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编辑：：高高 雪 创意雪 创意：：李李 航航 质质检检：：杨杨 凤凤

20172017年年22月月1717日日 星期五星期五

12 13 本版热线本版热线：：6329183563291835

中共南阳市委宣传部 市文明办 市文广新局 南阳报业传媒集团

关于开展“感动南阳”2016年度人物评选活动的启事

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传统美德，讴歌先进模范人物，进一步形成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社会风尚，激励全市人民以
饱满的精神状态，齐心协力，开拓进取，为建设大美南阳、活力南阳、幸福南阳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经研究，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感动南
阳”2016年度人物评选活动。

评选活动启动以来，经各级各部门积极推荐，共收到候选人先进事迹
材料 39份。在此基础上，组委会对推荐材料进行初评，确定了 20名个人
（集体）作为“感动南阳”2016年度人物候选人。现将候选人主要事迹公
布，请广大群众积极参与，踊跃投票，评选出您心目中的“感动南阳”2016
年度十大人物。各种投票方式截止日期：2017年2月28日。

投票方法：
1.纸质投票邮寄至：南阳市委宣传部宣传科，邮编：473067。
2.微信投票：关注“南阳发布”、“精彩南阳”、“南阳网”微信公众平台，

点击底部“感动南阳”导航，进入投票专区参与投票。 南阳发布 精彩南阳 南阳网

“感动南阳”2016年度人物选票

“感动南阳”2016年度人物候选人事迹

1.西峡县太平镇村桦树
盘组全体村民

上世纪30年代，王小章和哥哥从外
地逃荒来到西峡县太平镇桦树盘。壮
年时期王小章憨厚老实，与邻为善。随
着年岁渐长，人们对他的称呼从“王实
干”变成了“王老爹”，又成了“老山
爷”。相依为命的哥哥去世后，王小章
的衣食住行牵动着大家的心。自2005
年起，全组的26户56位村民自发组织，
依次轮流照顾王小章的生活起居，为老
人送吃送喝、砍柴送粮、生火取暖、拆洗
被褥、擦脸洗脚、端屎倒尿。现年92岁
的王小章，生活不能自理，但村民用善
良和爱心让老人安享晚年。

2.王娟

王娟，女，1996年5月出生，新野县
溧河铺镇李楼村人，商丘学院工商管理
学院学生。王娟5岁时因为一场车祸
失去了双腿，妈妈不堪重压自杀，爸爸
离家出走，只有年迈的爷爷奶奶和她相
依为命。7岁时想上学的王娟，不忍心
爷爷背自己上下学，用编织袋包裹残缺
腿根，用胳膊和小手撑着地面，一点一
点向前挪进校门。这一走，就是 12
年。2015年王娟被商丘学院录取，圆了
大学梦。为帮助王娟顺利完成学业，学
校免除她的学费、住宿费，还专门成立

“爱心帮扶小组”，但她在努力学习之余
仍坚持勤工俭学。2016年5月3日，中
央电视台综艺频道播出王娟的访谈节
目，感动了亿万观众。

3.秦秀杰

秦秀杰，女，1952年6月出生，南阳
市宛城区汉冶街道居民。秦秀杰的丈
夫李德志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服
役，在一次激战中不幸头部受伤，留下
后遗症，智力停留在孩童阶段，退伍后，
未婚妻因此而悔婚，留下他孤独一人，
无人照料。1974年，经人介绍，秦秀杰
认识了李德志，并毅然跟李德志结为夫
妻。在近半个世纪里，在外她要打工挣
钱贴补家用；在家她要照顾智力只有几
岁的丈夫，秦秀杰用质朴的爱和惊人的

毅力照顾丈夫，曾被评为“河南省优秀
军嫂”。

4.宁肖梅

宁肖梅，女，1972年11月出生，卧龙
区武侯街道居民。2000年一个冬夜，宁
肖梅去南阳火车站办事，捡回了一个弃
婴，后经医生诊断为先天性心脏病，预
言活不过3岁。面对巨额的医疗费，微
薄的收入，丈夫想放弃孩子，甚至把孩
子送往福利院，宁肖梅却把孩子找了回
来。2005年与丈夫离婚后，做了胰腺囊
肿手术不能再干体力活的宁肖梅，带着
孩子搬到父母家中居住，全家仅依靠父
亲每月千元的退休金生活。多年来，为
给孩子治病，她跑遍南阳、郑州各大医
院。宁肖梅为给孩子治病，放弃婚姻、
变卖家产的事迹经媒体报道后，爱心人
士纷纷捐款，随后的手术很成功，孩子
的身体状况日趋好转。宁肖梅被评为
2016年度“河南好人”。

5.杜文兰

杜文兰，女，1947年10月出生，南召
县爱心家园志愿者协会会长。1997年，
杜文兰从南召县第二人民医院病退后，
就联络几名老姐妹开始做慈善，目前已
发展为有200多成员的“爱心家园”志
愿者协会。志愿者的行程超过了2.5万
公里，累计发放价值490余万元物资和
善款，救助孤寡老人、残疾人、特困群
众、贫困学生1.3万多人次。2016年，杜
文兰带领协会志愿者们在办好爱心粥
坊的基础上，又制定了“三百救助计
划”，即资助100名一线环卫工人、100
名孤寡老人、100名贫困学生。还积极
与中华少儿慈善救助基金会等多家慈
善机构联系，募集善款物资。一年来，
共帮助一线环卫工人133名、贫困孤寡
老人147人、贫困学生400多人，发放物
资及善款64万多元。曾获“南阳市老
有所为先进个人”、2016年度“河南好
人”荣誉称号。

6.马明起

马明起，男，1957年6月出生，方城

县军休所一级伤残退休干部。马明起
1976年3月参军入伍，1979年2月在对
越自卫反击战中英勇负伤，造成双目失
明，被评为一级伤残军人。原本可以在
军休所里安逸度日的马明起，却和妻子
一起去创业，1989年2月办起了一家小
型福利食品厂。创业成功的马明起不
忘回馈社会，热心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2016年，夫妇俩为3个孤儿做代理“妈
妈”，资助他们完成学业。每逢建军节、
中秋节和春节，马明起就带人到驻军单
位慰问，已坚持20多年，先后安排96名
复退军人就业。多年来，马明起投入慈
善公益事业的物资累计超过20万元，
2016年荣获河南省优秀复转军人特别
奖。

7.雷克

雷克，男，1979年 11月出生，城乡
一体化示范区白河街道胡寨村人，
南都救助团队负责人。雷克长期热
心于民间救助事业，先后策划开展

“安老助学”、“豫暖童心”等公益行
动。带领团队跑遍方城、西峡、淅
川、内乡等地，关注患有重病的山区
孩子，并积极呼吁社会各界向他们
伸出援手。因患脑积水被父母遗弃
的 4岁孤儿玛丽、南阳理工学院患
脑积水的大学生周凤彦等，在他的
帮助下得到及时的救治。2016年，
他为示范区楼子庄村白血病患儿冯
湘皓募捐 40万，为樊营村心脏病患
儿苏泓嘉募捐 20万，为南召白血病
患者陈小丰募捐 25万等等，曾被表
彰为河南省第二届金牌志愿者，南
阳市第四届道德模范。

8.罗春凡

罗春凡，女，1979年6月出生，原籍
湖北省随州市，2010年和丈夫李青结婚
后来到桐柏县回龙乡何庄村。夫妻两
人诚信经营养殖场，并带动周边群众共
同致富。正当事业蒸蒸日上时，李青不
幸触电身亡，留下半岁的女儿和七十多
岁卧病在床的父母，前妻留下的十一岁
儿子，还有弟弟托付给他们的六岁儿
子，邻居托付给他们的一岁女儿。一家
老小需要人照顾，沉重的医药费和学

费，再加上办养殖场欠下的巨额债务，
一下子全压在了罗春凡一个人身上。
另有三个孩子的亲生母亲远走他乡，他
们都管罗春凡叫妈妈。为了维持生计，
罗春凡开办托教班，代管40多个寄宿
生，每天她要做五十个人的饭菜，帮孩
子们辅导作业，还精心照顾卧床的老
人。

9.范书勤

范书勤，男，1941年2月出生，中共
党员，社旗县下洼镇范庄村人，退休教
师。2012年秋，古稀之年的范书勤变卖
了城里的两处房产，把儿女们孝敬的养
老钱和毕生积蓄全部拿出来，先后投资
近 200万元用在绿化家乡的荒山上。
他每天骑摩托车上山，建桥铺路、修塘
筑坝、盖房架电、栽花种树、种瓜养鹅，
有时就住在自建的护林房里，被乡亲们
戏称为当代“愚公”。5年来，他共修建
山路 5公里，新打机井 2眼，种植核桃

625亩、景观树 320亩，山上还散养着
3000只鹅、10000只鸡，实现种植养殖
之间的绿色循环。现在的霸王山，由荒
山变成了花果山，也成了旅游观光之
地。2015年，霸王山被评为省级森林公
园，他先后荣获全国最美家庭、河南省
传承好家风好妈好爸、南阳市老有所为
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10.周保恒

周保恒，男，1963年1月出生，中共
党员，市公安局新华派出所东关大队中
队指导员、西拐社区民警，二级警督警
衔。他长期奋战在公安基层工作第一
线，由于积劳成疾，2013年8月被确诊
为肾衰竭晚期，却坚守岗位。他在社区
中建立了居委会、内部单位和村民小组
三级治安防范网络，两年来先后排查化
解各类矛盾纠纷220余起，排查火患等
隐患65处，列管各类重点人98人，处置
各类案事件68起，抓获违法犯罪人员

38人。特别是在指导医院进行治安防
范、重点部位防控等工作中，探索了一
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几年来，他共
参与调解医患纠纷一百多起，使辖区中
心医院的发案率逐年降低。曾荣立个
人三等功3次，多次被评为南阳市优秀
人民警察、优秀共产党员。

11.王付强

王付强，男，1976年8月出生，中共
党员，生前系唐河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副
大队长、昝岗派出所所长。2016年8月
30日，王付强在摸排案件线索时，突发
脑干出血，因公殉职，年仅40岁。18年
来他坚守刑侦战线，带领全体刑警摸爬
滚打在同犯罪分子斗争的一线阵地，先
后 侦 破 了“2015.7.18”故 意 杀 人 案 、

“2014.6.28”系 列 保 险 柜 被 盗 案 、
“2015.1.6”跨国诈骗案等一系列社会影
响较大的重特大案件，在命案攻坚、打
黑除恶、打击盗抢犯罪等方面屡立战

功，成绩显著。王付强参与破获各类刑
事案件1000余起，其中重特大案件200
余起，打掉“两抢一盗”犯罪团伙90余
个，先后荣立个人一等功一次，个人二
等功两次，个人三等功两次，荣获河南
公安系统“中原卫士”、河南省优秀五四
青年忠诚卫士、全市政法系统“百优”政
法干警、优秀人民警察等荣誉称号。

12.宋守印

宋守印，男，汉族，1986年 10月出
生，新野县王庄镇人。因家境贫寒，16
岁时，宋守印便跟随乡亲南下打工，到
东莞后先后做过厂工、营销经理、保安
等。2015年6月，他被塘厦公安分局招
收为辅警，加入机动巡逻大队便衣侦查
队，先后参与破获10余宗飞车抢夺、扒
窃等街面违法犯罪案件。2016年10月
18日下午，调休的宋守印在东莞市东城
区街头看到一名男子手机被抢，当即奋
不顾身上前追赶歹徒。就在他抓到对

方肩膀时，歹徒抽出匕首朝他捅来。宋
守印倒地后，不顾胸前和手臂流血的伤
口，起身又追了几十米后再次倒在地
上。经诊断，宋守印左手中指、小指和
手腕三根筋被刺断，动脉血管被刺破，
左侧胸口有一处深两厘米左右的伤口，
若非抢救及时或危及生命。宋守印的
行为被东莞市见义勇为委员会认定为
见义勇为。

13.杜全亮

杜全亮，男，1964年4月出生，内乡
县赤眉镇东北川小学教师。父亲偏瘫，
常年卧病在床，为方便照顾，他带着父
亲去学校上课，直到 1999年父亲去
世。母亲四肢关节严重肿痛变形，他精
心照料十多年，直到母亲以73岁的高
寿辞世。大哥是聋哑人，大嫂体弱多
病，大哥家的一儿一女从学前班到大学
毕业，一直由杜全亮照顾并资助。2003
年大哥患脑梗死成植物人，2011年大嫂
罹患食道癌，也是他协同亲朋积极筹措
资金治疗、护理直至去世。三叔先天性
痴呆，生活不能自理；二哥小时候患病，
智力残障；小弟也是智障人。2011年4
月，杜全亮的妻子陈香芹突发脑溢血，
从此偏瘫卧病在床。他悉心照顾妻子，
并找名医为其治疗，如今，妻子在杜全
亮的照料下终于站了起来。几十年里，
他先后照顾7个残疾人，培养了4个大
学生，被评为孝老爱亲“河南好人”。

14.魏涛

魏涛，女，1968年10月生，中共党
员，镇平县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和儿科
临床专科主治医师。2008年，她成功救
治了一名体重只有920克的早产儿，填
补了全县低出生体重儿的救治空白。
她不断加强业务理论学习，2013年编写
了《0—6岁儿童管理规范》教材，为全县
儿童保健提供了强有力的依据。临床
工作中，坚持每年下基层指导30余次，
累计培训和带教乡村医生2万多人次，
足迹遍布镇平县23个乡镇409个行政
村的村村寨寨。曾获得市青年岗位能
手称号，2016年12月被评为全国最美
基层儿保医生。

15.左振生、徐河医、范相
生

2016年11月21日上午11时许，桐

柏县新集乡廖井村76岁的陈道银骑着
三轮车载着65岁的弟弟陈道群去看望
姐姐。在途经312国道淮源镇龚庄小
学桥头时，陈道银一个恍惚，便连车带
人掉进了4米高的桥下两米多深的水
中。危急时刻，下乡搞二次土地变更调
查的桐柏县国土资源局职工左振生、徐
河医、范相生恰巧路过，想也没想就纵
身跳入刺骨的河水中。3人拼尽全力，
在最短的时间内把陈道银救上岸，并再
次入水救出陈道群。3人一边对陈道银
进行抢救，一边拨打120。待两位老人
乘坐救护车前往医院接受治疗，3人不
留姓名，默默离去。

16.张鹰

张鹰，男，1968年11月出生，中共
党员，河南省电力公司配电网工程建设
管理办公室副主任。2015年8月张鹰
任南召县皇后乡娘娘庙村第一书记。
驻村后他制定三年脱贫计划，为娘娘庙
村争取资金800万元，开展生产道路、
提灌站、机井通电、电网改造等基础设
施建设；成立苗木合作社，建设苗木交
易市场，搭建“互联网+现代农业”平台，
2016年销售额已超500万元。开展绿
化工程产业升级和“盆栽”、“盆景”产品
升级；引资500万元启动村级光伏电站
建设。他的扶贫工作被央视《经济半小
时》、河南经济报、河南电视台等媒体广
泛报道。先后荣获国网公司抗震功臣、
河南省电力安全生产先进个人、国网河
南省电力公司本部劳动模范等荣誉，
2015年荣获河南省五一劳动奖章。

17.苏克见

苏克见，男，1972年10月出生，中共
党员，南阳市高新区环卫站公厕管理所
副所长。扎根环卫工作27年，坚持奋
战在清掏清运第一线。公厕管理所的
两台吸污车罐体需要定期清掏，每次他
都带头干。清理化粪池、疏通下水道不
仅苦、脏、累，也有危险性，有些化粪池
由于多年没清理过，聚集着大量的沼
气、硫化氢等有毒有害气体，随时可能
发生人员中毒和沼气燃烧、爆炸等事
故。有的还沉淀有碎玻璃渣、废旧金属
等杂物，稍不注意就会划伤手脚。每当
遇到这些危险作业，他都冲在前面，连
续十年被市政府评为“优秀环卫工人”，

还被评为2016年度“河南好人”。

18.郭福有

郭福有,男，1988年 5月出生，中
共党员，方城县小史店镇农村小学特
岗教师。2011年 6月，郭福有从中原
工学院外语系毕业，看到农村学校教
师严重匮乏，他放弃出国机会，成为
特岗教师。女友也放弃郑州的工作
来到小史店镇，共同奉献农村教育。
然而，不幸不断降临这个家庭，2013
年郭福有的大女儿提前 3个月早产，
体重仅 1.24kg；2014年郭福有的爱人
由于长期劳累患上严重免疫疾病，住
进了医院；2016年 10月小女儿出生，
体重仅 1.09kg，病发的爱人和早产的
小女儿又同时住进医院。高额的医
疗费用让家庭负债累累，但郭福有坚
守岗位，用爱心和耐心关爱留守儿
童，带领全校教师掀起了“课改风
暴”。

19.淅川爱心联盟

淅川爱心联盟是一个自发的民间
慈善公益组织，发起人叫刘明震，今年
54岁，是一名普通的乡村医生，在行医
过程中经常为家庭困难的病患者免费
治病，还尽己所能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自2008年起，刘明震申请了“淅川爱心
联盟QQ群”，目前，参与活动的爱心人
士有500多人。他积极联系河南省儿
童希望救助基金会、中华儿慈会等，对
淅川困难家庭的儿童、留守儿童进行长
期资助，受益困难群众累计3000多人，
还积极参与植树造林、爱心送考等社会
公益活动。

20.高华林

高华林，女，1959年2月出生，卧龙
区靳岗街道崔营村周湾组村民，市社会
福利院护工。高华林主动要求分配到
福利院成人养护中心重残区，坚持照顾
最需要照顾的人。每天早上4点多钟
起床，给老人们叠被、梳洗，晚上照顾所
有老人休息后才休息。现在，高华林和
另外一位同事同时照顾着36个重残老
人。她每天为老人擦洗防止长褥疮，喂
老人吃饭，有的老人大便不畅，她一点
一点用手抠。10年来累计照顾了100
多名无家可归的老人。②5

注：请在您支持的候选人后边打“√”，限选10人，超出作废，选票复印无效。投票邮寄至：南阳市委宣传部宣传科 邮编：473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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