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陈登超 杜东 段皓严 何晓群 康飞

周康云于婷婷 袁玉兰 张伟波 张曦

本版图片均由市委宣传部提供

李光华（后）、李光禄（前） 梁攀 蒲良培 渠吉堂 冉隆友

赛勒玛 石胜兰 夏伯渝 谢兰 杨锡林

1. 单腿送外卖撑起幸福之家的快递小
哥——陈登超，男，30岁，合川钱塘镇米口村村民

他因幼时患小儿麻痹症，左腿完全萎缩。初
中毕业后，靠开船打鱼、收废品、修电脑谋生活。
2018年，为增加家庭经济收入，腾出更多时间照
顾儿子，他凭着一条腿，拄着拐杖送外卖，每天坚
持七八个小时，走4万多步。为与时间赛跑，他
练就了右腿和拐杖娴熟配合的本领，比正常人走
得还快。他说：“我要担负起对家庭的责任，虽然
我不能改变现实，但我能改变现状。”

2.传承烈士精神的消防尖兵——杜东，男，
34岁，渝中区消防救援支队较场口中队中队长

他入职17年，先后参与灭火救援和社会救助
1万多次，营救疏散被困群众2000多人。针对解
放碑地形地貌特点，他革新高层地下救援装备，创
新研发的水带操、救援操在全国推广应用。2017
年，他历时1年多，寻访中队6名在上世纪60年代
牺牲的消防烈士墓地，将其全部修缮并推动成为
全市消防救援指战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基地。个人
先后荣立个人二等功一次，个人三等功三次，多次
被评为全国“先进个人”“十佳训练尖兵”“优秀消
防卫士”，并带领中队荣立公安部集体一等功。

3.怀揣科技强国梦想的好少年——段皓严，
男，16岁，西南大学附属中学高二学生

他七次代表重庆出征国际国内大赛和学术交
流活动，带领团队在第五届国际数学建模挑战赛
中勇夺国际赛特等奖，个人科技创新成果在第34
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获金奖。在读初中
时，他提出鱼群定位装置的设计方案和节能型驱
鱼实验装置设计方案。他专注无人驾驶技术中的
交通标志识别技术，设计的算法识辨精度达到
99.75%，超过目前最高准确度99.65%。个人入选
创新后备人才培养英才计划等多个高水平项目。

4.自强不息的脱贫先锋——何晓群，女，35
岁，武隆区接龙乡小坪村泉峰农业社农民

她幼年因患脑膜炎发高烧造成半瘫痪，卧床
一年后，开始学习蹲着走路，凭着韧劲掌握了日
常生活的基本技能，学会独立生活。成家后，不
向命运低头的她勤劳善良、自强不息，除了种好
自家田地，还从村民手里流转18亩土地搞种植
和养殖。2016年，在她的辛勤努力下，让原本贫
困的家庭变得整洁漂亮、生机勃勃，并且彻底摆
脱了贫困。她用残疾而不残废的身体改变命运，
创造了幸福生活。

5.捍卫老百姓钱袋子的最美基层民警——
康飞，男，38岁，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侵财案件侦
查支队探长康飞

他扎根刑侦第一线18年，是反诈战线尖兵
和公安部特聘专案教官。2015年，他牵头筹建
重庆市反诈骗中心，研发多项反制项目，其中1
项为全国首创，组织开展境外打击，破获一批部
督大案。反诈骗中心成立4年来，处置警情4万
余起，返还群众被骗资金6000余万元。2018
年，重庆通讯网络诈骗犯罪打击成效位列全国第
一。他先后荣立个人一等功1次，二等功4次，
三等功 3次。2017 年获评“全国公安百佳刑
警”，2019年获评“全国最美基层民警”。

6.扎根深山38载合力守护青山的兄弟——
李光华、李光禄，男，61/56岁，重庆金佛山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护林员

中国独有的金佛山银杉因其珍贵被誉为“植
物熊猫”。38年来，李光明、李光华、李光禄三兄
弟穿行在崇山峻岭之间，深入苍莽密林，用汗水
和生命守护银杉。他们在悬崖峭壁间采收银杉
籽，帮助科研人员成功实现人工繁育银杉。老
大李光明去世后，李氏两兄弟继续守山护林事
业。李家三兄弟在方圆200多公里的金佛山里
深情守护着400多株野生银杉，他们和科研人员
一起培育的3000多株银杉，最大的和汤碗碗口
一样粗。

7.勇敢追梦的世界技能大赛冠军——梁攀，
男，22岁，重庆铁路运输技师学院教师

2019年8月27日，他在俄罗斯喀山代表中
国勇夺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世赛电子技术项目
冠军，实现该项目奖牌零的突破。7年前，中考

失利，他跟着亲戚四处忙碌，在工地上干杂活，进
餐馆端盘子，到电子厂打工等。进入技工学校

“充电”是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一路勤学苦练，
他从电子技术项目的门外汉，到国家集训队考核
第一名，成为国家队正选选手，再到世赛冠军。
历经七年奋斗，梁攀一路追光，梦想就在前方。

8.把一切献给党和人民的老兵——蒲良培，
男，88岁，梁平区军休中心退休干部

他参加过上甘岭战役，曾荣立集体三等功一
次、个人三等功3次，多次获得嘉奖。退休后，他
资助26名贫困生17万元；汶川地震时，缴纳1000
元特殊党费；他还加入遗体捐赠行列，决定去世后
将遗体捐献给陆军军医大学。蒲良培所做的一
切，只为践行当年的入党誓言：“我这一辈子，没给
国家做什么大事，那就尽量把小事做好吧”。他用
行动兑现了“把一切献给党和人民”的入党誓言。

9.永葆爱党爱国情的老红军——渠吉堂，
男，98岁，垫江监狱离休干部

他曾参加过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淮海战
役、渡江战役等战斗，后在四川省东印农场（现重
庆市垫江监狱前身）任副场长直至1981年离
休。离休后的他投身公益事业，积极为灾区、希
望工程捐款捐物20余万元，缴纳特殊党费2.3万
元。4年前，他拿出1万元资助一名大学生，并在
该生大二至大四期间，每学期资助6000元助他
完成学业。今年他还将资助一名贫困大学生。
渠吉堂常说，他深深爱着党和国家，他将发挥余
热，回报社会。

10.心中有大爱的好医生——冉隆友，男，
48岁，丰都县中医院党委书记、院长

他是一名骨科医生，也是重庆市第70例造
血干细胞捐献者。2006年，他自愿报名成为了
一名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2010年底，第一
次与血液病患者配型成功，最终因患者病情原因
而导致了此次捐献的终止。2017年，得知自己
与一名血液病患者初配相合，他毫不犹豫地答应
捐献骨髓。面对风险和不适，他从未退缩，坚守
着这份承诺，共提取造血干细胞混悬液175毫
升。他用医术守护着无数生命，更以自己的身体
义无反顾地躬行着仁爱之道。

11.架起文化桥梁的友谊使者——赛勒玛，女，
70岁，四川外国语大学东方语学院阿拉伯语教授

她来自叙利亚，已在重庆任教十余载。她在
课堂上注重采用启发式教学，利用课余时间免费
为学生补课、指导。她编写出版了多部适合中国
学生的阿语教材，为学校培养出数百名阿拉伯语
专业优秀学子。她积极助推重庆与阿拉伯语国
家的文化、学术交流。赛勒玛的四名子女也都扎
根重庆，投身于教育事业。在2017年“外教中
国”年度人物评选中，她从近3万名外教中脱颖
而出，获评为全中国十大外教之一。

12.身残志坚的“巴渝工匠”——石胜兰，女，
33岁，奉节县盛兰蜀绣艺术工作室绣娘

她在12岁时意外摔下山崖终身截瘫。2007
年，她拜师学习刺绣技艺，出师回家后，刻苦钻
研，边绣边自学，创立盛兰绣艺工作室。10多年

来，她在挑战中突破自我、战胜自我，用精湛的技
艺诠释蜀绣文化的精彩和魅力。她专门针对残
疾人开办蜀绣培训班，帮助他们依靠自己的双手
活下去。2018年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2019年获评“全国自强模范”荣誉称号，2019年
获评“巴渝工匠”年度人物。

13.创造中国首例无腿登珠峰纪录的攀登
者——夏伯渝，男，70岁，重庆籍登山家

1975年，他作为中国登山队的一员攀登珠
峰，他将睡袋让给队友，双脚冻伤以致截肢。装
上假肢后，他仍坚持大运动量训练。从2013年
开始，计划再度攀登珠峰。2018年5月，他终于
经过7天的艰苦攀登，依靠假肢顺利登上了珠
峰。这是他43年以来第五次冲顶珠峰，同时，他
也成为了中国第一位无腿成功登顶珠峰的登山
者。2019年9月1日，在央视《开学第一课》上，
讲述他在中国登山队攀登珠峰的故事。

14.心里装着群众破解基层治理难点的社区
干部——谢兰，女，50岁，两江新区人和街道邢
家桥社区党委书记

她扎根社区17年，把百姓冷暖时刻挂心
间。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她的脚步从未停歇，
4000余户家庭10000多名居民，每家每户的情
况她都了如指掌。在被查出肺癌后，她还带病坚
持工作，凭借韧劲、巧劲、拧劲、干劲，靠一个情
字，千言万语，千磨万磨，一户一策，把党的领导、
依法治理和基层民主治理结合起来，赢得了群众
的支持与信任，找到了一把新时代城市工作基层

治理的金钥匙。

15.关爱青少年的“夕阳警队”队长——杨锡
林，男，74岁，巫山县公安局退休干部

他带领100余名退休警员退而不休，定期进
学校、社区开展普法宣传和青少年犯罪调研，帮
助问题青少年找到生活新希望。10余年来，他
们先后排除安全隐患2500余处，调解纠纷矛盾
3800余起，帮助少年儿童300余人。他还与老
同志一起编印了《巫山公安志》。先后荣获

“2011—2015年全国法治宣传教育先进个人”、
2012-2013 年重庆市“普法教育先进个人”，
2018年重庆市“十名最美法律志愿者”等称号。

16.带着病重养父求学的大学生——于婷
婷，女，21岁，重庆财经职业学院学生

她自幼被父母遗弃，养父于万全将她带回
家，把她抚养成人。自从2014年于万全查出患
有肝硬化等大病后，于婷婷就承担起了照顾的重
担。2018年，考上了大学的她，带着养父借钱上
大学。她在校外租了房，每天奔走在学校、租房、
医院之间。于婷婷每天坚持为养父擦脸、翻身，
全力以赴照顾好养父。她还利用课余时间兼职
赚钱补贴家用。即便如此忙碌，于婷婷也没有落
下一节课，学业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17.四十年不离不弃奉养烈士母亲的善良村
民——袁玉兰，女，66岁，万州区武陵镇居民

上世纪70年代，她和张宜军确立了恋爱关
系。张宜军应征入伍，1979年在对越自卫反击
战中不幸壮烈牺牲。“你为国捐躯，我代你尽孝！”
她毅然搬到张宜军家，认张宜军的母亲袁和菊为

“妈妈”，每天忙里忙外，和“妈妈”共同撑起一个
家，代未婚夫尽孝。后来，在“妈妈”的劝说下，袁
玉兰和搬运工彭国政结婚。无论搬到哪里，袁玉
兰夫妇始终把袁和菊带在一起，为她筑起温暖有
爱的家。时至今日，她仍然一如既往地照顾着
90高龄的“妈妈”。

18.把军人职责始终装在心中的武警战
士——张伟波，男，24岁，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
四支队执勤二大队石柱中队司务长

2019年3月4日晚，他带着一名战士外出就
医时，遇见一位老人被放学骑电动车着急回家的
小姑娘撞倒在地。他将老人抱上车送到医院抢
救，掏钱交医院付药费，还陪护老人住院检查。
在了解到骑车女孩是位留守学生，家庭生活比较
困难后，他及时沟通，用真情感化融洽了双方关
系。从2015年10月到2019年3月，4年来，张
伟波勇救3人生命，他热心助人的善举，传递着
爱心和满满的正能量。

19.用高超医术和真心温情护佑白血病患者
的军医——张曦，男，47岁，陆军军医大学第二
附属医院（新桥医院）血液科主任

他率领血液科团队开展了多项重庆首例造
血干细胞移植新技术，累计完成2000余例，使我
市的干细胞移植技术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现已
成为移植技术领域全国领先团队，结束了重庆乃
至西南地区患者赶赴外地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
的历史。他所率领的血液病医学中心对患者充
满人文关爱，为白血病患儿开设“病房学校”，为
患者争取儿童两病救助基金等多项救助基金。
2005年至今，共救助近500人次，发放救助款项
1500余万元。

20.为“解民难”倒在扶贫路上的好支书——
周康云，男，已故，开州区关面乡泉秀村原党支部书记

他在村干部岗位服务37年，致力于改变乡
村贫困面貌，带领村民一锄一锹刨出15公里致
富路，成立木香种植合作社，大力发展以木香为
主的中药材产业，全村销售木香收入年人均超
过1万元，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木香第一村”，
2016年实现整村脱贫，2018年高质量通过国家
第三方评估验收。他淡泊名利、先人后己，穿朴
素的衣、吃简单的饭、住简陋的房，把群众的生
活小事当成自己的工作大事，深受老百姓的爱
戴。8月8日，他为帮助贫困户维修水管，不慎坠
入15米高的悬崖，生命定格在62岁，将满腔热血
抛洒在了泉秀村的扶贫路上。2019年11月20
日，市委追授其“重庆市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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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投票时间
2019年12月3日9∶00至12月9日18∶00
二、投票方式
社会投票采取微信、手机客户端、网页投票、

有线电视机顶盒四种投票方式，各种投票方式均
按照有效一票计算为一票的办法进行统计。用
户在投票时，除产生必要的流量费用外，不收取
其他任何费用。

（一）微信投票
进入“重庆广播电视总台”或“重庆发布”微

信公众号，点击导航栏“感动重庆”进入感动重庆

专题页面，点击“投票按钮”参与投票。每次投票
须选取10名候选人，每个微信用户每天可在两
个微信公众平台各投票1次。

（二）手机客户端投票
登录“第1眼”客户端，点击“感动重庆”投票

专题，选择10位候选人，点击“投票按钮”参与投

票。每个注册ID每天限投票1次，每次投票须
选取10名候选人。

（三）网页投票
登录重庆视界网(http://www.cbg.cn)，在

“2019年度感动重庆十大人物评选活动”网页，
参与投票。每个注册ID每天限投票1次，每次

投票须选取10名候选人。
（四）电视投票
重庆有线电视的高清互动机顶盒和来点智

能机顶盒用户，进入点播栏目-“最重庆”首页
面，在“感动重庆”专栏投票。每次投票选取1
名候选人，每个用户每天最多为10位候选人各

投1票。
三、投票权重
最终评选结果，采取市民投票与评委投票按

权重综合考评。两项权重分别为：社会投票占
70%、评委投票占30%。

四、注意事项
投票过程中如发现刷票或数据异常行为，组

委会将取消所得票数，情节严重者将对相关人员
追究法律责任。

投票咨询电话：023-63851163
投诉监督电话：023-63895045

2019年度“感动重庆十大人物”社会公示投票须知

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近日，2019年度
“感动重庆十大人物”评委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
议，从187名候选人中无记名投票产生了20名提
名人选，从今日起至12月9日，市民可通过微信、
手机客户端、网页、电视机顶盒四种方式，投票选
出10位心目中的“感动重庆人物”。

平凡孕育伟大，感动传递力量。“感动重庆年

度十大人物”评选活动已成为我市着力打造的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人文精神品牌活
动。自2006年举办以来，已涌现出了一大批有影
响力的感动人物，他们是我们身边鲜活的价值观、
有形的正能量，对带动全社会向善向上、见贤思齐
发挥了巨大的示范引领作用。

今年的评选仍沿袭以往惯例，把事迹感人放在

第一位，同时体现时代性、典型性、先进性。经过前
期评选，最终确定了向社会公示的20位提名人选。
他们当中，有脱贫攻坚，战斗在扶贫一线的群众贴
心人；有科技创新、逐梦青春的青年才俊；有精益
求精，攻坚克难的巴渝工匠；有为民解忧、破解基
层治理难点的基层干部；有热爱本职工作，做出突出
成绩的行业标兵；有孝老爱亲、热心公益、见义勇为

的好市民；有身残志坚、自强不息的典范；有不懈追
求、实现人生梦想、传递社会正能量的普通人。

2019年度“感动重庆十大人物”评选的社会
公示时间为2019年12月3日9∶00至12月9日
18∶00。市民可以通过“重庆发布”和“重庆广播
电视总台”两个微信公众号、第1眼手机客户端、
视界网和有线电视机顶盒参与投票。

2019年度“感动重庆十大人物”评选今起请市民投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