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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以来，我市见义勇为行为层出不穷，涌现出一大批为保护国家、集体利益和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同违法犯罪行为做斗争和抢险救灾的见义勇为先进人物。为

进一步弘扬见义勇为精神，大力宣传见义勇为模范英勇事迹，天津市委宣传部、市公安局、市见义勇为协会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共同举办第十八届“津城百姓英雄”事迹推介活动，推荐了28位（组）

见义勇为英雄。为进一步强化引领示范作用，以榜样人物影响人、感召人、带动人，形成“一人兴善，万人可激”的生动局面，市见义勇为协会将见义勇为英雄的感人事迹精心制作成短视频，在北方网

（www.enorth.com.cn）、津云客户端、“天津见义勇为”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平台上播放，请您动一动手指扫描二维码为您心中的百姓英雄点赞！

举办单位：市委宣传部、市公安局、市见义勇为协会、天津海河传媒中心

（共计28组）

滨海新区 李可佳 赵军
和平区 郭振中
河东区 张磊群体（2人）卢健霞群体（3人）
河西区 胡金龙（牺牲）
河北区 赵宏志群体（2人）
南开区 杨竞 迟又重群体（2人）
红桥区 李翰阳群体（2人）
东丽区 李双杰

西青区 高先浓 牛宝生 王文全群体（4人）
津南区 刘丕汉 田金华群体（2人）
北辰区 展永生 陈 才 丁永三群体（2人）
武清区 李海峰 张华峰 张宝起群体（2人）
宝坻区 周永起群体（2人）
静海区 郝鑫淼 王新 靳万财群体（2人）
宁河区 郑庆红
蓟州区 梁炳谦

工程师散步遇人落水 跃入冰河勇施救

——李可佳
李可佳，男，37岁，汉族，中共党员，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

限公司通信工程师。
2021年1月19日12时30分，一名青年男子不慎落入滨

海新区空港经济区东四道与环河东路交口附近景观河中，正
在附近散步的李可佳见此情况试图用木棍将该男子拽上岸
边未果后，迅速脱掉外衣和鞋子，跳入冰河中施救。靠近落
水者后，他牢牢抓住落水者的衣服，拼尽全力将其拽到岸边，
在岸上群众帮助下，成功将该男子救助上岸。

快递小哥徒手除芦苇 机智施救坠湖学生

——赵军
赵军，男，43岁，汉族，群众，顺丰快递公司快递员。
2020年10月16日6时50分，在滨海新区津港公路

与学府路交口附近发生了一起车辆坠湖交通事故，一名
女中学生随车堕入湖中。顺丰快递公司快递员赵军和
同事正驾车途经此处，见状，他当即停车快速跑到湖边
查看情况，发现湖中离岸边三米远处有一个人头部和腿
部都浸在水里，于是毫不犹豫地蹚水徒手扒开芦苇将落
水者救上岸。

智勇兼备外卖员 勇擒狡猾盗车贼

——郭振中
郭振中，男，34岁，汉族，群众，美团外卖送餐员。
2020年11月12日中午，美团外卖送餐员郭振中送

外卖途经和平区长沙路世纪都会门前，发现一男子在人
行道上盗窃一辆自行车后骑车逃窜，立即骑车追赶。追
至西安道与山西路交口，郭振中在与该男子并行时用语
言将其稳住，趁其车速放慢，抓住其上衣迫使其停车，然
后紧紧揪住其不放并招呼过路群众报警。民警及时赶
到将该男子抓获。

母子不慎失足落水 公交安保员合力施救

——张磊群体
张磊，男，35岁，汉族，群众，天津市津豹安保有限公司

乘务管理员。
董广明，男，60岁，汉族，群众，天津市公交三公司驾

驶员。
2020年3月10日11时40分，公交866路行驶至河东

区卫昆桥下时，乘务管理员张磊突然发现一对母子失足
跌入月牙河中，见此情况，张磊和驾驶员董广明立即下
车，向河边冲去。张磊毫不犹豫地跳入冰冷的河水中，奋
力游到落水者身边，一把搂住母子二人往岸边游。此时，
董广明已从车厢取来两把拖把，董广明一手拉住岸边栏
杆、一手拉住拖把，张磊一手拽住拖把一手拖拽落水者，
经过二人十几分钟奋力救援，落水者被顺利救上岸。

火海无情人有情 三人齐心救火灾

——卢健霞群体
卢健霞，女，39岁，汉族，群众，河东区唐家口六段居

委会社区工作人员。刘泽奇，男，26岁，汉族，群众，河东
区唐家口六段居委会社区工作人员。张书豪，男，46岁，
汉族，群众，本市河东区居民。

2020年4月23日13时49分，河东区唐家口六段23号楼1
门303室住户发生火情，居委会社区工作者卢健霞、刘泽奇拨
打119火警电话后，立刻拿上灭火器，与路过此处的住户张书
豪共同灭火。三人到达起火楼层见无法进入室内，张书豪和
卢健霞立即跑进401室透过窗户持灭火器向斜下方喷射，刘泽
奇进入201室透过窗户向斜上方进行扑救，由于火势蔓延到
203室，三人又冲到203室继续灭火。消防救援人员赶到后，
张书豪、刘泽奇、卢健霞配合消防救援人员将火扑灭。

奋力游救轻生群众 六旬老汉不幸溺水

——胡金龙
胡金龙，男，63岁，汉族，群众，本市河西区居民。
2020 年 7 月 6 日 22 时 35 分，群众谢某因单位

琐事，跳入河西区陈塘庄街郁江道旁复兴河中，
企图自杀。这时，刚从河对岸饭店用餐完毕准
备和朋友回家的胡金龙闻讯后，立即脱下鞋裤，
跳入河中游向对岸，准备对谢某实施救援，当游
至河中央时，由于体力不支沉入河中，不幸溺水
牺牲。

女子酗酒失控坠河 热心市民合力救援

——赵宏志群体
赵宏志，男，47岁，汉族，群众，津门彩卡有限公司职工。
常威，男，46岁，汉族，群众，南开区环境卫生管理三

所职工。
2020年7月6日17时许，赵宏志、常威正在河北区新开

桥附近散步时，发现桥下有一女子手中拿着酒瓶趴在草坪
上哭泣，赵宏志、常威见该女子行为异常，便慢慢向该女子
靠近，该女子见有人靠近，突然情绪失控跳入河中。赵宏
志、常威见状立即下河救人，接近不断挣扎的女子后，抓住
其胳膊，用力将其头部托出水面，合力将该女子救助上岸。

窃贼作案数起藏匿 教师配合民警智擒

——杨竞
杨竞，男，51岁，汉族，群众，天津市第一中学教师。
2020年10月4日18时30分，杨竞下班回家到门口时，发

现在对门站着一陌生男子，该男子见到杨竞十分慌张，谎称走
错楼层，并步行上楼。杨竞判断该男子疑似盗窃分子。随即
下楼通报小区保安，并拨打110报警，同时将该栋楼宇的防盗
门关闭，蹲守在门口，防止该男子逃脱，最终配合民警一起将
藏匿楼道中的男子抓获。

经审查，该男子已连续作案数起，所窃赃物价值约5万元。

小区阳台意外失火 安保员奋勇攀爬施救

——迟又重群体
迟又重，男，52岁，汉族，中共党员，工人日报天津分

社保安员。
刘少禄，男，59岁，汉族，群众，工人日报天津分社保

安员。
2020年5月10日下午，南开区临园里小区一住户二

楼阳台失火。因事发地与工人日报天津分社后院相连，
保安员迟又重、刘少禄发现后，立即取来灭火器，从楼下
的临建平房攀爬至事发地阳台，将火扑灭。

男童坠落南运河 二人合力智营救

——李翰阳群体
李翰阳，男，18岁，汉族，群众，红桥区运河新天地夜市

兴发顺大排档员工。
张肖杨，男，18岁，汉族，群众，红桥区运河新天地夜市

兴发顺大排档员工。
2020年6月19日19时许，1名男童在红桥区运河新天

地夜市旁的南运河河边游玩时不慎落入水中，河水很快没
过男童头顶，周围群众见此情况，高喊救命。正在南运河边
经营的兴发顺大排档员工李翰阳闻讯后，立即跑到岸边，直
接跳入河中向男童游去，此时岸上群众找来救生圈扔向李
翰阳，李翰阳左手夹着男童头部，试图用右手将救生圈套住
男童，但男童死死抱住李翰阳，导致其失去平衡连呛几口
水，兴发顺大排档员工张肖杨见状，跳入河中一同协助救
人。最终，李翰阳、张肖杨2人合力将落水儿童拖拽到岸
边，在周围群众帮助下将落水儿童救助上岸。

盗车逃窜被控 警民互助擒贼

——李双杰
李双杰，男，41岁，汉族，中共党员，东丽区金桥街大

郑股份经济合作社职工。
2020年11月12日上午9时许，正在上班的李双杰，发

现单位大门外一男子推着一辆摩托车，形迹十分可疑，于
是便主动向其询问摩托车的来源，看到对方支支吾吾答
不上来便判断摩托车是该男子偷来的。该男子见事情败
露，立即扔掉摩托车转身逃窜，李双杰迅速跨过摩托车追
上前去将其制服，并交给及时赶到的公安民警。

过后，民警在该男子暂住地又起获其盗窃的摩托车
两辆、电动车一辆。

男子顶楼欲轻生 武馆青年巧解救

——高先浓
高先浓，男，26岁，汉族，群众，西青区津英武道馆工

作人员。
2020年4月2日中午，高先浓在得知其居住楼房的顶

楼坡顶上有一男子要跳楼时，主动要求与民警一同上楼
开展营救。民警在劝说轻生男子时，高先浓借机从旁边
坡顶滑下至轻生男子右侧，站在了宽度仅有0.5米的房檐
处，快步上前，一把将轻生男子抱住并奋力抓住楼顶固定
物，防止其挣脱发生不测。出警民警遂上前共同将该男
子成功解救。

不惧火情冲入浓烟区 市民成功营救两名老人

——牛宝生
牛宝生，男，36岁，汉族，群众，西青区赤龙南街小区

物业巡逻员。
2020年2月17日17时许，西青区赤龙南街一小区一

住户后墙外发生火情，物业巡逻员牛宝生正途经此处，在
用灭火器灭火的同时，冒着浓烟冲进室内，将被困的两名
老人搀扶到室外，最终，在消防人员、公安干警及社区群
众的共同努力下，火被扑灭。牛宝生因吸入浓烟过量导
致呼吸困难被送到医院进行紧急救治，现已康复。

七岁女童不慎落水 四人跳河齐力救助

——王文全群体
王文全，男，70岁，汉族，中共党员，本市西青区居民。
程建波，男，47岁，汉族，群众，众力启达工程设备租

赁公司职工。
程学智，男，54岁，汉族，群众，本市西青区居民。
程洪瑞，女，55岁，汉族，群众，本市西青区居民。
2020年7月8日17时许，一名7岁小女孩不慎落入西

青区李七庄街丰产河中，途经此处的王文全、程建波、程
学智三人先后跳入水中施救，成功将小女孩救上岸。最
终在懂得急救常识程洪瑞的施救下，溺水小女孩脱离了
生命危险。

六旬老汉敢担当 一人勇救两儿童

——刘丕汉
刘丕汉，男，62岁，汉族，群众，本市南开区居民。
2020 年 8 月 9 日 10 时许，刘丕汉和家人在津南

区双林街道南兴路中华石园内游玩，突然听到有
人喊旁边的小湖里有小孩落水。刘丕汉听到呼救
后迅速赶到湖边，见两名儿童在距离湖岸大约 2米
左右的湖水中挣扎，并呼喊救命。刘丕汉见状直
接跳进湖里进行施救，先后将两名落水儿童成功
救助上岸。

酒后跳入月牙河 热心夫妇深夜营救

——田金华群体
田金华，女，57岁，汉族，群众，本市津南区居民。
徐宝树，男，57岁，汉族，群众，本市津南区居民。
2020年9月20日3时许，黄某博酒后跳入月牙河中，

其同伴乔某伟、张某欣见状先后跳入水中救人，其二人落
水后无法自救，驾车路过此处的田金华与丈夫徐宝树发
现有三人落水后，夫妻二人挺身而出跳入水中施救，最终
成功将乔某伟和张某欣救上岸。

面对火情临危不惧 市民合力扑灭大火

——展永生
展永生，男，44岁，汉族，群众，本市北辰区居民。
2020 年 9月 11 日 16 时许，群众杜某娟正在家中

厨房做饭，煤气灶突然窜出巨大的火苗，引燃了厨房
内的杂物，火势迅速蔓延。情急之下，杜某娟跑到楼
道内大声呼救：“着火了，快来人啊”，又赶忙拨打火
警电话后，匆忙乘坐电梯下楼等候消防车。听到呼
救声的同楼邻居展永生马上从住所跑到楼道里，见
到浓烟弥漫，立即打开楼道内的消防箱，拎出灭火器
冲入杜某娟家中灭火。此时，周围的邻居、居委会工
作人员赶来，大家从不同楼层取来灭火器，形成人链
向展永生传递。展永生毫不畏惧，冒着浓烟烈火，最
终将火扑灭。

退役军人不顾安危 奋力制服持刀歹徒

——陈才
陈才，男，25岁，汉族，群众，本市北辰区村民。
2020年3月22日5时30分，犯罪嫌疑人李某平携带

刀具窜至北辰区小淀镇刘安庄村，将身子探入刘某停放
在家门口的车内，准备对车内财物实施盗窃时，被退役军
人陈才发现。陈才立即进屋告知刘某，并与刘某一同出
来准备抓捕李某平。李某平见事情败露，立即掏出随身
携带的刀具进行恐吓，并趁机逃窜，陈才不顾个人安危与
刘某一同追赶李某平，并与其展开搏斗。陈才在胳膊被
李某平用刀划伤情况下，与刘某奋力将李某平制服并报
警。随后，陈才和刘某配合及时赶到的公安民警将李某
平扭送到公安机关。

现李某平因犯抢劫罪，被北辰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
徒刑2年。

防疫工作者遇人落水 伸援手勇托女童上岸

——丁永三群体
丁永三，男，57岁，汉族，群众，本市北辰区村民。
王金宝，男，43岁，汉族，中共党员，本市北辰区村民。
2020年7月8日17时30分，一女童在玩耍过程中不

慎落入北辰区韩家墅村村北河中，女童的奶奶大声呼救，
正在此处执行防疫任务的丁永三和驾车途经此处的王金
宝听到呼救声后，分别向河边跑去，看到离河岸三米远的
河中有一女童一边挣扎一边往下沉，丁永三脱下衣服跳
到河里，将女童托出水面并推向岸边，这时王金宝也往河
里走，伸手和丁永三一起将女童救助上岸。

武清市民跳入冰窟 竭力托出落水男子

——李海峰
李海峰，男，28岁，汉族，群众，本市武清区居民。
2020年 12月 3日，李海峰和同事在武清区南湖公

园附近骑行时，发现一名群众正在焦急地拦截过往车
辆，李海峰向其询问，该群众称有人掉进冰窟里了，请
求他出手相救。情况十分危急，李海峰立即跟着拦车
群众跑到河边，看到一男子陷入冰窟中，李海峰迅速脱
掉外套，跳到冰面上，试图将其拉出水面，由于落水男
子穿的厚棉衣吸收了大量河水，很难将他拉动，李海峰
见状跳入冰窟中将落水男子托出水面，在群众帮助下，
救助上岸。

事故车辆浓烟滚滚 临危出手成功救人

——张华峰
张华峰，男，34岁，汉族，群众，中测国信（北京）计量

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职工。
2019 年 12 月 27 日，一辆面包车在京沪高速上

行驶时，与高速公路护栏发生碰撞，护栏直接扎入
驾驶室，造成车内两人受伤，车辆冒出浓烟，情况
十分危急。此时，张华峰与同事正驾车途经此处，
将车停稳后，立即下车实施救援，冒着车辆有随时
爆炸的危险，徒手从变形的车内先后将两名伤者
救出车外。

机智询问可疑人物 助力警方抓获窃贼

——张宝起群体
张宝起，男，48岁，汉族，中共党员，武清区大良镇北

赵庄村村党支部书记。
赵士江，男，51岁，汉族，中共党员，武清区大良镇北

赵庄村村治保主任。
2021年2月17日17时许，家住武清区大良镇的村民

赵某回到家中，发现一男子正在行窃，该男子见赵某回家
遂冲到屋外，赵某急忙报警，并电话通知张宝起和赵士
江。张宝起和赵士江得知情况后，急忙在村内搜寻，发现
一陌生人行迹可疑，便将该男子拦住询问，该男子语无伦
次，在其企图驾车逃离时，张宝起、赵士江配合及时赶来
的公安民警将该男子抓获。

女童不慎落入鱼池 夫妇二人齐心救助

——周永起群体
周永起，男，43岁，汉族，群众，本市宝坻区居民。
田学颖，女，44岁，汉族，群众，本市宝坻区居民。
2020年 7月 8日 19时许，林亭口镇小侯庄村一女

童不慎落入村中的鱼池内，驾车经过此处的田学颖
见到水中挣扎的小女孩立即停下车，并叫来自己的
丈夫周永起一起对女孩施救。周永起在水池中央用
力将小女孩救起并靠近岸边后体力不支，田学颖见
状也跳下水帮忙，夫妇二人齐心合力将小女孩救上
岸边。

师大学生偶遇呼救者 奋力救起落水市民

——郝鑫淼
郝鑫淼，男，19岁，汉族，共青团员，天津师范大学

学生。
2020年3月18日14时许，在静海区大清河边钓鱼的

翟某某不慎落入河中，随即呼喊救命，这时在岸边跑步的
郝鑫淼听见呼救声立即赶来，跳入水中，游到翟某某身
旁，奋力将翟某某救助上岸。

小货车途遇交通事故 热心市民营救被困人员

——王新
王新，男，48岁，汉族，中共党员，静海区沿庄镇政

法委书记。
2020年 5月 4日上午，王新驾车前往沿庄镇政府

的路上，发现在静海区沿庄镇谭庄子村村口发生一起
交通事故，其中一辆小货车被撞翻，驾驶员和一名乘
车人都被困在车中，王新立即电话报警，随后对车内
被困人员进行营救，最终配合及时赶来的消防救援人
员将车内人员全部救出。

静海村书记例行巡查 成功营救落水母子

——靳万财群体
靳万财，男，63岁，汉族，中共党员，静海区唐官屯镇

靳官屯村村委书记。
车家乐，男，42岁，汉族，中共党员，静海区唐官屯镇

靳官屯村村委委员。
2020年4月28日，静海区唐官屯镇靳官屯村村委书

记靳万财和村委委员车家乐在村内巡查时，发现姚某瑶、
寇某博母子二人溺水,并漂浮在坑塘水面上。车家乐立即
跳入水中游向姚某瑶，并将其推向岸边，在其他群众帮助
下将姚某瑶救助上岸，靳万财站在岸边，伸手抓住漂到岸
边的寇某博，用力将其拉拽上岸。母子二人成功获救。

网格员面对突发火情 不顾安危灭火抢险

——郑庆红
郑庆红，女，44岁，汉族，群众，宁河区沿河路社区工

作人员。
2020年11月1日13时许，宁河区芦台镇新华道一店

铺发生火灾，正经过此处的郑庆红在明知店铺内有煤气
罐的情况下，毅然冲进店铺内，发现没有灭火设施，遂冲
向屋外，拦截过路汽车并取来车内灭火器，冲入火场灭
火，后配合及时赶来的消防人员将火扑灭。

大货车连环相撞 村民抢救受伤司机

——梁炳谦
梁炳谦，男，32岁，汉族，群众，本市蓟州区村民。
2020年4月14日3时许，三辆大货车连环相撞，正

在路边修理厂休息的梁炳谦听到响动，立即赶到现场，
将被卡在驾驶室内头部受伤大量出血的司机康某成用
工具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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