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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我市不断弘扬社会新风尚，汇聚社会正能量，涌现出一大批为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人身、财产安全，挺身而出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和抢险、救灾、救人的见义勇为先进

人物。为进一步弘扬见义勇为精神，大力宣传见义勇为模范的英雄事迹，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中共天津市委政法委、天津市公安局、天津市见义勇为协会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共同举办第十九届

“津城百姓英雄”事迹推介活动，推荐了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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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津长安网、天津市公安局官网、北方网、“天津见义勇为”微信公众号等媒体平台播放，欢迎您扫描下方二维码观看见义勇为英雄们的先进事迹。

天津长安网 天津市见义勇为协会天津市公安局

第十九届“津城百姓英雄”事迹推介
活动推介人员名单及简要事迹

滨海新区 张明喜

徐海文

齐建

和平区 宋磊见义勇为群体（4人）

刘可达

李鹏见义勇为群体（2人）

河东区 张自革见义勇为群体（2人）

河西区 王英伟

河北区 胡杰见义勇为群体（4人）

南开区 战金鑫

红桥区 宋飚见义勇为群体（2人）

东丽区 董守红 王玉旺

西青区 李之双见义勇为群体（3人）

张献龙见义勇为群体（3人）

津南区 杨永立见义勇为群体（4人）

北辰区 徐克舰

武清区 张海峰见义勇为群体（3人）

宝坻区 王金铃

静海区 郝建起

宁河区 李金强

蓟州区 律金增

村民意外落水 村支委奋力营救

——张明喜
张明喜，男，36岁，汉族，中共党员，滨海新

区杨家泊镇李自沽村党支部委员。
2021年1月14日9时许，正在滨海新区杨

家泊镇李自沽村卡口执勤的张明喜，忽然看到
对面排干渠有人落水，便纵身跳入河中拼命游
向落水者，面对水中不断挣扎的落水者，张明

喜多次尝试抓住落水者期间消耗了大量体力，但张明喜并未
放弃，寻找机会拽住了落水者的手臂，半托举着其身体往河
岸边游，在岸边群众的帮助下，成功将落水者，救助上岸。

男童被困五楼窗外 热心邻居紧急营救

——徐海文
徐海文，男，52岁，汉族，群众，天津市八

方达客运有限公司班车司机。
2021年7月6日，滨海新区一名2岁男童

独自留在5楼家中，头部卡在窗外护栏缝隙
处，身体悬空，稍有不慎就有坠楼和窒息的
危险。邻居徐海文获知后，立即从自家5楼

窗户爬出，脚踩空调架、手抓下水管跳跃到男童家窗外护栏
上，随后顺着楼外的管道和护栏爬到4楼邻居窗户护栏顶
部，将卡在护栏处的男童托起后，推入了窗内，成功救险。

歹徒持刀伤人 四人徒手擒凶

——宋磊群体

宋磊，男，37岁，汉族，群众，公安河东分局常州道派出
所辅警。

赵东鹏，男，32岁，汉族，群众，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工
电大修段工人。

张乐，男，36岁，汉族，群众，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
三医学中心医生。

刘鹏军，男，53岁，汉族，群众，黑龙江省大庆市人。
2021年5月22日14时许，何女士步行至和平区某商场

附近时，一男子突然对其进行伤害，何女士反抗并大声呼
救。危急时刻，正在附近购物休闲的宋磊、刘鹏军、赵东鹏、
张乐4人听到了呼救声，从不同方向迅速赶来将该男子围
住,合力将其制服并交由及时赶来的公安民警处置。

理发店意外起火 好心人急忙施救

——刘可达
刘可达，男，64岁，汉族，群众，本市和平区人。
2021年6月6日中午，刘可达骑车行至和平

区昆明路天兴里小区时，突然闻到一股烧焦的
味道，有多次救火经验的刘可达立即警惕起来，
发现该小区一理发店屋内有火苗和浓烟冒出。
刘可达随即跑进楼道并找来灭火器，站在理发

店厨房外的木凳上，将身体从厨房窗户探进屋内进行灭火。
最终，刘可达与及时赶到的理发店店主一起将屋内明火扑灭。

战胜陡滑河坡 多次尝试救落水市民

——王玉旺
王玉旺，男，56岁，汉族，中共党员，东丽

区职业教育中心教务主任。
2021年10月15日6时30分许，王玉旺骑车

行至东丽区体育馆附近时，忽然听到附近的外环
河中有拍水声和呼救声，立即扔下自行车，飞身
翻过绿化护栏，跑到外环河边，看见落水者在水

中不断挣扎，并开始下沉。王玉旺迅速脱下外套，毫不犹豫地跃入
水中，奋力向落水者游去并抓住其衣服，拖拽着沉重的身体往岸边
游。当接近岸边时，他发觉脚下河坡又陡又滑，几次尝试上岸，都
没有成功。正在此时，一名路过群众赶到河边，伸手抓住落水者往
上拉，王玉旺在水中推，两人共同努力终于将落水者救助上岸。

女子携子跳河轻生 三勇士接力营救

——李之双群体
李之双，男，55岁，汉族，群众，西青区王稳庄镇环卫工人。
张春明，男，47岁，汉族，群众，本市西青区人。
王文常，男，68岁，汉族，群众，本市西青区人。
2021 年 8

月10日8时许，
李之双正在西
青区王稳庄镇
稳盛路附近清
扫垃圾时，发
现1名女子神色凝重，怀中抱着孩子顺着河堤岸走向河边，并
跳入水中。眼看河水已经没过了孩子的头部，女子似乎也失
去了意识。情急之下，李之双顾不上脱掉衣服，迅速跳入河
中救人。李之双接近落水母子后，紧紧将她们抱住，拖着母
子俩游向岸边。由于河岸陡峭无法上岸，危急时刻，路人张
春明、王文常及时赶到，2人踩着陡峭的坡岸抓住女子奋力往
上拽，在3人共同努力下将该女子及孩子成功救助上岸。

祖孙驾车坠河 市民破窗救人

——杨永立群体

杨永立，男，34岁，汉族，群众，本市津南区八里台镇村民。
贾君，男，64岁，汉族，群众，本市津南区八里台镇村民。
高永林，男，59岁，汉族，群众，本市津南区人。
张忠智，男，55岁，汉族，群众，本市滨海新区人。
2021年11月4日14时许，1位老人驾驶电动三轮车行至

津南区八里台镇南益村一桥上时，不慎连人带车落入河中，
水很快灌满驾驶室，情况十分危急。正在附近散步的贾君
见此情况，立即跳入河中进行救援，由于水压影响，无法破
窗施救，贾君便又上岸呼救。听到呼救声的杨永立立刻赶
来，与贾君找来附近砖块，2人下河将车窗玻璃击碎，终将车
门打开，并努力将落水的祖孙俩从车内拉拽出来。同时，张
忠智、高永林也闻讯到达现场，协助杨永立、贾君将祖孙俩
成功救助上岸。由于救援及时，祖孙2人无生命危险。

不惧火情冲向浓烟 三人合力扑灭大火

——张献龙群体
张献龙，男，40岁，汉族，群众，美团外卖职工。
张兴路，男，25岁，汉族，群众，武警天津总队执勤一支队战士。
伊焱，男，20岁，汉族，群众，武警天津总队执勤一支队战士。
2021 年 4

月1日8时许，
西青区杨柳青
镇某理发店存
放假发、木材
的杂货间由于
电线短路引燃杂物起火，理发店店主被困屋内，情况十分紧
急。此时，美团外卖员张献龙正在隔壁餐厅内等餐，闻讯立
即找来灭火器，对失火点位狂喷灭火。正在附近餐馆就餐的
武警战士张兴路、伊焱听到门外的呼喊声，第一时间将瘫坐
在沙发上的店主从屋内救出。随即，张兴路、伊焱2人用水打
湿衣袖和口罩，提着灭火器再次冲进火场。张兴路发现起火
点在隔层储物间，储物间出入口不足一米宽，距离头顶却还
有一人多高，便用店内的洗衣机、桌子搭起简易平台，张兴路
不顾危险踩上高台灭火，伊焱给他递送灭火器。经过3人的
不懈努力，火势得到有效控制。随后消防员赶到现场，彻底
将火扑灭，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财物损失降到了最低。

居民楼突发火情 两路人齐心救险

——张自革群体
张自革，男，55岁，汉族，

中共党员，河东区民政局基层
政权建设和社区治理科科长。

刘悦媛，女，45岁，汉族，
群众，河东区二号桥卫生服务
站职工。

2021年4月12日10时40分许，张自革和刘悦媛途经河
东区福东北里社区时，发现6号楼1楼居民家中冒出浓烟。
张自革立即拨打报警电话，并呼喊疏散楼内居民逃生。刘
悦媛立即呼叫社区党委工作人员及社区民警，同时，张自
革、刘悦媛随即取来灭火器赶到起火地点，不顾浓烈的黑烟
和灼热的火苗，迅速进行灭火，并与及时赶来的消防人员合
力将火扑灭，未造成人员伤亡和重大经济损失。

饭店经理智勇兼备 警民齐心擒获窃贼

——战金鑫
战金鑫，男，29岁，汉族，群众，南开区某

饭店经理。
2021年 10月26日11时许，民警到战金

鑫经营的餐馆进行案件排查时，战金鑫觉得
民警提供的照片中男子与经常来店里吃饭的
一位客人体貌特征十分相似，便告知民警，该

男子经常光顾其店，并且上次吃饭时将头盔遗忘在店里。
当得知该男子就是公安机关正在寻找的嫌疑人时，战金鑫
立即联系到该男子，与其约定择日来店取头盔。两日后，该
男子来到店内，战金鑫立即将其死死拽住并大吼一声“抓
贼！”此时，在外蹲守的民警立即冲入店内，在战金鑫协助下
一起将该男子制服。

陌生男孩坠入冰河 夫妻合力涉险营救

——宋飚群体
宋飚，男，51岁，汉族，群众，天津重型机械厂退休职工。
杨晓亮，女，52岁，汉族，群众，天津市机械设备进出口

公司退休职工。
2021 年 1 月 25 日 14 时

许，宋飚和爱人杨晓亮正在
红桥区平津战役纪念馆对面
子牙河边散步时，突然听到
呼救声，循声望去见到一个
男孩正在水中挣扎。宋飚立

即赶过去，踩着冰面往孩子身边跑，当快要接近男孩时，由
于冰面断裂宋飚落入水中。宋飚快速反应借势爬上冰面，
杨晓亮与围观群众见状，迅速找来一根绳子抛向落水男孩，
男孩将绳子系在腰间。这时，站在冰面上的宋飚、岸上的杨
晓亮与热心群众一起奋力拉拽，合力将男孩从河里拽上冰
面。随后，落水男孩和宋飚成功上岸。

河西市民跳入海河 竭力营救落水女童

——王英伟
王英伟，男，24岁，汉族，群众，本市河西区人。
2021年11月7日14时许，1女童在河西

区金阜桥海河边玩耍时不小心踩到落雪的台
阶滑倒后坠入海河中。途经此处的王英伟，
突然听见有物体落水的声音，并伴有孩子的
呼救声，发现女孩在河中挣扎，毅然跳入冰冷

的海河中，不顾自身安危，拼命游向女童，一把抓住孩子的
衣服，使出浑身力气带着孩子游向岸边。由于雪后河岸湿
滑，经过十几分钟的努力，王英伟成功将女童救助上岸，并
用冻僵的身体为孩子取暖。恰好一辆警车路过，王英伟立
即上前拦车求救，并在得知民警已和孩子家长取得联系后，
默默离开现场。

女子落入排污河 务工者合力施救

——胡杰群体

胡杰，男，54岁, 汉族，群众，山东省庆云县来津务工人员。
曲立国，男，44岁，汉族，群众，吉林省磐石市来津务工人员。
李永亮，男，46岁，汉族，群众，山东省乐陵市来津务工人员。
周小聚，男，43岁，汉族，群众，河南沁阳县来津务工人员。
2021年10月18日16时许，胡杰、曲立国、李永亮、周小

聚4人在河北区北塘排污河靖江桥附近寻找工作，发现1女
子在距离岸边10米左右的水中挣扎。胡杰迅速跑到河边，
直接跳进河水中，游到女子身后将其往岸边拖拽，由于河水
淤泥较深，水面已没过头顶，胡杰逐渐体力不支。曲立国见
状也跳入水中，与胡杰两人拼尽全力，拖着落水女子缓慢游
到岸边。最终，他们与岸边的李永亮、周小聚一起将落水女
子救助上岸。

装修工遇男童被困 徒手爬楼成功营救

——齐建
齐建，男，34岁，汉族，群众，天津环渤海

凯利美居商贸有限公司装修工人。
2021年10月29日6时许，正准备出门上

班的齐建突然听到呼救声，循声发现对面4
楼一个孩子被卡在窗外护栏上。情急之下，
齐建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情况下，徒手顺

着1楼窗外护栏攀爬到3楼护栏，发现男孩脖子卡在护栏
上，仅能用牙齿咬着护栏，体力严重不支。随后，齐建双手
拽住4楼窗外护栏，蹲在3楼护栏上，用自己身体将孩子慢
慢托举起来，争取救援时间。最终，齐建配合及时赶来的救
援人员成功将孩子救下。

防疫巡查遇民宅失火 两人合力成功救险

——李鹏群体
李鹏，男，33岁，汉族，群众，和平区小白楼街开封道社区社工。
高欣，男，46岁，汉族，中共党员，和平区小白楼街办事处干部。

2021 年 8 月 14 日 9 时
许，李鹏、高欣正在社区防
疫巡查时，发现一居民家中
失火，火势已接近毛毡搭建
的房顶。2人立即拿出楼道
内灭火器准备进屋灭火，但

厨房反锁无法进入。李鹏果断抄起灭火器砸破厨房玻璃打
开房门，2人冒着扑面而来的热浪和刺鼻的浓烟奋勇冲进屋
内将火扑灭，挽救了该楼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

机智房东立功 劝说逃犯自首

——徐克舰
徐克舰，男，40岁，汉族，群众，本市北辰

区小淀镇村民。
2021年8月13日7时许，北辰区发生1起

刑事案件。公安机关经侦查迅速锁定嫌疑人
王某链，并了解到其曾租住过徐克舰的房屋。
公安机关找到徐克舰说明情况后，徐克舰当晚

主动与王某链进行联系并得知王某链欲逃避抓捕，徐克舰积
极耐心对王某链进行劝说安抚，最终成功劝说其投案自首。

三市民奋勇追赶 助民警制服嫌犯

——张海峰群体
张海峰，男，42岁，汉族，群众，本市武清区大王古庄乡村民。
徐书利，男，48岁，汉族，群众，本市武清区大王古庄乡村民。
宋培荣，女，42岁，汉族，中共党员，本市武清区大王古

庄乡村民。
2021 年 5

月 10 日 16 时
许，张海峰、徐
书利在各自家
中休息时听到
有人呼喊：“快抓人呀，抓人呀！”2人分别出门查看，发现一
名民警正在追赶一名嫌疑人。张海峰、徐书利见状后，迅速
配合民警追赶嫌疑人，最终将其围堵在一处死胡同内，嫌疑
人见无路可逃，遂对抓捕民警进行反抗，张海峰、徐书利不
顾个人安危，继续上前协助民警进行抓捕。此时，正在村委
会办公的宋培荣（女）闻讯也加入其中，最终众人合力配合
民警将嫌疑人制伏，并扭送到公安机关。

无名英雄连救四人 不留姓名默默离场

——王金铃
王金铃，男，44岁，汉族，中共党员，中央储备

粮天津武清直属库有限公司宝坻分公司报账员。
2020年8月21日17时许，群众田某丽骑

着电动三轮车拉载3位家人行驶至宝坻区津
蓟高速跨线桥附近，田某丽下车时，由于操作
不当，电动车连同车上3人一起扎进河中，田

某丽下河施救时，也被困在河中。正路过此处的王金铃见
状，毫不犹豫跳入河中救人，往返4次终将落水的4人救助
上岸，所幸施救及时，田某丽和家人都有惊无险。王金铃确
认4人无生命危险后，自己默默驾车离开了现场。

老人溺水挣扎求救 市民奋勇救助上岸

——李金强
李金强，男，28岁，汉族，群众，天津市大

绿有限公司职工。
2021年6月22日11时许，李金强在宁河

区七里海镇齐家埠村路口处进行绿植养护作
业过程中，突然听到附近河中传来呼救声，便
顺着呼喊的声音跑到河边，发现1位老人在

水中挣扎。李金强没有多想, 毫不犹豫跳入水中，快速游到
老人旁边，慢慢拖拽着老人游向岸边，成功将老人救助上
岸，在确认老人无碍后，将其送回了家中。

为救女孩不幸牺牲 见义勇为精神永垂

—— 律金增
律金增，男，33岁，汉族，群众，本市蓟州

区穿芳峪镇村民。
2021年8月2日下午，律金增陪同母亲和

侄子驾车来到蓟州区孙各庄满族乡东葛岑村
桥下玩水，突然听到急切的呼救声，发现在不
远处的河中有3个女孩，1人在深水区拼命挣

扎，另外2个女孩伸着手想去拖拽，但始终无法接近。律金
增立即将侄子交给母亲照顾，就直接跳入水中，向落水女孩
的方向游去，游到落水女孩身边后，抓着她一起往岸边游。
但是，由于出事地点水流湍急，律金增逐渐体力不支，还没
有接近岸边，就与被救女孩一同沉入河底。周围群众及时
拨打电话报警，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后，立即开展救援工作，
相继将律金增和落水女孩打捞上岸，送往蓟州医院进行抢
救，但因溺水时间过长2人均无生命体征，律金增因抢救落
水女孩不幸牺牲。2022年8月11日，天津市人民政府评定
律金增同志为烈士。

听闻村民家中遇袭 奋力制止施暴男子

——董守红
董守红，男，61岁，汉族，群众，本市东丽

区新立街村民。
2021年6月9日17时许，董守红在家中休

息时突然听到屋外有人呼救，立即跑出房外查
看，只见一名男子正在伤害一名女性邻居，董守
红不顾个人安危，冲过去抱住该男子，会同闻讯

赶来的该女子丈夫将嫌疑人制服，并交给及时赶来的公安民警。

空手夺刀制服嫌犯 帮助男子顺利脱险

——郝建起
郝建起，男，59岁，汉族，群众，本市静海

区子牙镇村民。
2021年8月11日15时30分许，郝建起驾

驶电动三轮车途经静海区子牙镇许庄子村西
牌坊附近时，听到有人呼救，在下车查看后发
现，一名嫌疑人正在伤害刘某某。郝建起毅

然决然冲上前去大声喝止，全力将嫌疑人制服，并及时拨打
报警电话和120急救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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