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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度“启东好人
启东好人”
”评选结果揭晓
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道
德建设, 营造“共创文明城
德建设,
共创文明城，
，同做文明人
同做文明人”
”的良好氛围
的良好氛围，
，中共启东市委宣传
部、启东市文明办组织开展了 2017 年度“启东好人
启东好人”
”评选活动
评选活动。
。社会各界
广泛参与，
广泛参与
，踊跃推荐身边好人
踊跃推荐身边好人，
，凡人善举层出不穷
凡人善举层出不穷，
，崇德向善蔚然成风
崇德向善蔚然成风。
。
2017 年，全市共产生各类月度道德典型 187 个，其中年度上榜人物

74 名个人和 2 个集体
个集体。
。经社会推荐
经社会推荐、
、审核公示和群众投票
审核公示和群众投票、
、专家评议等程
序,袁华健等 10 位市民及集体当选 2017 年度“启东好人
启东好人”
”；宋雁群等 10 位
市民获评 2017 年度“启东好人提名奖
启东好人提名奖”
”。
感谢广大市民朋友推荐、
感谢广大市民朋友推荐
、宣传
宣传、
、支持
支持、
、祝福我们身边的好人
祝福我们身边的好人。
。
感谢各位“好人
好人”
”在 2017 年给我们带来的温暖
年给我们带来的温暖，
，让这份温暖和感动在

2018 年继续陪伴我们前行
年继续陪伴我们前行。
。
市文明办联系电话：
市文明办联系电话
：
05130513
-80790190
中共启东市委宣传部
启东市文明办
2018 年 5 月 15 日

2017 年度
“启东好人
启东好人”
”名单（10 组）
敬业奉献——袁华健

敬业奉献——邢永新

见义勇为——庞卫兵

诚实守信——蔡辉

助人为乐——蔡天豪

袁华健，男，1979 年 1 月
出生，中共党员，市公安局合
作中心派出所所长。
勇敢、细致是他侦查破
案的绝招，嘴角上的伤疤是
他坚守一线最好的见证。
2009 年 10 月，袁华健在赌博
现场执法时遭袭，嘴唇被打
穿缝了 13 针，但仍阻挡不了
他打击犯罪的脚步；他以实
践为师，虚心向老民警求教，
摸索总结出“五法矛盾调处
秘笈”，有效化解 200 余起社
会矛盾；他带队伍有诀窍，注重合作、发扬团队精神，
“团队精神是最佳的生存之道”
几个大字醒目地挂在他的办公室。近年来，他带领的合作派出所获评“全省优秀公
安基层单位”
，荣获集体二等功 1 次，
连续 4 次荣记集体三等功。

邢永新，男，1960 年 6 月
出生，中共党员，市第七人民
医院救护车司机。
邢永新 1979 年入伍，期
间曾多次荣获嘉奖并记三等
功。1993 年，
邢永新转业在七
院从事 120 急救车驾驶员工
作。多年来，他分秒必争，与
死神展开时间赛跑，常常 24
小时昼夜值守，
连续作战。24
年间，他用青春为生命护航，
安全运送了无数的伤病患者，
他背过的病人不计其数，
赢得
了良好的社会口碑。邢永新长期坚持无偿献血，经常一次献血 400ml，合计献血
5800ml，
被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
部卫生部授予 2012~2013 年度
“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铜奖”
的荣誉。

庞卫兵，男，1963 年 6
月出生，东海镇丰盛村村
民。
2017 年 2 月 2 日，启东
大丰路口二效河内，母女
两人驾车不慎落水。 庞卫
兵闻讯后，立马赶往现
场，只见一辆四轮电动代
步车正缓缓滑向河中央，
车内还有一对母女。 庞卫
兵毫不犹豫地跳入 3 米多
深的河水中，虽然河水十
分冰冷，但庞卫兵还是快
速游到车前并用力拉拽车门，成功将母女两人从车子里拉了出来。 事后,获救人
家送来的礼金礼品都被庞卫兵婉拒了，他表示：“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两条人
命，不能见死不救。

蔡辉，男，1955 年 4 月出
生，中共党员，鹏华蔬果合作
社董事长。
2009 年蔡辉创办合作社
发展绿色农业，
当时由于连年
遭受自然灾害，
经济效益不佳，
蔡辉承诺：
“即使亏本，
我变卖
家产也保证大家年终工资分
文不少。”2015 春，他拿出 1.3
万元给村里特困户解决生活
困难；拿出 2 万多元资助 5 位
辍学在家的贫困生赴黄桥老
区人才培训中心学习。2015
年 5 月起，
拿出 1.26 万元购买了 36 只小山羊，
以
“一公二母”
搭配的形式分发给村里 12
家低保户，
通过山羊自繁自养来改善生活，
这12家养羊年收入均有2000元左右。2016
年6月，
再度拿出2.8万元购买81只小山羊，
分发给永安村与富民村的17家低保户。

蔡天豪，男，1996 年 2 月
出生，
北新幼儿园教师。
2016年9月，
蔡天豪志愿
报名参加了造血干细胞捐献
行动。2017 年 11 月，他接到
省红十字会通知，
得知与一名
血液病患者 HLA 配型相合，
他毅然决定参与捐献。2018
年 1 月 3 日，他在亲人朋友的
陪伴下赴南京东南大学附属
中大医院，并于 1 月 8 日采集
造血干细胞 270 毫升，
成为了
全国造血干细胞捐献第 7026
人，
启东市第5人。一向充满正能量的蔡天豪，
拯救了一条年仅三岁的幼小生命，
同时也
让更多人对于造血干细胞的捐献和采集有了全新的认识。2018年，
蔡天豪被授予
“南通
市博爱大使”
称号，
2018年1月8日被《江苏公共新闻频道》宣传报道。

志愿服务——杏林学院情暖夕阳公益团

公益慈善——周小飞

医德典范——周红灵

师德典范——李豪

美德少年——李想

南 通 大 学 杏 林 学 院“ 情
暖夕阳”公益团，2015 年 3 月
成立，
现有大学生成员 39 名。
杏林学院情暖夕阳公益
团致力于每月为近海镇范围
内数千名老年人提供保健、维
权、理财、生活帮扶、精神陪护
等服务，
打造了
“微公益·孝意
浓——微孝计划”
“携书香·暖
夕阳——绿色书架”
“爱传递·
艺传承——爷爷的手工铺子”
“暮好学·忘书忧——观澜学
堂”
四大品牌志愿服务项目，
累
计开展志愿服务活动近200次。建团以来，
团队先后获得2016年团省委青年公益大赛
三等奖、
2017年团中央主办的
“阿克苏诺贝尔中国大学生社会公益奖”
铜奖等荣誉，
受
到中国大学生在线、
中国公益新闻网、
江苏文明网等媒体的关注，
被报道数百次。

周小飞，男，1962 年 8
月出生，
江苏二建集团有限
公司东顺事业部董事长。
周小飞作为曹家镇村
乡贤，多年在外艰苦创业，
积攒财富，衣锦还乡不忘
江东父老。2011 年，他出
资把泥泞的头兴港沿岸修
建成了平整的水泥路。
2014 年,听说村里因资金
不足无法实现路灯完全亮
化，他二话不说，拿出十万
元给村里安装路灯。2017
年，他得知村要修建公共服务中心，立马又资助了 30 万元。除此以外，他还每年拿
出 10 万元资助贫困学生，拿出 30 万元捐给启东市慈善基金会。提到周小飞，村民
们都会竖起大拇指，交口称赞
“致富不忘乡邻，他是我们村的骄傲。”

周红灵，女，1975 年 6 月
出生，市中医院神经内科副
主任。
1996 年周红灵走上工作
岗位，她依靠熟练的专业技
术、
良好的医德医风受到广泛
好评。几年前，
一个脑瘫小孩
持续抽搐不止来院就诊，
多家
医院鉴于病情特殊担心引发
病患纠纷，建议转院治疗，但
家属因种种原因不愿赴外就
医。周红灵在与家属充分沟通
后，将小患者留院抢救治疗，
很快控制了病情。有一个农村病人，
家里贫困，
妻子抛弃了他，
留下一个在外打工的儿
子。这个病人反复中风，
且因中风丧失了生活自理能力，
言语功能也严重受损，
周红灵和
同组医生主动为这个病人凑了部分治疗费，
解决了燃眉之急。
类似好人事迹不胜枚举。

李豪，男，1981 年 10 月
出生，
汇龙中学英语教师。
李 豪 自 2007 年 起 ，连
续 10 年关爱我市乡村困难
小 学 生 。2007 年 资 助 了 圩
角小学贫困生崔佳燕；2008
年与晨曦中学晨曦班建立结
对关系，定期为该班捐款捐
物，并对特困生、孤寡儿童开
展心理关爱；2009 年带头为
久隆小学白血病患儿黄健发
动 捐 款 ，总 数 额 超 过 5000
元；2011 年捐助了大同村小
学黄淑楠同学，多次去该贫困生学校捐款并送上亲手挑选的文具；2013 年捐助了
善成小学六年级两位贫困学生；2016 年捐助了一名身患白血病的母亲。多年来，
由
其本人及所在班级为各级各类乡村小学贫困生捐款捐物的总额达数万元。

李想，女，2003 年 9 月出
生，折桂中学学生。
李想用多才多艺去实践
公益，用幼小的心灵去传递爱
心，用纯真的理解去传递正能
量。十年来，她热衷公益，用甜
美的声音和优美的舞姿，陪伴
着社区的留守儿童和外来务
工人员的子女，度过了一段段
有欢声笑语的童年生活。小学
三年级时，她与聋哑学校的哥
哥姐姐结成对子，教他们用舞
蹈演绎无声的世界，还用零花
钱购买了学习用品和阅读书籍送到学校。此外，
她还加入到社区文艺团队中，
关心关
爱社区老人，
利用所学的朗诵主持特长，
每年暑假为多个社区主持纳凉晚会。她用一
颗炽热的心感恩社会、
感动他人的同时，
也磨炼了毅力、
锻炼了能力、
提升了素养。

2017 年度
“启东好人”提名奖名单（10 人）

宋雁群，女，1978 年 2 月出生，中
共党员，
汇龙镇妇联主席。
2014 年初，宋雁群在镇机关单位
中组建了
“爱心妈妈”团队，结对帮扶困
境儿童。2016 年，她通过调查摸底，精
心筹划了“手拉手传递温暖，心连心共
促成长”的关爱困境儿童志愿服务项
目，以“爱心妈妈”团队为基础，将全镇
68 个贫困留守儿童和 8 个孤儿、28 个
单亲儿童作为重点关爱对象，为每个困
境儿童结对 4 名志愿者进行长期帮扶，
通过开展学业辅导、心理疏导、集体活
动等方式，形成制度化、长效化的志愿
服务体系。

杨本发，男，1983 年 11 月出生，中
共党员，
王鲍镇洪桥村第一书记。
杨本发扎根农村一年多，牢记重
托，怀着激情，带着责任，他把农村当
家乡，视村民为亲人，两脚沾泥，一心干
事，跑遍了村里每个角落、每户家庭，真
诚帮助群众排忧解难，与群众想在一
起、苦在一起、干在一起，付出了外人难
以想象的辛勤和汗水。经过一年多的
努力，洪桥村终于摘下了“经济薄弱村”
的标签。洪桥村集体收入由 2016 年的
24.1 万元突破至 300 万元，经营性收入
从 0.75 万元增长到 49 万元，原先的 34
户低收入家庭全部脱贫。

金辉，男，1966 年 3 月出生，寅阳
镇临海桥村村民。
2017 年 2 月 13 日，邻居顾沛芹忘
记了在液化灶上烧的开水，引发火灾。
金辉发现邻居家不断冒起的黑烟后，赶
紧去扑火。当时他看见两只液化气钢
瓶还在室内，不将其转移必将引发爆炸
事故。关键时刻金辉不顾自身安危，脱
下身上的羽绒服，浸湿后披在身上冲进
小屋，拉下滚滚发烫的电闸，同时关掉
钢瓶阀门，拉断钢瓶上燃烧的皮条，两
次冲进去，终于把钢瓶抱出去。事后发
现钢瓶上的皮条还差十几公分就烧没
了，若晚一会儿，后果不堪设想。

蔡健，女，1976 年 3 月出生，惠萍
镇东兴镇村村民。
2008 年的一场车祸，让她正直壮
年的丈夫成了植物人，原本家里还有一
个残疾的小叔和重病的婆婆要照顾，
现在更是雪上加霜。 蔡健坚强地擦干
眼泪，默默地挑起了生活的重担。 她
不仅负责丈夫三餐饮食，料理大小
便，每隔 2 小时还要为丈夫翻身，一
天擦洗身体数十次。蔡健还把缝纫机
厂的活儿带回家做，田里的农活也没
有落下。 虽然生活很苦，但是蔡健从
来没有放弃过，她用柔弱的肩膀挑起
了沉沉的担子。

李永平，男，1963 年 8 月出生，吕
四港镇元鹏村个体户。
当得知村民朱德冲患肝癌晚期后，
李永平主动提出无偿接送他去上海治
疗，
来回数次。七年里，
每年去上海复查
的车费、
防癌药的费用都由李永平支付。
由于朱德冲家一贫如洗，李永平每年都
送上数千元的帮扶金，
一到节日，
还送去
慰问品。此外，
李永平还掏出10多万元，
为村民们修筑了一条长450米、
宽2.8米
的水泥大道和一段10米来长、
7米宽的水
泥路面桥堍头。他还多次无偿帮助村里的
贫困学生和身体不好的大爷大妈等，
村里
人都说
“他就是我们心中的好人”
。

倪雪飞，男，1957 年 9 月出生，王
鲍镇邮局投递员。
2017年3月23日下午，
倪雪飞工作
途中，发现路边有一位骑电瓶车的老人
摔倒在路边，电瓶车压在老人身上让他
动弹不得。他立即将车停在路边，
前去帮
助老人。因为电瓶车较重，
怕老人动弹造
成二次伤害，
他嘱咐老人不要动，
他把电
瓶车移开，
将老人扶起并护送回家中。见
老人无恙，
家中无人，
他将自己的电话号
码留给老人，便匆匆赶去送报纸了。此
外，
他还曾救助过落水老人，
捡到有大额
钱款的钱包物归原主……类似的好事数
不胜数。

蔡美群，女，1955 年 6 月出生，南
城区城市一品社区网格员。
蔡美群是一位失独母亲，但她一直
积极乐观地生活着，并将正能量传递给
身边的人，主动认领楼幢成为网格员，
担任社区居委会助手，她的片区共涉及
7 栋楼约 210 户。虽然蔡美群是社区低
保家庭，夫妻俩靠丈夫打零工勉强维持
生计，但每次社区组织募捐，蔡美群都
带头捐款，传递温暖，关爱弱势群体。
蔡美群常年担任志愿者，对内担任社区
巡逻员，巡查社区安全和卫生；对外担
任文明志愿者，风雨无阻，为城市建设
贡献自己的力量。

陈永飞，男，1973 年 8 月生，中共
党员，
汇龙镇紫薇小学教师。
1993 年毕业后，陈永飞先后教过
语文、数学、美术等科目，最后一个偶然
的机会，他成了一名科技辅导老师。十
多年来，他带领学生参加各级青少年科
技创新大赛，获得 200 余个奖项及数十
项国家发明专利。为了接触到最前沿
的科学知识，他前往各地参加科技交流
会以及各类综合实践和科学课比赛。
陈永飞也带头进行发明创造，他发明的
“基于实物模拟和视频显示的视运动演
示仪”曾荣获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辅导
员竞赛省级一等奖、全国三等奖。

吕传国，
男，1976 年 10 月出生，中
共党员，
市人民医院影像科副主任。
2012 年，
吕传国远赴新疆伊宁县人
民医院放射科支援新疆建设。在援疆工
作期间，吕传国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
每周组织两次教学读片，帮助解决各类
疑难病例的影像诊断并参与临床会诊。
在援疆期间，吕传国一直将这项工作放
在首位——帮助那里的医生更好地使用
现有设备，
提高他们的诊疗水平。吕传国
援疆工作的突出表现，受到了伊宁县卫
生局、
人民医院的表彰，
事迹在伊犁州和
启东市媒体上报道。吕传国还积极参与
义务献血工作，
累计献血1900ml。

张天岳，男，2004 年 1 月出生，吕
四港镇鹤城中学学生。
张天岳是个地道的
“小暖男”，孝顺
长辈又乐于帮助同学。2017 年 8 月，吕
四港镇六斧头村的徐凤清老人从吕四
车站乘车前往市区看病，因手头没有零
钱而发愁，张天岳主动站出来替老人垫
付了一元。巧的是，返程途中，他们又
相遇了，张天岳再次帮老人付了车费。
事虽不大，却一直“搁”在老人心里。11
月，徐凤清几经辗转，终于在鹤城中学
找到了张天岳，当面谢谢这位小小“男
子汉”。这段“忘年佳话”也被江海晚报
等媒体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