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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宁波市道德模范颁奖典礼昨举行

他们的感人事迹让人动容
以德润心，以文化人，爱心宁波，尚德甬城。昨日下午，第七届宁波市道德模范颁奖典礼在观众如雷的掌声中启幕，30 位道德
模范从基层来到了聚光灯下，接受整个城市的致敬。
宁波市第七届道德模范评选活动自今年 3 月启动以来，收到各地和相关部门推荐的 154 位候选人，在群众推荐、综合评审、征
求意见的基础上，经市委常委会审议通过，确定了第七届宁波市道德模范 30 人名单。

C

“爱图、爱图，我希望她永
远热爱这条渡轮”。大屏幕上，
播放着诚实守信模范、
“象农渡
98”
轮船长吴爱图的故事，上面
的这句话，是吴爱图父亲的心
愿。
“象农渡 98”轮是铜钱礁
岛通往象山石浦唯一的交通工
具。34 年前，年仅 17 岁的吴爱
图登上渡轮帮船长父亲分担工
作，
从此再也没有离开。
父亲退休后，吴爱图承诺
会做好这份事业的接力，不让
乡亲们为出行犯愁。
2016 年 12 月 ，吴 爱 图 的
丈夫为救落水的乘客不幸牺

颁奖典礼现场。记者 张培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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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挡刀女孩”崔译文获评见义勇为模范
一段讲述见义勇为模范——
“挡刀女孩”崔译文的 VCR，正式
拉开了活动序幕。
崔译文的事迹在宁波家喻户
晓，因为正在北京参加大学生电影
节，她没能来到现场，替她前来的，
是崔妈妈。
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刺向同
学的尖刀，到了医院还叮嘱医生先

救同学，崔妈妈没有想到，这样的
事会发生在女儿身上，但她也不意
外，
“因为文文是军人的孩子，她有
那份责任感，那份担当。”在主持人
访谈环节，
崔妈妈如是说。
如果再发生这样的事情，崔妈
妈希望，女儿能在注意自己身体的
同时，
再见义勇为，
简简单单一句话，
包含了妈妈的善良和无私的母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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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烈士寻亲”，助人为乐模范孙嘉怿很快乐
帮烈士寻亲，送烈士“回家”。
从 2012 年起，宁波姑娘孙嘉怿带
领团队，为无数位在异国他乡牺牲
的烈士找到家人，这个故事被搬上
了舞台，一幕情景剧真实地记录了
孙嘉怿团队曾遇到过的事。
典礼上，
曾经的一位求助者发来
的 VCR，令在场观众动容。这位求
助者的二爷爷是抗美援朝志愿军烈
士范有志，
牺牲于长津湖畔。孙嘉怿
团队帮忙查阅了大量资料，
联系了各
地志愿者，
终于让烈士
“回家”
。
“从嘉怿给我带来二爷爷的消
息时，我就把她当作了妹妹，我希

34 年，吴爱图在渡轮上运送了 500 余万人次

望有一天，嘉怿能带着我们去长津
湖畔看看，告诉像我二爷爷一样的
烈士们，祖国现在很强大……”求
助者哽咽着录制完了 VCR，字字
饱含真情。
作为助人为乐道德模范，孙嘉
怿乐在哪里呢？
“我经常会接到烈士
家属的电话，很多烈士子女其实都
已七八十岁高龄。但他们给我打电
话时，
哭得像个孩子一样伤心，
我觉
得我是他们的希望，我的快乐就是
帮他们找到烈士。在此过程中，我
多了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亲人，收
获了很多亲情。
”
她笑道。

牲。悲痛之下，吴爱图一度想
远离轮渡，可想起对父亲的承
诺 ，她 强 忍 伤 痛 延 续 这 份 事
业。
渡船早上 6 点开航，晚上 6
点收班，一天来回 30 多趟。34
年里，吴爱图已在这条水上航
线上运送了 500 余万人次。
“我每天凌晨 4 点多起床，
晚上回到家后很累很累，但是
这么些年我挺过来了。”吴爱图
说，即将退休的她，有个去大草
原的梦想。活动现场，她清唱
起了一首草原的歌，全场观众
报以持续的掌声，将现场氛围
带入高潮。

道德模范们的事迹引起观众共鸣
新型工业社区的“大管家”
朱红明、
“中国桥吊第一人”
竺士
杰、
冒着生命危险三进火场的张
鹏、
用 44 年青春兑现
“愿为山区
人民的健康奉献一生”
的承诺的
沈姣叶、
“烹茶以济行人”
绵延十
代 的 童 松 达 家 族 、16 年 来 将
2000 多件“爱心毛衣”送往 10
多个地区的韩翠菊……
道德模范们感人的事迹，
一次次打动着台下的观众。颁
奖典礼通过事迹短片、现场访
谈、情景表演、现场讲述等多种
形式，从不同角度展现了第七
届宁波市道德模范的故事，引
起现场观众的强烈共鸣。
近年来，我市大力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
施理想信念铸魂、文明有礼强

基、风清俗淳培根、重信守诺立
信、网络空间清朗等五大工程，
持续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
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积极
探索具有时代特征、富有宁波
特色的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新
路径。
崇文重德的基因，已然转
化为市民群众生动的道德实践
和高尚的价值追求，为宁波荣
膺全国文明城市“六连冠”和
“最具幸福感城市”提供了强大
道德支撑。
站在新起点，我市率先提
出建设全国文明典范城市的新
目标，打造“在宁波，看见文明
中国”城市新品牌，向精神文明
建设更高层级奋勇进发。
记者 朱琳

徐惠明
洪梅菊
沈国英
王 瑛
王桂凤
江北区慈城镇山东村村民
鄞州区钟公庙街道居民
余姚市阳明街道胜山社区居民
镇海区行政审批服务中心科长
慈溪市周巷镇平王社区居民

北仑港第三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桥吊班大班长
镇海石化建安工程有限公司制造分公司副经理
国网鄞州区供电公司调控中心自动化运维班班长
奉化区人民医院医共体副主任医师
象山县石浦镇台胞医院返聘驻岛医师
慈溪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大队长
宁波第四中学教师
北仑区新碶街道大港社区党委书记
生前系宁海县茶院乡许民村党支部书记

孝老爱亲模范

竺士杰
范丽锋
张霁明
张海波
吴秀明
孙利峰
孙 军
朱红明
叶全奖

宁海县前童镇鹿分村村民
象山县晓塘乡西边塘村村民
海曙区章水镇杖锡卫生院主治医师
象山县汽车轮渡有限公司农村渡运公交分公司员工
鄞州区云龙镇上李家村党支部书记

敬业奉献模范

童松达
茶光菊
沈姣叶
吴爱图
李德龙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学生（宁波籍）
生前系余姚市外来务工人员（广西象州籍）
海曙区高桥镇外来务工人员（四川南充籍）
宁波共好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仓库管理员
生前系宁海县前童镇竹林村村民

诚实守信模范

崔译文
黄昇富
范培汉
张 鹏
王寿松

余姚市蚂蚁公益服务中心主任
宁波铂丽姿健康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鄞州区东柳街道东海花园社区居民
慈溪市交通运输局办公室干部
江北区孔浦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
海曙区志愿者协会副秘书长
奉化区溪口镇中山社区居民

见义勇为模范

谢向杰
韩翠菊
姚云珠
李国伟
孙嘉怿
冯 刚

助人为乐模范

位第七届宁波市道德模范名单
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