西省总队第一
支队服役时。他凭着一身正气，
在公交车站只身抓获一名抢夺
妇女手包的犯罪嫌疑人，受到部
队表扬、群众称赞。从此以后，冯
黎明踏上义务反扒的道路。2001
年4月，他一人勇斗3名小偷，把
其中一人扭送至公安机关。2013
年10月，他在公交车上发现形迹
可疑分子果断报警，协助公安民
警抓获山西原平市公安局网上
通缉的盗窃嫌疑人杨某。

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集体
的力量才强大。2006年，冯黎明
发起成立民间反扒志愿者队伍，
很多立志见义勇为的优秀青年
陆续加入这支队伍，现在已由最
初的 5 人发展到 56 人。他们常
常利用节假日时间，到太原闹市
区观察“敌情”，展开反扒斗争。
几年来，冯黎明和他的团队对各
类违法犯罪嫌疑人进行多次制

止和抓捕，为维护社会安定作出
突出贡献。

多年义务反扒，使冯黎明身
上经常是旧伤未好、又添新伤，
有时候情况还十分危险。2015
年 5 月 2 日，冯黎明在太原市迎
泽西大街抓捕两名惯偷时，被小
偷用刀片划伤，小拇指和无名指
的肌腱、血管、神经全部被割
断。住院期间，有市民自发来医
院看望他，满怀崇敬地说道：“我
经常教导孩子，不要盲目崇拜明
星，要崇拜就崇拜身边英雄，你
才是他们真正的榜样，我们需要
你这样的英雄！”

冯黎明荣获山西省道德模
范等称号，其家庭被评为全国

“最美家庭”。

215 匡兵
温琦华

匡兵，男，汉族，1988年 5月
生，中共党员，湖南省耒阳市公
安局泗门洲派出所民警；温琦
华，女，汉族，1988年 12月生，湖
南省耒阳市国税局临聘人员。

面对持刀歹徒，匡兵与未婚
妻温琦华挺身而出，赤手空拳与
歹徒殊死搏斗，用自己的血肉之
躯挡住歹徒疯狂的尖刀。这对

“80后”年轻人，在生死危难关头
毫不退缩，用热血青春弘扬社会
正气、书写人间大爱。

2016年3月25日，匡兵与温
琦华在海南三亚拍摄婚纱照的
间隙，到西岛海钓平台附近海面
乘坐游艇观光。同船的一名歹
徒突然起身将坐在身旁的 5 岁
男童抓起扔进海里，并抽出一把
尖刀对游客疯狂乱砍。危急时
刻，坐在船前部的匡兵挺身而
出，赤手空拳冲向歹徒，在狭小
的 船 舱 内 与 歹 徒 展 开 殊 死 搏
斗。搏斗过程中，匡兵的颌下三
角区被刀划伤 4 处，左、右手被
刺数刀，左手臂动脉被割破。虽
然身受重伤，但他依然毫不畏惧
死死抓住歹徒。

就在游艇即将靠岸时，歹徒
突然发力将扎在匡兵左手肘中
的尖刀拔出并把匡兵推倒在一
旁。鲜血喷涌而出，匡兵顿时失
去意识。歹徒又举起血淋淋的
尖刀，对准温琦华保护着的 3个
孩子。千钧一发之际，温琦华徒
手将歹徒的尖刀挡开，把 3个孩
子紧紧护在怀中。丧心病狂的
歹徒，疯狂猛刺数刀，温琦华的右
手瞬间变得血肉模糊。苏醒过
来的匡兵眼见歹徒在疯狂行凶，
竭尽全力爬起来冲了过去。歹
徒见状跑到船尾，将在船尾的女
游客秦某推下大海，随即跳海逃
窜。在附近船只和游客的帮助
下，被扔进海里的孩子和被推下
海的秦某均被救上岸，歹徒也被
游客和工作人员合力制伏。游
客和景区医务人员给匡兵和温
琦华进行紧急包扎后，将他们送
往医院，两人最终脱离生命危险。

匡兵荣获全国公安系统二
级英雄模范等称号，温琦华荣获
湖南省见义勇为先进个人、“最
美湘女”等称号。

216 刘景泰

刘景泰，男，汉族，1994 年
11 月生，中共党员，生前系东部
战区陆军某旅地空导弹连班长。

刘景泰在抗洪抢险营救受
困群众行动中，临危不惧、挺身
而出，危难关头，把生的希望留
给战友，舍己为人、壮烈牺牲，展
现新一代“四有”革命军人的精
神风貌。

2016年7月，受1号台风“尼
伯特”影响，福建省闽清县突降
暴雨，山洪引发泥石流，多条交

通要道被冲毁。刘景泰所在部
队派出一支由 50 人组成的救援
分队奉命向受灾地域快速驰援，
行进至云龙乡潭口村时，时任副
营长苏杭发现前方道路泥泞、山
体渗水、树木倒地，随即命令部
队停止前进，派人前出侦察。连
长王浩和主动请缨的刘景泰奉
命前出，两人前出 30米后，发现
一名骑摩托车的群众连人带车
陷在泥浆中，动弹不得。眼看山
洪随时可能倾泻而下，他们立即
上前救援。因摩托车深陷泥潭
无法脱离困境，刘景泰当即返回
找来列兵林边建、涂仁兵协同救
助。在距离摩托车还有三四米
时，山体突然坍塌滑坡。3 名战
士猝不及防，瞬间被泥石流吞
噬，卷入滔滔洪水之中。

落水后，刘景泰把身旁的木
头和树干推给两名列兵，让他们
抱紧等待救援。部队迅速沿江
展开搜救，经过约50分钟的紧急
搜救，在离落水点10公里的梅溪
与闽江交汇区附近，列兵林边
建、涂仁兵被救起并送往医院救
治，经过精心治疗生命体征恢复
正常。刘景泰却下落不明。经
过长达60多天的搜寻，刘景泰遗
体 9 月 4 日在福建闽侯被发现。
经福州市刑警支队DNA检测中
心 医 学 鉴 定 ，确 认 遗 体 为 刘
景泰。

刘景泰不怕危险、敢于牺牲
的英雄壮举，起步于他平时的点
滴养成。入伍 5年来，他刻苦学
习、历练本领，攻坚克难、精武强
能，忠于职守、尽心尽责，顾全大
局、先人后己，总在危急时刻争
当先锋，用实际行动践行自己的
座右铭——“内心包藏天下人，
两肩担得天下事”。

刘景泰被批准为烈士，追记
一等功。

217 刘善平

刘善平，男，汉族，1970 年 8
月生，中共党员，生前系贵州省
黔东南州黎平县九潮镇九潮村
党支部书记。

当国家财产和群众生命面
临危险时，刘善平迅速作出反应，
率领全体党员、村组干部和村民
合力防汛抗灾，自己不幸被洪水
卷走，献出了宝贵生命。他以自
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共产党人
舍己为人、敢于牺牲的优秀品质。

2016年6月10日，黎平县遭
受特大暴雨，部分乡镇降雨量达
到了 373.4 毫米，地处山洼的九
潮镇成为重灾区。凌晨 2点，刘
善平久久不能入睡，他用手机挨
个给村组干部打电话说：“快组
织党员干部把大家都叫醒！马
上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面对突如其来的洪灾，刘善
平与村“两委”立即启动紧急预
案，率领全体党员、村组干部和
村民合力防汛抗灾。凌晨 4点，
刘善平在组织村民转移途中，接
到一个急促的求救电话，他立刻
冒着倾盆大雨往受灾人家的方
向奔去。雨势不断增大，河道水
位猛涨。“我下去！”刘善平冲了
上去，村干部赵永兴一行人赶到
刘善平身边，将绳索系在他腰
上。他蹚着快齐腰的水到了受
灾人家楼下，一只手将小女孩抱
在怀里，一手拽着绳子往回走，
小女孩的父亲紧跟在后面。就
在此时，上游 20 多米处的一间
木屋被洪流瞬间冲垮，大水裹挟
着木板形成巨大漩涡，将三人卷
入其中。一个大浪袭来，三人顿
时被洪流吞没。大家拼命往回
拽绳子，但怎么也拉不回来了。

等洪水退去，赵永兴和村民
们沿着事发地进行搜救，但只在
淤泥里发现刘善平穿的一只黄

色拖鞋。10天后，人们在刘善平
救人现场下游的几十米处找到
了他，他的遗体依然保持着救人
的姿势⋯⋯

在九潮村 9 年间，他带领群
众发家致富，村民人均年纯收入
由 4531 元跃升为 9220 元，贫困
人口由 892 人减少为 225 人；他
自掏腰包垫付资金，修建 6000
多米的机耕道；他积极作为，帮
助群众解决纠纷。前前后后，群
众自发给刘善平送了九块匾牌，
每一块牌匾都承载着群众的信
任和希望！

刘善平荣获贵州省道德模
范等称号。

218 许诺
应维雨
杨国华

许诺，男，汉族，1994年 9月
生，中共党员，江西省南昌通沃
沃尔沃 4S 店员工；应维雨，男，
汉族，1976 年 1 月生，江西省大
众交通运输有限公司出租车司
机；杨国华，男，汉族，1977 年 1
月生，江西洋峰制冷服务有限公
司负责人。

在一起三车相撞的重大交
通事故中，驾车路过的许诺、应
维雨、杨国华不顾个人安危，从
燃烧的车辆中救出了 3 名被困
伤者。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
临危不惧、勇救他人的高贵品
质，展现了敢闯敢拼、互助互救
的良好形象。

2017年3月16日晚，一辆白
色轿车在南昌市老福山立交桥
上由南向北行驶，因超车处置不
当，撞向中间隔离护栏，与对面
相向行驶的一辆小型车及一辆
灰色轿车发生碰撞。白色轿车
随即起火燃烧，车内乘客被困。
危急时刻，驾车路过的退伍消防
兵许诺快速冲向着火汽车。他
一边把卡在副驾驶室的伤者往
外拖，一边拼命呼喊救人。路过
车祸现场的杨国华见此情景迅
速下车，和许诺一起将副驾驶室
的人员救出。许诺脱下上衣扑
灭伤者身上的明火，杨国华则将
伤者移出驾驶室。由于伤者受
伤严重，杨国华顾不了火苗烫伤
手指，第一时间将伤者转移到安
全地带，在将伤者送上救护车
后，才悄然离开现场。事故发生
时，出租车司机应维雨正好路过
此处，在征得乘客同意后，将出
租车靠在路边，独自下车救人。
因为事故车辆变形严重，他拖不
动困在车里的乘客，应维雨脱下
自己的衣服为伤者扑灭身上的
火，直到救护车赶来，应维雨才
离开现场。

许诺曾在北京市公安消防
总队门头沟支队永定中队服役5
年。2015 年天津“8·12”特别重
大火灾爆炸，许诺在爆炸核心区
负责无人机操作，拍摄下了珍贵
的第一手航拍视频，并因此荣立
个人三等功。应维雨救人之后
悄然离开，谈及当时现场情况，
他表示，虽然现在回想起来有些
后怕，但当时脑子里只有“救人”
这一念头。开车二十余年，他从
未出现过一次安全事故，多次被
评为“优秀出租车驾驶员”。对
于自己的救人事迹，质朴的杨国

华表示，这只是自己应该做的，
真的没什么。

许诺、应维雨、杨国华被授
予江西青年五四奖章，荣登“中
国好人榜”。

219 孙利东

孙利东，男，汉族，1966 年 7
月生，中共党员，生前系鞍钢矿
业公司东鞍山铁矿铁运作业区
点检员。

面对火情，孙利东义无反顾
地冲进火海，用自己的生命换回
25 位陌生人的平安⋯⋯在血与
火、生与死的考验面前，他勇往
直前，用生命谱写了一曲舍己为
人、烈火永生的道德之歌。

2014年5月13日，孙利东回
家途中突遇居民楼起火，立即赶
到火灾现场。由于火势凶猛，消
防通道无法通行。为尽快实施
救援，孙利东向居民借来一条浸
过水的毛巾，冲进火海。他协助
到场的公安干警先后抢救、疏散
了 25 名被困人员，自己却没能
走出火场。

“人能够为他人付出的时
候，就是最富有的时候。”孙利东
生前最喜欢的这句话，成了他一
生最好的注脚。孙利东是“鞍钢
郭明义爱心团队”的优秀志愿
者，不仅多次参与无偿献血、义
务献工、敬老助残、爱心捐款等
活动，还曾多次救人于危难。
1994年 7月，东鞍山铁矿组织职
工外出度假。孙利东和同事在
深水区游泳，听到不远处有人呼
救。孙利东马上游过去，将其托
住往浅水区游。被救男子在深
水区时左小腿突然抽筋，多亏孙
利东及时施救，才逃过一劫。

1997年12月，他到公园冰场
滑冰，当时场内人很多。正前方
的一个人突然侧倒，横着滑向不
远处几个初学者的脚下。孙利
东纵身加速滑向摔倒者的侧面，
俯下身快速用双手将他推向安
全区域，避免了一起可能发生的
人身伤害事故。2007年 8月，孙
利东在一个网吧门口，看见一个
瘦小的孩子被一群孩子殴打，随
后瘦小的孩子掏出一把刀。孙
利东马上冲过去阻止，随即报警，
直到警察到现场后，他才离开。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孙利东
处处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他担
任党小组长的机车丙班党小组，
一直是鞍钢矿业公司先进党小
组；在担任司机、司机长期间，他
所在的机台年年超额完成生产
任务，一直是作业区标杆机台。
他爱岗敬业、勇于创新，多次荣
获技术能手称号。

孙利东荣获全国见义勇为
英雄、辽宁省道德模范等称号。

220 孙德波

孙德波，男，汉族，1962 年
11月生，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杏
花苑小区居民。

小区里发生抢劫，孙德波挺
身而出。面对歹徒行凶，他不顾
个人安危，以一己之力阻拦企图
逃跑的劫匪，直至被歹徒刺倒在
地，浑身血迹⋯⋯他以自己的实
际行动，谱写了舍己为人的动人
篇章。

2016年2月17日，受害人李
女士在地下车库电梯间遭遇抢劫，
被犯罪嫌疑人殴打后抢走钱包和
手机。李女士的呼救声，被正在停
车的孙德波听到。他立即跳下车，
奔向发出呼救声的地点。孙德波
远远看见一名年轻男子向车库出
口跑去，抄近路追赶上去，拦住劫
匪，大喝一声：“站住！干什么的？”
劫匪人高马大、身强力壮，而孙德
波已年过半百，比劫匪矮了半头。

劫匪向孙德波吼叫，叫他别管闲
事。孙德波没有畏惧，上前一把抓
住劫匪，展开了激烈搏斗。劫匪见
孙德波十分顽强，便抽出一把30
多厘米长的尖刀，向他的脸刺
去。孙德波脸上被划出一道直贯
肩膀的大口子，顿时血流满面。
孙德波强忍剧痛，继续与劫匪搏
斗。劫匪又在孙德波的胸部和背
部连刺两刀，并拼命挣脱逃跑。
孙德波身负重伤，又追出20多米，
最后失血过多，昏倒在车库出口
的甬路上，后被送到了医院。孙
德波胸部刀伤深入肺部，背部刀伤
险些刺入心脏，出血达2000多毫
升，经过医院6个多小时全力抢救，
才脱离生命危险。

1981年起，孙德波先后在市
二锅炉厂、省粮食厅、省建设厅木
器厂当工人。工厂改制后，他离
开企业自谋职业，从打零工、烧
砖、摆摊开始，先后经营服装店、
饭店、家具店等。他踏实肯干，讲
信誉、有诚信，生意越做越红火。
先富起来的孙德波不忘初心，坚
持助人为乐，扶贫济困。十多年
来，孙德波为弱势群体捐款捐物
达 10 多万元。他发现自己出租
的房子租户家有病人、生活困
难，就主动免去每月 800 元的租
金，不仅让其无偿居住，还自掏
腰包维修房屋，至今已有 5 年。
去深圳探亲时，孙德波发现公交
车上有扒手，他毫不畏惧，当场抓
住小偷，扭送派出所。

孙德波荣获吉林省见义勇
为道德模范、吉林好人标兵等
称号。

221 麦麦提敏·阿
卜杜喀迪尔

麦麦提敏·阿卜杜喀迪尔，
男，维吾尔族，1982年 6月生，中
共党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
地区皮山县桑株镇巴斯喀克村
村民。

面对暴恐势力，麦麦提敏等
村民临危不惧，挺身而出、果断
处置，智擒暴徒，查获多枚爆炸
装置，为维护社会稳定、民族团
结作出突出贡献。

2014年5月13日，得知恐怖
分子在当地流窜，麦麦提敏·阿卜
杜喀迪尔等6人深入山谷中进行
清查。当天下午，麦麦提敏一行
发现三串间距较大的陌生脚印，
他们一面向镇党委报告情况，一
面分组继续循着脚印追查。在峡
谷附近，他们发现了 3名可疑人
员。麦麦提敏等人对3个可疑人
员进行问话，可疑人员谎称来这
里找骆驼。当他们要求3个可疑
人员回村接受调查时，可疑人员
怕行踪暴露，拒不听从。见麦麦
提敏等村民不同意，3名可疑人员
拔出别在腰间的匕首开始袭击他
们。麦麦提敏与其他村民们毫不
退缩，与暴徒进行搏斗。村民阿
卜力克木·麦麦提迅速挥起木棒
将一名暴徒击倒，村民小组长艾
比拉·喀伍孜在搏斗过程中被暴
徒打伤后，仍然坚持与其他村民
一同将两名暴徒制伏。

这时，麦麦提敏发现其中一
人身上鼓鼓囊囊。他敏锐地感觉
到有问题，便迅速抓住该暴徒的
手，要求他将外套拉链拉开。不
出所料，该歹徒身上绑有4枚爆炸
装置。为防止歹徒引爆炸弹，麦
麦提敏便通过劝解稳住歹徒，说
服他把身上的炸弹卸下来，并在
其他村民协助下将其制伏。返回
途中，麦麦提敏等人又对沿途进
行了细致的检查，在追踪时标记
的可疑地点又发现 8 枚爆炸装
置。随后，公安机关派专门力量
赶到现场，解除了爆炸装置。3名
暴徒被移交到公安机关，被确认
是正在追逃的暴恐分子。

在面对亡命的暴徒时，麦麦
提敏从没有感到害怕，他说：“我
不可以后退，跟我在一起的是我
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兄弟。如
果我后退了，他们就有危险了。
暴徒扰乱了我们安定的生活，我
一定要抓住他们。”

麦麦提敏·阿卜杜喀迪尔荣
获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见义勇为模
范等称号。

（下转第十三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