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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晓冬

俞晓冬，女，汉族，1960年 1
月生，南京市玄武区军队离退休
干部第七休养所退休干部。俞
晓冬原为南京军区前线文工团
国家一级古筝演奏家，自2014年
她做完肺部肿瘤切除手术后，开
始在大别山区义务教授孩子古筝
演奏。她自筹资金20余万元，购
置40多架古筝，在金寨县小南京
学校捐办了一间古筝教室，挂牌成
立“山娃娃古筝班”。7年来，她一
边与病魔顽强抗争，一边只身奔波
于南京和金寨，平均每年有150多
天留在大山里，已培养出近80名
懂音乐的山里娃，30多个孩子拿
到了全国古筝十级证书，被孩子
们亲切地称为“古筝妈妈”。俞
晓冬荣获全国最美志愿者、江苏
最美退役军人等称号。

程兴国

程兴国，男，汉族，1945 年 9
月生，中共党员，泗阳县电信局
退休职工。2001 年以来，军人
出身的程兴国拿出几乎全部退
休金，为在 1941 年“程道口战
役”和 1944 年“林宫渡战斗”中
牺牲的 530 余名烈士树碑立传
建陵，还先后辗转泗阳、涟水、
灌云等地，行程超过 10000 公
里，走访 200 余人，寻得烈士线
索 1500 多条，为 10名无名烈士
找到亲人，并整理出《陈毅军长
在我家》等十几个战斗故事，为
《程道口战役》等著作提供丰富
佐证。2019 年，以传讲红色故
事为主的“程兴国工作室”成
立，程兴国经常为前来瞻仰的
干群讲述战斗故事，还结合党
史学习教育，深入全县各机关
单位、中小学校广泛开展传讲
活动，受众超过1万人次。程兴
国荣获宿迁最美退役军人等称
号，荣登“中国好人榜”。

谢 茗

谢 茗，女，汉族，1959年
12 月生，常州市金坛区黄埔花
木专业合作社社长。20 多年
来，农民企业家谢茗始终热心
公益，在扶贫帮困、抗震救
灾、捐资助学等方面累计投入
善款670多万元，她带动村民种
植苗木花卉，16个村民成为合作
社种植大户和花木经纪人，帮助
80多户低收入家庭致富，设立奖
优助困金资助100多位学生。她
积极支持乡村建设，先后投入约
200万元美化村庄环境。新冠肺
炎疫情期间，她捐赠20万元用
于疫情防控工作。谢茗荣获江苏
省妇女“双学双比”能手、常州
市道德模范等称号，荣登“中
国好人榜”。

吕汉成

吕汉成，男，汉族，1958年
11月生，中共党员，镇江市丹
徒区辛丰镇于南村村民。2021
年 1 月 10 日下午 4 时许，吕汉
成路过村东边的水塘时，突然
听到呼救声，发现两个小男孩
在水塘里扑腾。当时室外气温
在零下8度左右，吕汉成翻过栏
杆直接跳进水塘，徒手破冰拼
命游向两个孩子。他先将近处
的孩子救了上来，又重新跳进
冰水中将另一个孩子拖上岸。
其中一名男童没有家人前来救
护，已经精疲力竭的吕汉成将
孩子抱回家中，采取急救措
施，助其转危为安。吕汉成荣
登“中国好人榜”。

宋 陶

宋 陶，男，汉族，1992年 2月生，
启东市南阳镇安平村村民、中国华洋海事
中心有限公司水手。当地时间2020年8
月 25 日下午 4 点半左右，宋陶所在的
OCEAN ANG号散货船途经希腊爱琴海
时，收到当地海岸警卫队紧急呼叫，请求
帮助搜救附近海域遇险难民船。宋陶和
其他几名船员立即登上一艘救生艇，顶着
海上巨浪，奋力靠近正在沉没的船只实施
营救。经过2个多小时的艰难救援，中国
船员共救起难民41名，其中宋陶救起25
名。在托举难民从救生艇通过舷梯转移
至船上时，由于艇身颠簸，宋陶的肋骨不
慎撞断，但他依然咬牙坚持将难民安全
护送至船上。宋陶荣登“江苏好人榜”。

序守文

序守文，男，汉族，1977年1月生，中
共党员，国网沛县供电公司安全监察部
应急及综合安全管理专职。序守文是
曾服役在武警九江支队的退伍老兵，也
是1998年的“全国抗洪英雄”。2020年
7 月，江西九江再次发生洪涝灾害，在
得知老部队正在九江市柴桑区江洲镇
驻扎，且急缺生活物资的消息后，他立
即向单位请了公休假，带着募集到的一
车物资连夜赶往九江。烈日下、堤坝
上，43岁的序守文与年轻官兵一起，装
沙袋、扛土方、加固大堤，在大坝上坚守
长达 10 天，多次处置危急险情。序守
文荣登“中国好人榜”。

李公安

李公安，男，汉族，1984年6月生，泗
洪县双沟镇城管队队员。2021年 1月 9
日中午12时许，李公安在路过双沟镇迎
淮村循环河时听到有人呼救，急忙赶到
现场，原来是两个孩子在河面滑冰时不
慎落水。此前不久，李公安因罹患脉管
炎进行了腿部手术，伤势还未痊愈，但他
未有丝毫迟疑，立即跳进冰冷刺骨的河
中，不停地用拳头砸开冰面，终于找到了
两名落水儿童，并将他们先后托举上
岸。在得知孩子的爷爷也落入水中后，
他再次跳入水中，将老人也救上岸。李
公安荣登“江苏好人榜”。

苏治强

苏治强，男，汉族，1982年 10月生，
中共党员，江苏阳光绿城物业服务有限
公司总经理助理兼项目主任。2020年 2
月18日下午1时许，小区10楼一户人家
阳台着火，苏治强得知后立即带着工作
人员来到现场，发现家中无人，火势由
阳台逐渐向室内蔓延。苏治强果断乘坐
电梯来到9楼，再徒手从9楼爬上10楼，
用手将阳台外燃烧正旺的被子、衣物全
部扯下，遏制了火势进一步蔓延。随
后，苏治强又爬进室内，和门外等候着
的工作人员共同扑灭了火灾。2017 年
和 2018 年，他还曾两次不顾个人安危，
冲锋在救火第一线，守护小区群众生命
和财产安全。苏治强荣登“江苏好人
榜”。

叶海涛

叶海涛，男，汉族，1976 年 10 月
生，中共党员，盱眙县淮河镇明祖陵
村村民。叶海涛从小心怀教师梦，考
上淮安师范后不幸患上强直性脊柱
炎，不得不中途退学回家，瘫痪在
床 。 1999 年 ， 他 创 办 了 爱 心 教 室 ，
凭着惊人的毅力信守“只要身体允
许，就会一直坚持辅导”的诺言，义
务给农村留守儿童辅导功课。22 年
来 ， 叶 海 涛 躺 在 10 平 方 米 的 小 屋
里，手持黑板义务辅导 500 多名留守
儿童，学生中有 30 多人考取了理想
中的大学。叶海涛荣获全国自强模范
等称号，荣登“中国好人榜”。

孙正海

孙正海，男，汉族，1936 年 11 月
生，中共党员，泗洪县双沟镇雪二新
村村民。2003 年前后，孙正海及老
伴、儿子、儿媳一家四口人先后罹患
癌症，因治病举债，家庭一时陷入困
境。当地村委会了解情况后主动为他
办理了低保，帮助他们一家渡过难
关。孙正海承诺村委会：一定还清债
务，尽早退出低保。此后，他辛苦劳
作、省吃俭用，终于在2017年还清了
所有债务，并先后5次向村委会递交
退保申请直到成功。新冠肺炎疫情期
间，孙正海把辛苦攒下来的2000元钱
送到村支部，不忘奉献社会。孙正海
荣获宿迁市最美乡贤、“感动宿迁”人
物等称号，荣登“中国好人榜”。

许天成

许天成，男，汉族，1938年6月生，
宝应县原广洋湖农机厂退休工人。
许天成的父亲是一名老党员，1957
年临终前叮嘱他：“尽己所能，代我
交党费。”孤身一人的许天成听觉不
便，常年居住在 40 平方米的老房
内，省吃俭用从不乱花一分钱，尽管
生活拮据却始终惦记着完成父亲
遗愿。2014 年，他代父亲向党组织
一次性交纳特殊党费 1 万元。2015
年，他又以父亲的名义向党组织交
纳关爱基金 1000 元，为当地文化活
动捐赠 4000 元。2020 年，他向镇防
疫指挥部捐款 5000 元，默默践行着
一个耄耋老人的平凡坚守。许天成
荣登“江苏好人榜”。

邢青松

邢青松，男，汉族，1965年 11月
生，中共党员，南京市高淳区砖墙镇茅
城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江苏固
城湖青松水产专业合作联社党委书
记、理事长。邢青松从事螃蟹产业近
30 年，始终坚持“价格诚信、质量诚
信、计量诚信、服务诚信”的工作标
准，用信誉和质量闯出了市场，创出
了“固城湖”螃蟹品牌。他承诺带领
村民共避风险、共享品牌、共同致
富，牵头成立江苏固城湖青松水产
专业合作联社，农户负责生产、基地
保证质量、店铺面向市场、公司运作
管理，联社连续13年召开分红大会，
挂钩帮促贫困家庭 245 户。邢青松
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共产
党员、全国科普惠农兴村带头人、江
苏省模范退役军人等称号。

张捍华

张捍华，男，汉族，1928年6月生，
中共党员，沛县鹿楼镇高彭庄村村民。
1941年冬，八路军黄河支队特务连在张
堤口村与日寇激战十几个小时，72名
战士壮烈牺牲，年仅13岁的张捍华是
这场战斗的见证者，他和大人们一起
将烈士遗体掩埋在村旁，从此立誓常
来看望牺牲英雄，立志传承革命精
神。1967年，烈士们的遗骨被迁入鸳
楼革命烈士陵园，每年清明节他都前
去祭扫。1995 年，67 岁的张捍华主
动请缨担当烈士陵园义务管理员，打
扫卫生、擦拭墓碑、修整花草、讲述烈
士们英勇事迹，至今已坚守26年。张
捍华荣获徐州市道德模范等称号，荣
登“中国好人榜”。

陈丽芬

陈丽芬，女，汉族，1959年7月生，
中共党员，江苏阳光集团有限公司党委
书记。在与企业共同成长的35年中，陈
丽芬始终坚持“质量第一、信誉至上、诚
信守法、持续创新、以人为本”的经营
理念，带领企业以优良的品质和诚信
的服务赢得了市场信赖。她创立了

“经纬编织法质量管理模式”，并在集
团上下深入开展法律知识和诚信教
育，不断弘扬诚信守法风气。在生产
过程中采用质量保障“三不”措施，即
不接不合格品、不做不合格品、不送不
合格品。阳光集团在她的带领下，热
心公益事业，积极回报社会，近5年累
计捐赠钱物 6000万元。陈丽芬荣获
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优秀企业家、江
苏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等称
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见义勇为模范候选人
（5人）

▶上接5版

诚实守信模范候选人
（11人）

▶下转7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