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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30日至2022
年4月30日期间，常州涌现出
了一批见义勇为的杰出代表，
2022年 7月 13日，经市见义
勇为称号评定小组审议，现将
拟授予见义勇为称号候选人
及主要事迹予以公示，公示时
间从2022年7月19日至2022
年7月25日。

一、拟授予3人“见
义勇为模范”称号

1、李华富，男，1965年 7
月生，溧阳市社渚镇宋村村委
村民

2021年4月3日下午，李
建新夫妻驾驶车辆因避让电
瓶车坠入河中，两人被困车
内。村民李华富见状，不顾个
人安危跳入河中成功将两人
救出，而自己因体力不支导致
休克，恢复意识后被送往常州
市第二人民医院救治。

2、甘魏军，化名，男，46岁
2021 年 4月 11 日下午，

甘魏军发现1名女子手持菜刀
对停放的汽车连砍数刀，而后
又进入超市砍伤1名超市工作
人员和1名顾客，接着又持刀
向人群中冲去。危急之时，甘
立即报警，并不顾安危冲上前
去与之搏斗，最终将其制服。

3、王华生，男，1962年 5
月生，武进区夕阳红康乐中心
保安

2021 年 3月 19 日下午，
有一小孩落水并渐渐下沉，危
急之际，路过的王华生不顾自
己身患肺癌仍在治疗康复期
间，毫不犹豫跳入河中，用尽
全力托举着幼童，成功将其救
至岸边安全地带。2021年，他
入选“中国平安卫士”年度候
选人。

二、拟授予3人“见
义勇为先进群体”称号

1、卜阿顺，男，1943年 4
月生，金坛区直溪镇迪庄村委
村民

2、吴福才，男，1939年 2
月生，金坛区直溪镇迪庄村委
村民

3、魏金才，男，1943年12
月生，金坛区直溪镇迪庄村委
村民

2020年8月5日下午，一
小学生玩耍时不慎掉入河塘，
卜阿顺闻讯后奋不顾身跳入
河中开展全力施救，后因体力
不支，身体在河中慢慢下沉。
危急之时，赶至现场的吴福
才、魏金才合力将卜阿顺救上

岸来。当得知有小学生还没
救起时，他们又游到河塘中央
展开多次搜救无果……最后
卜阿顺经抢救无效死亡，小学
生被打捞上来后已无生命迹
象。（注：魏金才，2020年12月7
日因病去世）

三、拟授予20人“见
义勇为先进个人”称号

1、顾洁，化名，女，15岁，
学生

2021 年 8月 21 日晚，顾
洁与刘某某（女，13岁）发现被
一男子尾随，即大声质问并逃
跑，该男子追上刘某某后将其
抱住，并往旁边巷子拖，欲实
施强奸，顾洁冒着生命危险冲
上去将男子推倒，用手机报
警，同时拼命抱住强壮男子，
身上多处擦伤，直至警察赶
来。

2、柳长倩，化名，女，58岁
2020年11月26日，溧阳

发生重大恶性案件。柳长倩
认出协查通告上的犯罪嫌疑
人吴某，便向公安机关举报，
根据此线索，警方迅速出击，
及时抓获犯罪嫌疑人，成功破
获重大案件。

3、刘宗见，男，1972年12
月生，溧阳市别桥永武钢结构
厂员工

2021年9月9日凌晨，后
周小华车行着火，一对夫妻被
困二楼并大声呼救，当时车行
内有很多易燃易爆物品，火势
已引发玻璃和电瓶爆炸，情况
万分危急。刘宗见奋不顾身
爬上2米高简易平房再翻上二
楼，奋力砸开防盗窗，将夫妻
二人救出。

4、苏治强，男，1982年 1
月生，江苏阳光绿城物业项目
主任

2020 年 2月 18 日，北香
园新村一住户家发生火灾，苏
治强闻讯后携带灭火器立即
赶到现场，但无法进入该室。
看到火势变大可能威胁整栋
楼安全，他不顾个人安危徒手
从9楼爬上10楼着火的业主
家中，奋力扑灭了火灾。

5、戴鑫龙，男，1988年 2
月生，溧阳市埭头镇芳联村委
村民

2020年 11月 17日 21点
许，王建芳及其女儿在河道码
头处不慎掉入河中，呼喊救
命。正在家中的戴鑫龙听到
呼救后，来不及穿鞋就冲下
楼，不顾个人安危跳河救人，
先将王建芳女儿救到岸上，又
再次下河将王建芳救了上来。

6、戴军波，男，1975年 5
月生，溧阳市电信公司员工

2020 年 8月 10 日下午，
陆德军带儿子到城中河游泳。

儿子游到河中央时呈现呛水状
态，陆德军跳河施救，因河宽
水深陆也体力不支出现危
险。戴军波见状，拉上电缆线
奋不顾身跳入河中，拼尽全力
将遇险父子俩救上岸。

7、朱建波，男，1974年 8
月生，上海屹宏电梯工程有限
公司员工

2021 年 2月 11 日（农历
大年三十）上午，朱梅英撑伞
到家门口水塘洗菜，由于下雨
地滑，她不慎跌到，滑落水塘
中。朱建波听到求救后立即
赶至现场，二话不说脱去羽绒
服外套，义无反顾地跳进冰冷
的水塘中，用尽全力将朱梅英
救上岸。

8、陈齐盟，化名，男，30
岁，企业员工

2020 年 4月 26 日，根据
陈齐盟举报线索，公安机关抓
获了曹某某等5名违法犯罪嫌
疑人。经查，曹某某等5人多
次偷盗财物，涉案价值150余
万元。

9、郭先平，男，1969年 9
月生，常州市日新树脂厂员工

2021 年 12 月 4日下午，
郭先平在直溪湿地公园发现1
名5岁的孩子不慎落水，孩子
的外公跳入湖中施救时也溺
水。郭先平毫不犹豫跳入2米
多深冰冷的湖水中，将祖孙2
人救上岸。

10、许文，男，1994年 10
月生，金坛西城实验小学老师

2022年4月2日17时许，
许文在愚池公园见到两个孩
子失足落水2名家长在岸边大
声呼救。许文边跑边脱去外
套、鞋子跳入冰冷的湖水中，
先后将2名小男孩救上岸。

11、盛阳，男，2000 年 3
月生，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学生

2020年11月14日晚上，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学生
葛某某因感情问题一时想不
开，酒后跳入河中欲轻生，返
校的盛阳正好路过此地，见
状，他不顾寒冷立刻脱衣下河
救人，竭尽全力将其救上岸
来。

12、王志强，男，1974年7
月生，常州裕洋不锈钢制品有
限公司员工

2021年5月15日，2名小
女孩玩耍时不慎落水。王志
强听到呼救声立即下楼，看到
河中2个孩子正奋力挣扎。他
忍着腰疼，毫不犹豫跳进水
中，先后将2名女孩拽回岸边
展开急救，直到小女孩全部脱
离危险。

13、巢华东，男，1973年2
月生，新北区魏村派出所辅警

2021 年 10 月 3日，在田
间干活的巢华东听到呼救声，
立马循声查看，见落水的是1

位高龄老太，脸已埋入水里，
并往河下沉。情况危急，巢华
东纵身跳进河里，将老太救上
岸，又帮老太拍背，直至老太
吐出河水安全脱险。

14、徐金蛇，男，1989年5
月生，新北区魏村街道安家品
臻卤肉店店主

2021 年 2月 24 日，徐金
蛇上班时发现稻草堆突然起
火，眼看危及厂房，他立即拿
起灭火器冲进火场灭火。灭
火器用完，他又来来回回打水
灭火。救火中他突然一脚踏
空，从高处摔入火堆，造成左
腿髌骨骨折，右小臂、右手背
及右脸颊二度烧伤。2021年
他入选“中国平安卫士”年度
候选人。

15、张奇敏，男，1960年6
月生，常州市公共交通公司员
工

2020 年 5 月 31 日 20 时
许，王某（女）在天宁区文成桥
跳河自杀，路过的张奇敏立即
跳下河施救，奋力将王某拖到
岸边，在市民的帮助下成功将
王某救上岸，并为其做心肺复
苏，后经送医抢救脱离生命危
险。张奇敏手臂、腿部多处被
划伤。

16、宋有法，男，1930年5
月生，常州家具总厂退休员工

2021年7月10日上午12
时许，九旬老人苏某在红梅公
园河边乘凉时突发中暑不慎
落水，一旁年已92岁的老党员
宋有法立即跳入河中施救，奋
力将落水者救起。施救中宋
有法手臂多处划伤、手机浸水
报废。苏某经送医院治疗脱
离危险。

17、王中俊，男，1974年5
月生，常州东方出租车公司司机

2020 年 8月 25 日凌晨，
王中俊驾驶出租车遇到2名形
迹可疑的乘客，他一方面与乘
客周旋，一方面以出城登记为
由将其带至治安卡口，2名乘
客发现后随即下车逃跑，王中

俊协助警方将其抓获。经审
查，两人系盗窃嫌疑人，共盗
窃手机15部价值13万元。

18、庄浩，男，1993年1月
生，钟楼区勤德家园社区网格
员

2022 年 2 月 25 日下午，
钟楼区南河沿一居民家因厨
房用火不当引发火灾。庄浩
听到呼救声后，立即赶到现
场，毫不犹豫冲进火海，首先
关闭液化气钢瓶开关将钢瓶
拖出室外,然后再次冲进火
海，将半身瘫痪的徐奶奶抱了
出来，又拿起面盆泼水灭火，
直至消防人员赶到。

19、黄浩东，男，1997 年
11月生，常州西格设计有限公
司员工

2021年 12月 19日 19时
左右，黄浩东出门发现三堡街
河边有群众说：“有人落水
了！”黄浩东毫不犹豫跳入河
中，在刺骨冰水中施救20多分
钟，终于将老人拖到岸边。后
老人在众人的协助下救上了
岸，但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20、王光明，男，1964 年
12月生，经开区横山桥镇朝阳
村委村民

2020年11月1日6时许，
外出的王光明听到有人在河
边喊“救命”，便寻声跑去，赶
到现场后，他脱掉外套和鞋子
跳入河中，拼命向落水老太太
（女，80 岁）游去，并拉住其衣
服往岸边拖，最后在众人帮助
下将刘某某救上岸，经抢救老
太太转危为安。

以上是常州市见义勇为
称号候选人的主要事迹，如对
被公示人及其事迹有异议，请
向常州市见义勇为称号评定
工作小组办公室反映。通讯
地址：常州市见义勇为称号评
定工作办公室（青 果 巷 188
号）。邮编：213003，电话：
0519—86630090， 邮 箱 ：
1827521578@qq.com。

3年来，我市又涌现出一批见义勇为的杰出代表

平民英雄的事迹，温暖了一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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