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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四川省道德模范候选人事迹

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努力提升公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
程度，按照《关于开展第五届四川省道德
模范评选表彰活动的通知》【川人社办发

〔2017〕24号】要求，省委宣传部、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省文明办、省军区政治

部、省总工会、团省委、省妇联七家主办
单位决定对第五届四川省道德模范公示
候选人事迹进行展播，并接受社会公众
的投票评议。

投票时间：4月14日—4月23日，每天07：
00—24：00。

投票网址：http：//www.scwmw.gov.cn
联系邮箱：scddmpx@163.com
如有意见和建议，请拨打监督电话

028-86600456。
第五届四川省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组委会

2017年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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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四川省道德模范公示候选人投票公告

一、助人为乐道德模范候选人
101、胡斌，男，汉

族，1967年5月生，中
共党员，成都市武侯区
善工家园助残中心主
任。他一手创办爱心
家园，为折翼的孩子们
撑 起 一 片 晴 朗 的 天
空。因儿子为重度脑
瘫，他放弃IT行业优厚
的工作待遇，创办为重
度智障和脑瘫儿童提
供托养和教育服务的

非营利性机构。如今，善工家园除了为130多位残
障人士提供日间托养服务，还为1100余户残疾人
家庭提供各类义务社工服务8000余次，帮助60多
名残疾人成功就业，拥有2300多名志愿者。他还
多次举办家长分享会，为智障孩子的家长们提供
培训，帮助他们的家庭走出心理困境、积极面对未
来。荣获“全国助残先进个人”“首届感动四川十
大年度人物提名奖”“感动武侯十大人物”“中国好
人”等称号。

102、傅艳，女，汉
族，1971年4月生，中
共党员，成都云公益发
展促进会秘书长。从
2005年设立“傅艳工作
室专项救助贫困白血
病儿童基金”到如今担
任成都云公益发展促
进会秘书长，她一直行
走 在 公 益 助 人 之 路
上。由她发起成立的
白血病儿童救助基金

已支出善款400余万元，先后帮助了300多位白血
病儿童。近年来，她带领云公益发展促进会持续
执行“促进社会力量有序参与困境儿童救助”系列
项目，有针对性地为儿童保护工作网络筹款1000
余万元，共联动发起机构175家，志愿服务人次达
30万人，精准扶贫达300万元，服务领域涵盖医务、
心理、法治、留守儿童、随迁子女、残障儿童等。荣
获“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四川省五一劳动奖章”

“首届成都慈善公民”“第四届成都市道德模范”等
称号。

103、刘红斌，男，
汉族，1970年9月生，攀
枝花市攀钢冷轧厂职
工。他是一名普通员
工，更是公益战线上一
名资深志愿者。他将
自己的热情和时间倾
情奉献社会，让原本平
凡的人生呈现出熠熠
光彩，他就是刘红斌。
2003年，他与几名志同
道合的朋友一起，在攀

枝花筹备组建起了东区志愿者协会。从此，每个
工休日、节假日，他都把时间奉献给了志愿者协会
和志愿服务事业。十余年间，在他的影响下，东区
志愿者协会从最初的几个人发展到11000多人，一
大批青年人加入到志愿服务活动项目中，汇聚成
了一张张东区名片，成为东区志愿服务队伍中的
风景。他个人志愿服务时间达5000多个小时。荣
获“四川省优秀青年志愿者”“四川省百名优秀志
愿者”“四川好人”“中国好人”等称号。

104、车盛寅，男，
汉族，1926年10月生，
中共党员，泸州市古蔺
县电力公司离休干
部。车盛寅的“红色理
想”是“把红军的故事
永远讲下去”，让长征
精神代代相传。离休
后的车盛寅充分利用
自家有利条件，以饱满
的革命热情投身于红
色遗存的保护工作中，

三十年如一日讲述自己的所见所闻。一棵老黄桷
树下，一间房屋外墙上，一幅“太平镇红军故事天
天讲”的红底白字横幅格外显眼，这里就是车盛寅
义务讲述红军故事的“三尺讲台”。凡是有想听红
军长征故事的游客来到此地，他都会摆上茶水，为
过往游客们义务讲述自己的所见所闻。在红军长
征“四渡赤水”胜利80周年之际，车盛寅在太平镇
党委政府的帮助下筹建了“红色见证”展览馆。馆
内陈列了他见证红色历史、义务讲述红军故事的
事迹与图片。荣获“四川好人”称号。

105、鲁鹏，男，汉
族，1972年7月生，中共
党员，国网德阳供电公
司党员服务队队长。他
用“善小常为”的行动诠
释了雷锋精神，实现了
从一个人的努力到一群
人的参与。21年来，鲁
鹏以充满亲情的爱心温
暖着230多名孤寡老人，
成为他们的好儿子；以
充满乐趣的童心照顾着

80多名残障儿童，成为他们的好爸爸。面对无依无
助的陈大娘和蒋婆婆，他以无微不至的关怀，让老人
的生活重新充满了希望；面对彝族同胞油灯照明和
柴火取暖的生活窘境，他冒着严寒冰雪架线装灯，让
他们永远告别了无电生活；面对地震之后群众的生
活不便，他将自己的帐篷、床垫、食物送给他们，自己
在发电车上坚守了20天。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全国最美志愿者”“中央企业劳动模范”“感动四川
十大人物”等称号。

106、李君，男，汉
族，1985年5月生，中共
党员，广元市苍溪县白
驿镇岫云村党支部书
记。为改变家乡贫困
面貌，他毅然辞去城市
年薪18万元的高薪工
作，回到家乡当上了一
名村官，下决心要用知
识让家乡的百姓脱贫
致富。他深耕乡野十

个年头，积极学习发达地区先进经验，引投资、搞
基建，创新打造出一条发展特色产业、精准扶贫的
新路子。他首倡“远山结亲？以购代捐”的新模
式，通过线上、线下的整体营销，虚拟+实体相融合
的方式，一方面为城里消费者送去健康、绿色、原
生态的农产品，另一方面真正破解了山区小农经
济发展的难题，带领乡亲走上脱贫奔康的道路。
荣获“全国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四川省优秀基
层党组织书记”“首届四川十大扶贫好人”“四川好
人”等称号。

107、唐洋，男，汉
族，1962年7月生，遂宁
市射洪县交通运输局
水上救援中心职工。
以爱为名，他2007年组
建了铁马文明？爱心
行动团队，以强大的慈
善力量帮助有需要的
人，一次次出现在助
残、助学等活动中。早
在团队建立之前，唐洋
就经常到远离县城数

十公里的乡镇扶危济困。十年来，唐洋行程千余
公里，志愿服务时间达3万余个小时，发动铁马爱
心团队推行“1+1+N”政府公益·铁马综合志愿服
务模式，组织捐款并实施爱心援助达36万余元。
在他的努力下，射洪孝子包天阳顺利完成大学学
业，“大头娃娃”谭均获得政府和爱心人士的帮助
完成手术，射洪烧伤女孩罗蓬得到医治。荣获“第
四届遂宁市助人为乐模范”“四川省百名优秀志愿
者”“四川好人”等称号。

108、张雷，男，汉
族，1979年2月生，中共
党员，内江市资中县气
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兼纪检组长。十六年
来，他坚持献血救人，
挽救了一个个家庭的
命运，他“用热血谱写
生命赞歌”，用质朴和
执 着 诠 释 了 无 疆 大
爱。2001年以来，张雷
14次义务献血累计达
4800毫升，这已相当于

一个成年人的总血量。2006年，他登记成为“中华
骨髓库”志愿者。2008年“5·12”汶川特大地震后，
他告别已有6个多月身孕的妻子，作为志愿者奔赴
灾区。2010年5月，他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挽救
一名白血病患者的生命，成为全国气象系统成功
捐献造血干细胞第一人。荣获“2010-2011年度全
国无偿捐献造血干细胞奖奉献奖”“四川省无偿献
血先进个人”“内江市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等称
号。

109、杨池，男，汉
族，1978年12月生，中
共党员，南充市晋城镇
黄家湾村纪检员、县老
兵装修队队长。作为
一名退伍军人，长期以
来，他退伍不褪色，把
爱心献给了孤残儿童，
献给了孤寡老人，以实
际行动阐释着新时代
的雷锋精神。1996年，
杨池应征入伍，退伍后

曾留在北京打拼，2005年他放弃高薪工作，回家乡
组建了老兵维修队，先后帮助了32名伤残军人和
贫困人员就业，并积极援助关爱留守儿童和孤寡
老人。10年来，他累计帮扶留守儿童和特殊儿童
308名，资助白血病人9名，长期帮扶残疾军人3名、
困难群众64户、孤寡老人及五保户等123人，累计
捐助的资金达到80多万元。荣获“四川省优秀志
愿者”“四川青年五四奖章”“中国好人”“四川好
人”等称号。

110、洪天珍，女，
汉族，1955年3月生，宜
宾市兴文县共乐镇鹤
盘山村村民。她是一
名普通的农村妇女，
没有多少文化，却凭
着一份爱心和坚持，
三十年如一日照顾孤
寡邻居老人，用真情
向世人诠释着“苗乡
好邻居”的道义。三
十年前，当了解到村

里有位周正芬老人，老伴去世多年，膝下又无
儿女，加之年事已高无人照顾，生活十分凄苦
时，洪天珍便和丈夫商量，承担起了照顾老人
的责任。一万一千多个日夜的耐心照料，她为
老人撑起了一个温暖的家，老人得以幸福地安
享晚年。她和老人几十年来不是婆媳胜似婆
媳的关系，使她得到村民的广泛赞誉，赢得全
村人的尊重，谱写了一曲助人为乐的动听乐
章。荣获四川省“最美家庭”“苗乡好邻居”“中
国好人”等称号。

111、惠庆丰，男，
汉族，1987年10月生，
中共党员，达州市渠县
国税局干部。他在平
凡的岗位上展示高超
的业务水平，他只讲奉
献不求索取，关爱别人
胜过自己。作为一名
基层税务工作者，他用
真心帮助130余户商户
在 洪 灾 中 抢 搬 物 资 ，
挽回经济损失1000余

万元；他用爱心无私资助着数名留守儿童；他组
建起渠县国税局“善行服务队”“学雷锋志愿服
务队”，利用节假日走进敬老院、福利院，义务为
孤寡老人和儿童清洗衣服、打扫卫生、表演节
目，为他们送去了温暖和欢笑，他还为白血病患
者筹集善款13950元。参加工作以来，他始终用
憨厚的微笑、质朴的语言、不凡的事迹，悄悄地
影响并感动着身边的每一个人，用青春谱写出
了一段不平凡的“税”月赞歌。荣获“四川省五
一劳动奖章”、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公务员、“两
学一做”先进个人、“中国好人”等称号，记三等
功一次。

112、张彦杰，女，
汉族，1975年8月生，中
共党员，巴中市恩阳区
“兔兔爱心助学团”领
头人。她不计较生命
长度，却坚持用爱心夯
实生命厚度，她如一盏
明灯，照亮了无数困难
学生的求学之路、希望
之梦。张彦杰是一位
身患乳腺癌的重症病
人，一位拥有500多名

“兔子”团队的“兔妈妈”，一位与“壹基金”等9个慈
善机构建立了良好合作关系、帮扶过10000余名学
子的爱心妈妈。2012年，经过大半年的奔波和呼
吁，上海一助学机构一次性对45个高中特困学生
进行了长期资助；2013年，组织中山大学志愿者前
来考察……8年来，她拖着癌细胞已扩散的身体，
全身心投入爱心助学，实地走访学生13000多人，
总共行程16万多公里。荣获“第一届全国文明家
庭”“中国好人”“四川好人”等称号。

113、蒋素华，女，
汉族，1958年9月生，
雅安市芦山县国土资
源局退休干部，雅安市
中心血站志愿者。17
年来，蒋素华一直坚持
担当无偿献血者和志
愿者，积极从事无偿献
血公益活动，先后带动
她的儿子、妹妹、同事、
朋友、邻居等加入无偿
献血队伍，被人们尊称

为“最美献血者”和“献血雷锋”。从2001年起，她
坚持每年定期献血2次，17年来无偿献血21次，献
血小板17次，仅献全血（即直接抽取400毫升血液）
量就有近20000毫升。蒋素华既是献血者又是志
愿者，她除献血、献血小板外，还经常跟随市中心
血站采血车到雅安六县两区无偿为献血者服务。
荣获“全国无偿献血终身荣誉奖”“全国无偿献血
奉献（金）奖”“四川省百名优秀志愿者”“四川好
人”等称号。

114、熊国才，男，
汉族，1956年3月生，
资阳市乐至县中和场
镇江家湾村村民。一
艘船，一只桨，熊国才
与水为伴，以船为家，
用二十年的时间抒写
了一个平凡人精彩的
人生故事——义务摆
渡，助人为乐。每当听
到有人喊“熊国才，有
人要过河”，他都会立

即放下自己手上的事情，穿上救生衣跑到渡口，熟
练地开锁、拉绳、收链、摇桨，几分钟就能稳稳地把
人接（送）过岸。二十年里，不管严寒酷暑、刮风下
雨，他平均每天义务摆渡二十多个来回，免费服务
上百余人次，始终保持着摆渡零事故。帮助别人
快乐自己，至今没有成家、孑然一身的熊国才心里
始终坚持着一件事情：“为村民做点事。”他的坚
持，赢得了村民和社会的充分肯定。荣获“四川省
十大最美志愿者”“四川好人”等称号。

115、明措，女，藏
族，1989年11月生，中
共党员，甘孜州色达县
康勒乡大学生村官。
她是牧民的“贴心人”，
是大学生村官的楷模，
她把热心公益事业和
关心爱护他人作为奉
献之本，树立了一名青
年志愿者应当拥有的
良好形象。自2009年
担任康勒乡大学生村

官以来，这个看似文弱的女孩子就开始长期从事
社会公益活动，先后组织农牧民、共青团员、志愿
者等开展送爱心、送温暖、送卫生等活动40余次，
募集物品4千余件，为家庭贫困大学生争取资助金
16000余元，资助10名小学生每月150元的生活费，
为孤寡老人和贫困家庭购买物资和资助现金3万
余元。在她的带动下，公益组织共募集物资约27
万余元。荣获“最美甘孜好人”“十大感动甘孜最
美好人”提名奖、“四川好人”等称号。

116、俄木尔坡，
男，彝族，1981年4月
生，中共党员，凉山州
美姑县文联主席、驻村
“第一书记”。俄木尔
坡利用业余时间，奔波
于乡间小道和电脑网
络之间，用互联网搭建
起爱心桥梁，把社会各
界爱心人士的温暖和
正能量送到大凉山贫
困山区的乡亲们和学

生们的手中。12年来，俄木尔坡为美姑县150多个
贫困村、10万多个贫困村民，累计募捐到500多万
件生活用品和学习用具；为沙洛、俄干等5个缺水
自然村解决了饮水困难问题；为全州800多名贫困
中小学生联系到结对资助；为由木合、甘洛、阿尼
等多个偏远村牵线捐建了5所爱心学校，让400多
名山娃圆梦上学。荣获“四川省未成年人思想道
德建设先进工作者”、“四川省雷锋式优秀志愿者”

“四川省优秀共产党员”“四川好人”等称号。
117、王昱然，女，

汉族，1996年12月生，
共青团员，四川文化产
业职业学院学生。她
用自强不息的精神开
创人生新高度，用助人
为乐的美德引领社会
新风尚。王昱然因医
疗事故导致肢残，但身
残志坚的她在四川省
第八届残疾人运动会
上勇夺七项冠军和三

项亚军，还获得了由四川省残疾人联合会等三家
单位颁发的唯一一项“四川省第八届残疾人运动
会体育道德风尚奖”，并担任了全国第九届残运会

火炬手。王昱然乐于助人，立志于服务残疾人事业，时常
利用课余时间关爱社区智障儿童马聪，并用自己的故事
鼓励马聪及其家人勇敢面对生命的逆境。她还经常前往
社区敬老院看望老人，帮老人们剪指甲，为老人们按摩。
荣获“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标兵”“四川好人”等称号。

118、梁蕊，女，汉
族，1994年4月生，中共
党员，川北医学院学
生。自强不息、感恩社
会、热衷公益，她就是
南充市首位自愿捐献
遗 体 器 官 的 大 学 生
——梁蕊。家境贫寒，
大学学费靠助学贷款，
生活费靠勤工俭学的
她，三年来共计参加志
愿服务活动120余项，

志愿服务时间累计超过500个小时。她发动同学
参加志愿服务活动，参与人次达5000以上，受惠人
群达上万人。她不仅献血捐物，把爱心物资送到
大凉山美姑县，还利用周末义务支教，连续三个暑
假赴德阳、雅安、宜宾等地参与社会实践，关爱留
守儿童；她还经常结合自身专业优势，为老年人开
展义诊活动，普及健康卫生知识。荣获“中国大学
生自强之星”“中国电信奖学金 飞YOUNG奖”

“挑战杯竞赛四川省三等奖”“创青春”大学生创新
创业竞赛四川省三等奖等称号。

119、聂文静，女，
汉族，1985年11月生，
中 共 党 员 ，自 贡 市
FM977爱心公益协会
监事会主席、沿滩青年
志愿者协会副理事长、
沿滩区青年志愿者服
务队第五分队队长。
三年的付出与磨砺，聂
文静体会到作为一名
当代青年，快乐的源泉
就是帮助别人。三年

来，聂文静参与组织阳光助学、环保公益、关爱老
人和资助特困家庭等150多场次志愿服务活动，帮
助全市500多名学生和困难群众，服务时间累计达
700多个小时；在“爱心传递，心系鲁甸”爱心募捐
中，她先后2次前往灾区安置点为灾区儿童进行心
理疏导和陪护；每年的“爱心送考”活动，都是她一
人负责舒坪22中送考志愿者工作，在三年送考中
共接送考生400多人次。荣获“四川省青年优秀志
愿者”“四川省优秀巾帼志愿者”“抗震救灾优秀志
愿者”“四川好人”等称号。

120、周晨燕，女，
汉族，1972年11月生，
四川省人民医院儿科
副主任。她用真心、真
爱、真诚对待每位患
者，遇到贫困患者，总
是慷慨解囊，被人亲切
地称为“倒给患者红包
的医生”。周晨燕从
2005年开始利用业余
时间关注并参与组织
儿童白血病的社会救

助工作，2016年负责对全院各类贫困患者和家庭
进行经济救助和慈善帮扶。截至2017年1月，累计
救助患儿1676余人次，金额达2087万余元。她在
成都市慈善总会下设立了“晨燕爱心传递帮扶个
人基金”；成立“微心愿吧”，组织社会各界微心愿
志愿者关爱肿瘤患儿；组建“梦想书屋”、“爱心病
房小课堂”，并每周定期为患儿开放；组织了307次
志愿服务活动。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我
最喜爱的健康卫士”“四川省我最喜爱的健康卫
士”第一名、“中国好人”等称号。

二、见义勇为道德模范候选人
201、王正田，男，

汉族，1962年1月生，成
都高建环境卫生服务
有限公司环卫工人。
都江堰柏条河，水流湍
急，即便善泳者下水，
也几无可能生还。王
正田，腿有残疾，30年
来从未下过水，然而，
2016年6月12日，为了
救一位轻生女子，他毅
然跳进河中，强忍着腿

疾带来的不便和急速下降的体力，拼命将女子推
拉上岸。“虽然知道很危险，但我不可能看着她在
我的眼皮底下死去。”生死瞬间，王正田毫无怯意，
在河边钓鱼师傅的帮助下，王正田最终将女子救
上岸，周边市民群众听到呼救声，纷纷赶来，并拨打
了110和120。为避免轻生女子再做傻事，他和热心
市民合力劝说开导，民警赶到后，王正田悄然离开了
现场。荣获“第四届成都市道德模范”“都江堰市见
义勇为公民”“中国好人”“四川好人”等称号。

202、徐基本，男，1937年2月生，中共党员；王
富高，男，1972年4月生；邓久才，男，1953年4月
生。三人皆为汉族，自贡市富顺县永年镇蔡湾村
村民。年近八旬的老党员徐基本，在数九寒天，跳
进三四米深的水库救人，勇气与决心感动无数
人。2014年1月1日早晨，蔡湾村村民周尤芬、龙云
骑车不慎落入斑竹水库，拼命挣扎呼救之际，家住
水库边正在睡梦中的王富高从被窝中爬起来，来
不及穿衣服，一头跳进水中施救，当时已77岁高龄
的徐基本正好路过此处，来不及多想，匆忙脱掉外
套，扎进水里救援。此时，村民邓久才也赶到了岸
边接应，帮忙把两名落水者扶到岸边，成功救起。
徐基本有着50多年党龄，他说“那是人命，不能见
死不救，不管天再冷，水再深，再危险，也得救，生
命最可贵。”荣获富顺县“第四届见义勇为道德模
范”称号。

203、袁易，男，汉
族，1972年10月生，泸
州市古蔺保安公司大队
长。一名质朴的蔺州汉
子，为了他人的安危，展
现了“侠义大者”的英雄
气概，谱写了一曲“见义
勇为”的英雄之歌。2008
年10月16日上午10时，古
蔺县保安公司一女收费
员到光明大厦查收水电
费，被歹徒持刀抢劫，并

用水果刀抵住腹部，强行将她带往暗处欲实施流氓
行为。此时，正好袁易经过此地，见有人持刀抢劫，
他顾不得多想，一下子就冲了上去。歹徒连忙挥刀
刺向袁易，并试图逃跑，袁易不顾个人安危，紧紧抓
住歹徒不放。在与歹徒生死搏斗中，袁易腹部、腰部
和背部被捅三刀，血流不止。他仍不顾一切，用尽全
力将妄图逃窜的歹徒按倒在地，使歹徒被闻讯赶来
的公安民警擒获归案。荣获“泸州市见义勇为勇士”

“古蔺县见义勇为公民”“四川好人”等称号。
204、李远志，男，

汉族，1960年4月生，生
前系德阳市中江县石龙
乡赛金村村民。危难时
刻，乐于助人的他挺身
而 出 ，彰 显 了 人 性 大
爱。2015年9月10日早
上7时许，何青云和李远
志送孩子上学。在过不
足2米宽且湿滑难行的
赛金桥时，李远志带着
孙子淌着因为暴雨而漫

过桥面的河水走在前面，何青云带着孙子和孙女
走在后面。在离河对岸1米左右的地方，李远志回
头发现何青云爷孙三人不幸落水。李远志把自己
的孙子交给邻居，来不及脱掉衣裤就跳进了湍急
的河水中。在河中央，李远志抓住了何青云孙女
的手，试图将其带离激流，但因为河水湍急，再加
上体力消耗过大，李远志最终未能将她救上河岸，
自己也被河水卷走。荣获“中江县见义勇为公民”
称号。

205、李见廷，男，
汉族，1963年5月生，中
共党员，绵阳市安州区
宝林镇调元社区居委会
书记。正义之心必有正
义之举，他以不变的初
心，弘扬着社会正气，引
领着道德风尚。李见廷
在4年里有着数次见义
勇为的事迹。2014年12
月28日上午9点半，李见
廷得知一位6岁小孩在

玩耍时不慎掉进化粪池，情急之下他脱下外套，屏
住呼吸，毫不犹豫地跳下齐肩深的化粪池中，奋力
将小孩托起；2015年6月13日晚11时许，正在街边
乘凉的李见廷，得知邻居家猪圈房失火，情急之
下，他不顾墙塌房倒的危险，撞开猪圈门，并有序
组织赶来的群众和他一起进行施救。经过与消防
队员的共同努力，大火终于被扑灭，但李见廷身体
多处被烫（烤）伤。荣获“绵阳市见义勇为勇士”

“安县见义勇为奖”“安县首届见义勇为道德模范”
等称号。

206、刘小兵，男，
汉族，1972年2月生，
生前系广元市苍溪县
职业高级中学教师。
危急时刻，他听从内心
的呼唤，用奋不顾身的
壮举诠释了当代教师
见 义 勇 为 的 高 尚 情
操。2016年2月25日，
刘小兵出差到剑阁县
城，晚上9时许，他安排
好学生后，下楼买生活

用品，当他走到宾馆附近的天一世纪广场旁的河
岸时，突然听到江水中有人呼救。这位培育了一
批批品学兼优学生的老师，一马当先跑到事发现
场，毫不犹豫地跳入冰冷刺骨的江水中施救。在
其他群众的帮助下，两名落水者先后被救起，而刘
小兵却因入水时间过长、体力消耗过大，无力游向
岸边，一个鲜活的生命，永远停止了呼吸，年仅43
岁。荣获四川省“烈士”“四川青年五四奖章”“四
川省优秀教师”“四川好人”等称号。

207、申成国，男，
汉族，1964年5月生，
中共党员，遂宁市富临
运业有限公司员工。
他既有关爱留守儿童，
关心孤寡老人，无私奉
献的高尚品德，还有见
义勇为，临危不惧救人
于危难的优秀品质，他
就 是 共 产 党 员 申 成
国。寒冬腊月，他飞身
跳进冰凉刺骨的河水

中成功挽救因货车与客车相撞发生交通事故的货
车驾驶员吴朝伟，随后将人送到医院进行照顾。
他勇斗抢劫歹徒，面对歹徒提出分账诱惑和威胁，
心意不动，面不改色，并在群众的协助下将其扭送
到派出所。他在汶川地震、台湾“莫拉克”台风、玉
树和芦山地震等灾害发生后，积极为灾区同胞捐款
捐物献爱心。他坚持义务献血，累计献血达3000多
毫升，为挽救病人生命献出了无限的爱。荣获“遂
宁市道德模范先进个人”“船山区见义勇为先进个
人”等称号。

208、何曦，男，汉
族，1962年3月生，生
前系内江市实验小学
（东区）教师。他以“最
后的托举”为我们上了
生动的“最后一课”，用
生命塑造了新时期优秀
人民教师的光辉形象。
生性开朗善良的何曦，
从教30余载，兢兢业业，
克己奉公，总是一副热
心肠，生前就曾在沱江

河中救起过落水儿童和同事。 （紧转08版）

徐基本 王富高 邓久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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