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乡人学习的好榜样
5 月 27 日， 方城县委

特别下发文件，号召全县广
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向
王锋学习。 学习他奋不顾
身、 舍己救人的英雄壮举，
学习他心系他人安危险、无
私奉献的高尚品质，学习他
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舍生

忘我的担当精神，学习他敢
于拼搏、勇闯火海的顽强意
志和舍身为民、不计得失的
大爱情怀。

“王锋不仅是方城儿女
的优秀代表，是方城人的骄
傲，也是南阳人、河南人的
骄傲。 ”方城县委书记褚清

黎说，“方城将大力弘扬王
锋的先进事迹和感人精神，
让王锋精神在方城全县落
地、生根、开花，结出更加丰
硕的成果，成为建设富强和
谐美丽方城、加快方城全面
小康社会的强 大精 神 力
量。 ”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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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英雄王锋 壮举震撼全国

［影响］ 英雄壮举 引爆社会正能量
因火海救人的壮举，王锋的名

字在网络一夜蹿红，大爱南阳人感
动全国， 各地网友为英雄点赞祈
福，本土及外地文化人纷纷赋诗相
颂，英雄的精神在持续发酵。

网友阳光说，看到英雄王锋三
入火海救人的报道，我的眼角湿润
了。 一位平凡的托教老师，在大火
吞噬居民楼时，在已经将妻儿送至
安全地后，还能义无反顾返身冲入
熊熊烈火中，三次！ 在消防官兵到
来之前，三次冲进去救人，这是怎
样一种精神。 希望王锋能被评选
“感动中国十大人物”，好人一生平
安，祝他早日康复

网友清风说， 这是一位好父

亲，好丈夫，好老师，他的英勇与
良善 ， 证明了世间的大爱与无
私， 为这个社会注入了一剂强心
针。 这一则报道， 是两个月以来
最亮的一道光， 照亮了前方，光
辉了人性。

网友中卫说，他是这世上大爱
无私的英雄， 一人有难八方支援，
谢谢晚报记者的报道，让这个社会
充满了正气和爱心!

郑州爱心媒体人栗晓在诗歌
《烈火雄心》中这样写道：王锋，一
个普通的名字，从此在中华大地上
生根。捐款，慰问，亿万中国人默默
祈祷，呼唤英雄归来，迎着太阳，拥
抱每一个清晨。 ③1

［关注］ 众媒聚焦 人民日报点赞
连日来，南阳火海救人英雄王

锋的新闻成为全国各大媒体聚焦
的热点，“大美南阳好人多”的声音
响彻八方。

5 月 20 日， 王锋三入火海救
人，自己却特重度烧伤的事迹经本
报率先报道后，引起省、市宣传部
门和全国各大媒体的深度关注。短
短一周多时间，人民日报、中央电
视台、人民网、新华网、中国新闻
网、新浪网、腾讯网、河南日报、河
南电视台等 20 多家国内知名新闻
媒体赶赴南阳，聚焦英雄，集中报
道其感人事迹。 本报先后推出的
《他用带血的脚印书写英雄》、《英
雄火海救人 感动神州大地》等 6

篇重点报道，被人民网、新华网、中
国新闻网、凤凰网、新浪网、腾讯网
等广泛转载。

“三入火海， 王锋彰显了英雄
本色；真情救助，善和爱正在社会
涌动。 而筹足医疗费后，家属感恩
社会、 呼吁大家停止捐款的态度，
同样令人动容。 大家知道，重度烧
伤后要想恢复健康、 重回正常生
活， 王锋势必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还会有更多的实际问题亟待解决。
为了让英雄流血不流泪，他的后续
保障更需要政府、社会持续关注与
支持。 ”5 月 28 日人民日报 4 版报
道王锋事迹并刊发赞语，向南阳英
雄王锋致敬。

［喜讯］ 王锋开口 致谢所有好心人
“王锋刚才开口说话了。 ”5 月

27 日上午 11 时， 记者一赶到医
院， 就有王锋亲属欣喜地报来喜
讯。

原来，当天上午 10 时 30 分左
右，根据王锋的救治情况，主治医
生拔掉了先前插在王锋喉部的喉
管。 喉管被拔掉后，王锋已可以开
口说话了。 尽管还有些吃力，不能
过多对话，但这对忧心如焚多日的
家属来说，无疑是天大的喜讯。

知道社会各界都在关注关怀
着他，王锋让妻子潘品代他向公众
致谢， 谢谢社会各界好心人的救
助，谢谢媒体关注，他一定会坚强
起来，争取早日康复，回报社会的
关爱。

“谢谢党和政府， 谢谢组织的
关怀。”28日上午，王锋在抢救室见

到前来看望他的方城县委书记褚
清黎，含泪激动地说。 褚清黎关切
地告诉王锋， 他是代表方城县委、
县政府到医院看望的，让王锋一定
要内心强大起来， 不要操心其他
事，好好配合治疗，早日恢复健康。

同时，记者从王锋所在医院获
悉，像王锋这么严重的伤情，抢救
周期相当长，大概需要 3 个月。 在
这 3 个月里重中之重是防止各种
并发症的出现，还要对王锋进行多
次植皮手术。假如每次手术都很成
功，不出意外状况的话，目前的捐
助善款对于前期治疗来说问题不
大。但如果病人在此期间发生其他
感染的话， 所需的花费就没法预
测。 3 个月后进入康复期，后期治
疗时间会更长，大概需要 2 年甚至
3 年的时间，花费也更巨大。

核心提示

托教老师王锋三入火海救人，舍身忘己被烧重伤……事件发生
后，本报率先独家报道并持续关注，人民网、新华网、中国新闻网、腾
讯网、新浪网等纷纷转发，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国新闻报、河南
日报、河南电视台、大河报等 20 多家知名媒体跟进报道，全国网友
争相点赞，社会各界爱心接力救助英雄。 日前，王锋被南阳市综治委
授予“南阳市见义勇为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本报记者 于晓霞

乐于助人的热心邻居
“王锋平时就关心集

体，很有爱心，做出火海救
人的事迹， 一点都不让人
感到意外。 ”古城村村主任
张延青向记者讲述 ，2013
年 4 月， 古城村小学改造
房屋，教室不够用。 王锋主
动腾出自家一楼的三间房
子做临时教室， 学生上课

的时候， 他还义务为师生
提供开水。

“俺开的诊所每天人来
人往，有谁要喝开水，自行
车没气，都到隔壁找他。 去
的人多了， 王锋专门买了
个打气筒放在门口， 方便
别人使用。 他是学计算机
的，我这里电脑只要坏了，

只要他在家，随叫随到。 ”
王锋邻居、村医李兰说。

“王锋是个热心人，厚
道实在。 去年有一次，我从
镇上回来时， 当时雨下得
很大， 王锋骑着车子一直
把我送到家门口， 让我特
别感动。 ”村民张金梅夸赞
说。

孝顺顾家的“顶梁柱”
“王锋是俺家的顶梁

柱，也是家里唯一供出来的
大学生，一直以来，他是全
家人生活的希望。 ”说起儿
子王锋，母亲周文焕带着心
酸的自豪。

周文焕告诉记者，以前
家里穷， 兄弟姐妹又多，王
锋从小没享过啥福，是在苦
日子泡大的。 王锋上初中

时，每星期生活费只有 2 元
钱，吃菜都是从家里带去的
咸菜， 冬天没有穿过秋裤。

“我记得，他的第一条秋裤，
是去郑州上大学前我到街
上买的，5 块钱。 ”周文焕哽
咽地说。

大学毕业后， 王锋在郑
州打了 8年工，搞电脑销售、
计算机维修。虽然工资不高，

但他一发工资就赶紧给家里
打钱。周文焕讲述说，她早年
患乳腺癌，还中风偏瘫过，治
疗的费用大部分都是王锋在
外打工挣的钱。 那时候只要
听说什么药治疗效果好，他
就会跑到药房去买了邮寄回
来。 后来王锋到马来西亚打
工不在家， 就让媳妇带着我
去郑州看病……

一个普普通通的农家青年，以火海救人的英雄壮举感动了全国！ 近日，满怀
着对英雄的敬佩之情，记者走进了王锋家乡方城县广阳镇古城村，探寻这位热血
青年英雄成长的足迹，还原英雄本色。

平民英雄 真我本色
———王锋家乡探访记
□本报记者 于晓霞 特约记者 陈新刚 倪 崇

被救学生为王锋制作的贺卡 本报记者 于晓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