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治保障消除后顾之忧

如何使见义勇为之举蕴含的精神力
量凝聚成深入人心的浩然正气？

曾几何时， 有的人对见义勇为有顾
虑： 老人倒地了， 扶起时会不会被 “碰
瓷 ”； 孩子遇险了 ， 救人者会不会被讹
诈？ 化解一系列社会现实问题， 弘扬见
义勇为精神 ， 既需要完善社会诚信机
制 ， 也离不开持续有效筑牢法治基石 、
增强制度保障。

“民法典 ‘好人条款 ’强化了对见义
勇为行为的鼓励和保护 ，为社会善行义
举进行了法律托底 ，为好人行好事消除
了后顾之忧。 ” 安徽同川律师事务所鹿
冬生律师说。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
百八十三条、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因保
护他人民事权益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
权人承担民事责任，受益人可以给予适当
补偿。 没有侵权人、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
承担民事责任，受害人请求补偿的，受益
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因自愿实施紧急救
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
民事责任。

用法律为见义勇为者保驾护航，才能
消除挺身而出时的顾虑、扶危济困后的麻
烦。 “好人条款”进一步消除了见义勇为人
员的后顾之忧， 有利于形成崇德向善、助
人为乐的社会风气。

在我省，2021 年 11 月 1 日正式颁布
实施《安徽省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条
例》，提高了对见义勇为人员的奖励标准，
明确了见义勇为行为的确认程序和时限，
增加见义勇为人员免责和补偿条款。 《条
例》的颁布提高了我省见义勇为工作法治
化水平，使我省见义勇为法制建设走在全
国前列。

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是见义勇为
带动“见义众为”的关键。 “面对各种新情
况、新问题，我们将积极推动对见义勇为
行为及时认定、 探索建立见义勇为法律
援助制度等， 保护见义勇为英雄模范的
合法权益 ， 绝不能让英模们流血又流
泪。 ”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相关负责人表
示，关心关爱英雄模范，既要解他们一时
之困， 也要健全英模及其家庭权益保护
和保障的长效机制。

见义勇为诠释正义之魂

“我只是做了一名普通市民都会做的
事， 没有想到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给了我
这么多的荣誉。 如果以后再遇到需要帮助
的人和事，我依旧会选择挺身而出，义不容
辞。”安徽省见义勇为弘扬正气奖一等奖获
得者、无为市蜀山镇百胜社区居民张明说。

8 月 16 日 ，在 2021 年度安徽省见义
勇为弘扬正气奖发布仪式上 ，48 名见义
勇为英雄模范受到表彰 ， 张明正是其中
一员。

“别人说我是勇士， 其实他们更是英
雄。 尽管我们职业不同、年龄不同、地区不
同，但我们都有一颗勇敢的心，在见义勇为
的道路上我们不孤单。 ”张明感慨地说。

危难之处显身手， 路见不平一声吼。
2021 年 6 月 9 日，张明携妻儿到浙江省某
景区游玩。 中午 12 时左右，张明听到前方
不远处有吵闹声， 只见一名男子正对一名
女子行凶施暴，女子腹部插着一柄刀，浑身
多处伤口，血流不止。

“快住手！ ”张明见状大声呵斥，并上前
制止。歹徒又突然掏出一把刀刺向张明，张
明本能地抬手阻挡，左臂被刺中，歹徒见偷
袭得逞，继续挥刀猛刺。 搏斗过程中，张明
由于左臂受伤使不上力，身中数刀。但他毫
不退缩，继续与歹徒对抗。

妻子见张明浑身是血，猛地上前抱住
歹徒。 张明忍住剧痛、用受伤的左手缠住
歹徒持刀的手臂 ， 右手紧紧捏住对方手
掌，全力将歹徒按倒在地 ，并向周围游客
大声呼救、示警。 景区保安和游客纷纷上
前帮忙并报警，随后，民警将歹徒拘捕，将
张明和负伤女子紧急送往医院抢救。 经医
生诊断， 张明全身被刺中 6 刀， 左臂处 1
刀、左腹处 2 刀、胸口处 3 刀，经过医生全
力救治后康复。

“虽然现在伤口还会隐隐作痛，但我从
不后悔与歹徒搏斗。 ”张明说。 不顾个人安
危的义举，彰显了人性之美，诠释了正义之
魂。 张明先后荣获 “无为见义勇为先进个
人”“全国见义勇为英雄”等称号。

一人兴善 ，万人可激 。 近年来 ，江淮
大地英雄辈出，49 名“全国见义勇为英雄
模范 ”、3 名 “全国十大见义勇为英雄司
机 ”、16 名 “全国见义勇为英雄司机 ”、7
个全国见义勇为城市及组织奖……善行
义举不断激发全社会明德惟馨 、 崇德
向善， 凡人善举渐成时代风景 ，中
华美德浸润千家万户。

社会各界伸出援助之手

每一次对见义勇为的褒奖，都是对道
德堤坝的加固升级；每一次对英雄模范的
表彰，都是对崇德向善的丰润滋养。

由省委政法委、省见义勇为基金会设
立的全省见义勇为“弘扬正气奖”，已成为
全省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公益品牌项目之
一，并在全国产生较大影响。 “确立什么样
的示范就明确什么样的标准，树立什么样
的榜样就体现什么样的导向，以见义勇为
带动‘见义众为’，以善行义举涵养新风正
气，激励全省人民昂扬向上、崇德向善，为
加快建设现代化美好安徽汇聚强大力
量。 ”省见义勇为基金会秘书长顾玫帆说。

据了解， 在省委政法委的直接领导
下，我省设立“见义勇为弘扬正气奖”，至
今已连续举办 18 年， 共表彰救助见义勇
为人员 911 名，颁发奖金款物 1835 万元。
弘扬正气让更多群众见贤思齐，更加坚定
对见义勇为的内心认同，从而积极主动加
入见义勇为的行列之中。

“社会没有忘记我们，党委政府和社
会各界一直关心关爱我们。 ”第十三届全
国见义勇为英雄罗腊英亲属说。罗腊英生
前系青阳县杜村乡上峰村上闻组人，2014
年 4 月在浙江省浦江县，最先发现失火的
她为叫醒正在熟睡中的邻居，失去了最佳

逃生机会。 罗腊英去世后，党委政府和社
会各界一直关心关注其亲属们的生活，用
心用情做好关怀工作，千方百计帮助他们
解决实际困难。

英雄模范生活无忧，浩然正气充盈社
会。 “用见得着的实惠举措，让见义勇为者
得到褒奖，才能充分发挥出奖善的激励效
应，鼓励更多人站出来匡扶正义。 唯有如
此，才能让善行得到奖赏、善意得到呵护、
善良得到弘扬。 ”顾玫帆说。

我省设立“爱心账户”，每月资助见义
勇为困难家庭 500 元至 800 元， 累计 655
户困难家庭得到资助，共发放资助金 304
万余元。 “海航·见义勇为英模安居工程”
为 13 名住房困难的见义勇为英模争取资
金 109 万元，省里额外配套 54 万余元，帮
助见义勇为困难英模解决居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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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义勇为带动“见义众为”

··荣辱观··

见义勇为是平凡人的英雄壮举， 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美德。 近日，2021 年度安徽省见义勇为弘扬正气奖发布
仪式在合肥举行，48 名见义勇为英雄模范获得表彰，激
励人民群众昂扬向上、崇德向善———

··知行录··

■ 本报记者 张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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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心播撒向上向善的道德种子

■ 胡锋

杭州“最美凉茶摊”44 年的坚守，温暖着一
座城，感动无数人，越来越多的受益者变成参
与者，把“最美凉茶摊”接力办下去。

如果每个人都成为一棵向善的树，社会的
大家庭就是一片向上向善的森林。 从“当代愚
公”黄大发到“时代楷模”黄文秀，从脱贫攻坚
路上无私奉献的“领头雁”，到中国好人榜上逾
万名群星闪耀，他们犹如道德的播种机，将向

上向善的种子播撒在大江南北的每一个角落，
迸发出道德的时代光辉。

道不可坐论，德不能空谈。 李夏把它用脚
印镌刻在脱贫攻坚的路上，阜阳孙玉真、王素
侠夫妇 6 年如一日地把它盛在免费的爱心套
餐里，黄山李培生、胡晓春把它雕刻在黄山松
的年轮里和悬崖峭壁上。 在崇德向善的安徽图
谱里， 心怀道德种子的人们用平凡演绎非凡，
用平常注解非常，用大爱与小善、责任与坚守、
奉献与担当，闪亮在道德的星空。

这些源于普通百姓的朴素的善意，是珍贵
的道德种子。 让向上向善的道德种子萌芽生
长，既要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激发
正能量，激扬主旋律，让有德者有“面子”；又要
动态完善对失德者的教育惩戒机制，让失德者
丢“面子”。 向上向善的道德种子需要每个人精
心呵护，一句真诚的提醒，一次善意的帮扶，一
缕赞许的目光， 既能增亮城市温暖的底色，更
能增厚人际间温情的成色。

道德种子的成长，离不开滋养的沃土。 每

个人的心田都是道德种子成长的沃土。 凡人善
举每天都在生活中上演 ，无数个 “我 ”既是导
演，又是主演，更是群演。 聚沙成塔，集腋成裘。
人人争当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
的好成员， 真善美的主旋律会越唱越响亮，崇
德向善的正能量会越来越磅礴。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 道德的力量直抵
内心 。 我们礼赞 “中国好人 ”，致敬 “道德模
范 ”，褒奖凡人善举 ，在道德星空中寻找和定
位自己人生的道德坐标 ，时时处处自觉又自
发 ，输入又输出 ，跟跑又领跑 ， “用一棵树摇
动另一棵树 ，用一片云推动另一片云 ”，让向
上向善的道德种子绽放更加光彩夺目的光

芒 ，为建设现代化美好安徽凝聚起磅礴的道
德力量。

致敬！
离病毒最近的检验人

■ 本报记者 朱茜

高冬梅是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检验科副主任技
师，也是离病毒最近的检验人之一，曾多次带队驰援天
津、安庆、上海核酸检测工作。

今年年初，天津疫情突如其来。 1 月 9 日下午，高冬
梅作为合肥队的领队， 带领首批 10 名技术人员驰援天
津核酸检测工作，而这一天正好是她 42 岁生日。

那天上午她刚结束夜班， 中午 11 点多接到医院通
知，要抽调核酸检测实验室工作人员支援天津市全员核
酸检测任务。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 作为一名
医务工作者，哪里有需要就往哪里冲。 ”高冬梅说。

在完成持续 2 周的天津支援任务后，3 月 8 日她又
带队前往安庆支援当地疫情防控工作。

天津和安庆两次支援任务让高冬梅积累了不少经
验。 4 月 3 日，高冬梅又随安徽省援沪核酸检测队前往
上海，担任合肥市队领队。到达上海后，高冬梅积极对接
静安区，将 22 名队员分成 4 组，迅速投入防疫工作。

深知援沪任务艰巨，她要求队员高度服从当地工作
安排，与当地实验室内的检测流程、结果判读和上报规
则保持一致，特别强调队员们要做好防护。

除了带队伍，高冬梅还要完成高强度的工作。 她投
身于静安区疾控中心实验室， 每天连续 12 个小时不停
歇地开展核酸检测。 “由于标本来源大多数为复核、高
危、密接人群，所以阳性率非常高，且有些需要进一步测
序，很多标本没有灭活，这就意味着风险更高。 ”高冬梅
介绍，她还负责核对所有的阳性结果，这项工作容不得
半点差错。

援沪期间，高冬梅和队员们共克时艰、守望相助。24
小时轮班值守，认真对待每一份标本；高冬梅带领的合
肥队共完成 70 多万管的核酸检测任务，全队零感染。

高冬梅在医院检验科负责分子诊断工作， 业务上
兢兢业业，学术上精益求精。 从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她
带领分子专业组一直采取“无差别”工作模式，每天 24
小时为市民提供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服务。 她还将核酸
标本送检实验室频率由每日 4 次增加到 7 次， 大大缩
短了市民核酸检测报告获取时间。 近日，她荣获“安徽
好人”称号。

感动！
“热血阿姨”献血 21年

■ 本报记者 李明杰

日前，说起自己的献血经历，62 岁的王淑军是倍感
自豪，“献血 21 年，帮助了不少人，这辈子很有意义了。”

王淑军是宿州市埇桥区沱河街道春光社区矿建医
院小区居民。 从 1999 年到 2020 年， 她累计捐献全血
12000 余毫升，献血小板 60 个治疗量，相当于 1 个人总
血量的 6 倍，用行动诠释了一位普通市民对社会的无声
大爱。

说起第一次献血， 王淑军至今仍觉得紧张。 那是
1999 年 2 月的一天， 一辆采血车正好开到了王淑军的
单位门口。 她上车坐到了工作人员面前，撸起袖子对医
生说：“我要献血。”随即医生查验后便开始抽血。当针管
扎进血管、鲜红血液被抽出的那一刻，王淑军竟一下子
头晕起来，直冒冷汗。

“第一次献血比较紧张，往后就会好些了。”工作人
员及时用言语舒缓情绪，王淑军这才缓过神来。 随后，
当献血证发到手上，王淑军心里的自豪感油然而生。打
那以后，她便下定了决心：我要坚持献下去。 一年、两
年……王淑军一直坚持了 21 年。

虽然经常献血，但王淑军似乎还不满足。 每次献
血 ，她看到献血车内的宣传单页 ，会多瞅几眼 。 有一
次 ，王淑军无意间看到捐献血小板的宣传单页 ，便动
了心思。

“献血小板就是耗时长些，一般要 1 个多小时，整
个过程就是采血—离心—提取回输的循环， 直到采集
到足够的血小板。 ”王淑军说。 虽然当时心里也有些担
忧，但一想到能帮助更多的患者，就更加坚定了无偿捐
献的决心。

从献血到献血小板， 王淑军竟一直没有和家人讲
过。 “每次我都是利用接送外孙上下学的时间到献血站
献血。外孙看我很着急，就会问原因，我就告诉了他。”王
淑军说，这也成了她和外孙共同的“小秘密”。

由于害怕家人担心自己的身体状况，王淑军一直瞒
着家人。 这一瞒，便是 15 年。 后来，媒体到她家采访时，
丈夫才得知这件事，瞬间热泪盈眶。

如今，王淑军年过 60 岁，已超过献血年龄上限，无
法继续献血，但她选择用另一种方式继续自己的“献血”
之路。和邻居聊天时，见缝插针科普无偿献血知识，向朋
友宣传无偿献血意义……在她的带动下，身边的几十个
亲戚朋友同事也都加入到了无偿献血的行列。 前不久，
王淑军当选“安徽好人”。

２０２１年度安徽见义勇为弘扬正气奖发布仪式现场。 本报通讯员 陶主 摄

8 月 17 日，在肥西县花岗镇李祠社区，合肥供水
集团八水厂志愿者向社区居民宣传节约用水知识。

本报通讯员 马家贵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