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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铸就英雄
勋章点燃荣耀
2018年度感动重庆十大人物颁奖典礼举行

感动重庆传达正能量

“感动重庆年度十大人物”评选活动是重庆市着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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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让更多的重庆市民参与到投票当中，本次评
选活动采取微信投票、手机客户端投票、有线电视机顶
盒投票3种方式，最终高万禄、陈昌永、廖良琼等10人
脱颖而出，获得2018年的感动重庆年度十大人物奖。

和往年一样，本次获奖的人物事迹都很感人：看着
《与居民心连心的“片儿警”——高万禄》、《义务赡养
“盲婆婆”的“金牌师傅”——陈昌永》、《单腿撑起温暖
幸福家的残疾妇女——廖良琼》等获奖者事迹短片，听
着现场主持人和他们聊起各自的心路历程，不少现场
观众都是眼眶湿润。

为了让更多的市民参与到颁奖典礼环节，部分市
民还有幸成为颁奖嘉宾——渝中区嘉西村社区的普通
市民就把奖杯颁给了“片儿警”高万禄，还嘱咐他：“还

有两年你也要退休了，希望你退休以后也常回家看
看！”完美地诠释了“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口碑”。

全场起立向正能量致敬

在昨晚的颁奖典礼当中，70年接力传承爱国精神
的程家父子的故事很感人：1949年开始，程绍光和儿子
程祖全就先后自愿看护黔江的烈士陵园，同时还整理
了这些烈士的英雄事迹，为前来祭奠的群众宣讲。

可令人遗憾的是，程绍光在2007年病逝，所以昨
晚只有程祖全到现场领奖，他们两父子为烈士们自愿
守灵的正能量事迹，让现场观礼的普通民众们肃然起
敬，纷纷鼓掌致敬。

在感动重庆特别奖中，已故的优秀扶贫干部杨骅
也传达了正能量，他为了精准扶贫坚持一户一户走访
调查，年仅48岁就把生命定格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事迹上，让现场观众纷纷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用经
久不息的掌声向这位牺牲在扶贫工作中的干部致敬。
杨骅不仅获得了本次感动重庆特别奖，还在去年被追
授“重庆市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和“重庆市脱贫攻坚模
范”称号。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赵映骥 钱波 摄影报道

2016年7月12日，重庆先后选派211名援藏干
部人才奔赴昌都19个部门、3个县开展为期一年半和
三年的援藏工作。援藏期间，全体援藏干部人才克服
高原反应、环境艰险、任务艰巨和各种家庭困难，争取
计划内外项目资金10.18亿元，实施援藏项目建设67
个，招商协议引资137亿元、实际到位10.2亿元，培训
干部人才12300余人次，为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
团结、加快昌都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展现了重庆党
员干部无私奉献、爱岗敬业的良好形象。

颁奖词：苍穹遥远，水冷冰寒；风中雪莲，真情奉献，

你们勤劳朴实的足迹遍及雪山草原，把昌都当故乡，视藏
胞为亲人，三年艰苦奋斗，架起汉藏友谊金桥，让藏东明珠
绽放光彩，你们用情用义诠释使命担当——巴渝儿女。

2 雪域高原最可爱的人——重庆市第八批援藏工作队（群体）

2018年度“感动重庆十大人物”

2018年度“感动重庆特别奖”

男，48岁，已故，生前系忠县安监局办公室副主
任，忠县金鸡镇傅坝村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长。

他默默无闻地奋斗在基层一线，淡泊名利、甘于奉
献，用实际行动弘扬传承了忠诚友善、勤劳朴实的优良
家风。驻村扶贫期间，他坚持吃在村、住在村、干在村，
一户一户走访调研，精准制定脱贫计划，帮助贫困群众
发展产业，真心实意为贫困群众排忧解难。2018年8
月21日早上8时许，杨骅因突发疾病牺牲在扶贫工作
岗位上，年仅48岁，把生命定格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上。2018年，市委追授其“重庆市优秀共产党员”称
号，市政府追授其“重庆市脱贫攻坚模范”称号。

颁奖词：你如接
地的春风，激活沉睡
的泥土，吹走山川幽
远的叹息。点点滴滴
润物有声，48 岁的年
轮虽然永远定格，但
脚步丈量过的土地，
不会忘记你的家国大
爱，用生命兑现的承
诺，永远记得你的公仆情怀，怀念和褒奖将激励更多的
人接力前行，直至迎来共赴小康的胜利——民心丰碑。

1 新时代传承优良家风、一心为民的优秀扶贫干部——杨骅

昨天19时30分，重庆广电大厦2400平方米演播厅内座无虚席，在来自各个行业的普通民众见证
下，2018年度感动重庆十大人物电视颁奖典礼隆重举行：高万禄、陈昌永、廖良琼、曾令华、程绍光/程祖
全、李则民、吴贵生/解一香、何波、谢彬蓉、陈久述获得了感动重庆十大人物奖；杨骅（已故）、重庆市第八
批援藏工作队（群体）获得了感动重庆特别奖。

男，49岁，永川区临江镇隆顺村村民。
2003年，他回乡创业，摸索出一套科

学的养殖技术，成为远近闻名的养殖大
户，带领村民脱贫致富。为响应国家政
策，保护农业生态环境，他带头关闭了收
入颇丰的养殖场。由于有文化、明事理，
他在村民中有了较高威望，2008年成为了
人民调解员。10年来，他调解矛盾纠纷
700余件，助上千名村民化干戈为玉帛；写
下打油诗132首，传播与人和善、邻里和

乐、尊老爱幼的做人做事道理，促进美丽
乡村和谐发展。2009年，获评“重庆市优
秀共产党员”称号。2018年，被市人力社
保局、市司法局评为“重庆市优秀人民调
解员”。

颁奖词：你行走在阡陌邻里间，周旋于家
长里短情，10年光阴，令无数干戈化玉帛。一
诗一故事，一案一说法，嘉言懿行垂范乡里、涵
育乡风、敦化乡情，为山乡灿烂的未来，积聚向
善向上的力量——惠风和畅。

10 陈久述（乡贤、文明新风）

女，47岁，忠县新立镇狮子村人，空军
某部退役军人，高级工程师。

她曾在内蒙古偏远地区服役20年，
2013年自主择业回到重庆后，前往四川省
凉山州的教学点做一名支教志愿者，先后
在海拔3000多米的西昌市附近的一所民
办彝族学校、美姑县瓦古乡扎甘洛村支教
近5年。她把爱和温暖传递到彝族同胞的
心里，在民族团结的大家庭里守望相助，

为孩子们照亮了改变命运的希望之光。
2018年11月，被中宣部、退役军人事务部
评为“最美退役军人”。

颁奖词：你放得下城市的繁华，却放
不下彝村的娃；你思念长江边的故乡，却
离不开大凉山扎甘洛的家，这是风与蒲公
英的约定：巴渝的女儿、彝族村寨的“阿
嫫”，要用知识丰满梦想的翅膀，等待雏鹰
骄傲地飞翔——爱如高山。

9 谢彬蓉（无私、大爱）

男，28岁，重庆响水滩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法人，重庆市首位民间河长。

2015年，“90后”的他为照顾生病的父
亲，回乡创业，在三庙河响水滩沿岸建起
300多亩“太空莲”荷花池，走上生态旅游农
业之路。看见家乡的河水被污染，他主动
为沿岸的乡亲们普及河水防污知识，发动
村民在响水滩河段清污捞渣。2017年，他
自愿成为我市首位民间河长，义务负责三
庙河余家滩至响水滩约两公里的河段。在
他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环保志

愿者队伍，三庙河响水滩段变得干净清澈
了，他的农业园也通过种植荷花、售卖莲
子，带动了当地村民脱贫致富。2017年，获
评全国保护母亲河行动领导小组“第八届
母亲河奖绿色卫士奖”。

颁奖词：响水滩的清泉，是童年美好
的记忆；碧波荡漾、绵绵青山，是民间河长
铿锵的承诺，鼓起梦想的风帆，播撒下希
望的种子，誓要让那山、那水回归自然的
模样。有责任的青春值得赞颂，能兑现的
誓言值得敬仰——青春担当。

8 何波（青春的价值和意义）

男，49岁；解一香，女，52岁，云阳县清
水土家族乡岐山村村民。

吴贵生和解一香是云阳龙缸景区的一
对夫妻保洁工。两人结婚30多年，一直都紧
紧相随、从未分离，一起外出打工，一起回乡
工作。2013年，夫妻俩回到家乡，凭着一根
绳索，从事龙缸景区最危险的悬崖保洁工
作。丈夫在悬崖下捡拾垃圾，妻子在崖顶筑
牢安全屏障，尽管工作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夫

妻俩却是兢兢业业，一干就是5年。他们将
生死相依的爱系在一根绳上，更系在他们的
一生中。2018年12月，被市委宣传部、市文
明办、市妇联评为“2018年重庆十大最美家
庭”。

颁奖词：峰林之间融忠贞，绿水青山护
盎然，悬崖峭壁上一根绳，牵起信任与依赖，
流年里的相守、困苦中的相牵，朴素的你们早
已悟透了爱的本质——生死相依。

7 吴贵生/解一香（爱和信任）

男，72岁，长寿区云台镇人，重庆清
迈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上世纪80年代，他迎着改革开放的
浪潮，从农村走向城市，在建筑行业打拼
40多年，积累上亿元资产。2013年，67
岁的他响应国家三农政策的号召毅然带
着半辈子积蓄回到云台镇八字村，流转
土地林地6500亩，建成了1000亩的全
市乡村振兴“试验田”，成为全市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的示范标杆。辐射带动种
养殖大户40余家，提供固定就业岗位
120余个，增加当地就业村民年收入1.8
万元/人。

颁奖词：无论走多远，故乡终是根。
从改革开放的弄潮儿，到反哺桑梓的古
稀老人，淡泊名利、回归初心，只为筑园
田野成风景，倾心田畴惠乡亲，乡村振兴
的路上，喜看稻菽千重浪——老骥伏枥。

6 李则民（乡村振兴、追梦）

男，57 岁，渝中区公安分局上清寺
派出所民警

他是渝中区嘉西村社区家喻户晓
的爷爷辈社区民警。20年来，2308户
居民们的大事小事，都成了他的“自家
事”，居民房屋漏水、社区老人开不了
门禁，他都用心用情用力服务。面对
老旧社区治安状况动态复杂、顽症突
出的问题，他创新“联勤联控”工作法，
组成近60人的联勤联控队伍，开展各

种巡逻防控 5000 余人次，调解纠纷
257次，社区的侵财案件发案同比下降
42%。先后荣立个人二等功1次，三等
功3次。2017年，被公安部评为全国

“情满万家·派出所好民警”。
颁奖词：没有惊天动地，却涓涓缕缕

流淌进群众心间。20 年，没有波澜起
伏，春风化雨的付出让平安坚如磐石。
人民警察为人民，小事成大爱，平凡亦英
雄——爱民模范。

1 高万禄（为民情怀）

男，48 岁，重庆广播电视信息网
络 有 限 公 司 开 州 分 公 司 渠 口 站 站
长。

他当了7年乡村邮递员，做了20年
广播电视线路安装维护工，几乎跑遍了
渠口镇的每一座山头。82岁的周胜英
因患上青光眼而致盲，6年前，无儿无女
的周胜英丈夫去世，从此孤苦伶仃。常
到老人家维修的陈昌永得知后，便把周

胜英带回家里义务赡养。为照顾好“盲
婆婆”，陈昌永谢绝3次回城工作机会，
他的母亲也主动来到渠口，帮助料理“盲
婆婆”的一日三餐。2018年11月，获评

“中国好人”。
颁奖词：草根慈悲，善良情怀，你用

滚烫的心，温暖耄耋老人孤寂的晚年，以
孝道传承“老吾老及人之老”的美德，超
越血缘情深似海——善昭天下。

2 陈昌永（孝老爱亲）

女，47岁，奉节县汾河镇大坪村村民。
她幼时因意外造成右脚三级残

疾。2006年8月，丈夫胡先国因意外造
成高位截瘫。12年间，她用孱弱的双肩
拖着仅有的一条腿扛起了家庭重担，艰
难地拉扯孩子长大，无怨无悔地照顾丈
夫生活。她不等不靠不要，发展起土鸡
养殖，2018年养殖土鸡800多只，又修
建羊圈养殖山羊，成了村里的养殖大
户。如今，养鸡场一年收入已达5万元

左右。在她的带动下，周边的几个贫困
户主动寻求产业发展，争取早日实现脱
贫致富。2018年12月，被市委宣传部、
市文明办、市妇联评为“2018年重庆十
大最美家庭”。

颁奖词：命运百般磨难，你却从未
失去志气，自尊自强自立，是你的人生
信条；不等不靠不要，是你的生活态
度。幸福从来与贫富无关，因为奋斗的
本身就是一种幸福——自强不息。

3 廖良琼（自强不息）

男，22 岁，北碚区消防支队城东中
队班长。

他是重庆市消防总队唯一荣立一等
功的“95后”。入伍4年来，先后参与灭
火救援800余次、社会救助1600余次，
抢救疏散被困群众100余人，创造了抢
险救援“零失误”的骄人战绩。2018年3
月，在第二届东盟地区城市应急救援消
防运动会上，他默默承受父亲去世的巨
大悲痛，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以优异的

成绩夺得60米肩梯登楼操、楼层火灾内
攻操两项第一，为中国消防、重庆消防争
得殊荣，并荣立个人一等功。2015至
2017年，连续3年获评优秀士兵，获嘉
奖2次。

颁奖词：与火魔搏击，与死神赛跑，
你在生与死的较量中不断成长，沧海横
流，真金火炼，你用一等功的勋章点燃荣
耀，赴汤蹈火一往无前，只为万家灯火下
的岁月静好——热血男儿。

4 曾令华（知难而无畏）

程祖全，男，49岁，黔江区城东街道
下坝社区村民。

程绍光1923年出生，饱尝了社会的
苦难，从小对革命先烈就有着崇高的敬
意。1949年11月，黔江建起烈士墓，程
绍光自愿当义务看护员。看护陵园期
间，他还将46名烈士的英雄事迹整理成
册，为前来陵园祭奠的群众宣讲，弘扬爱
国主义精神，直到2007年病逝。儿子程
祖全在父亲病逝后，接力守护这片陵园，

并继续完善烈士事迹，成为第二代义务
守墓人，至今已有12年。一门两父子，
以70年漫长的看似平凡实则不易的坚
守，诠释了爱国主义精神。2018年，被
市委宣传部评为“感动重庆月度人物”。

颁奖词：70年，两代人的接续，从青丝
到白发，从弱冠到暮年，直至生命铸成墓
碑。你们守在忠烈英魂长眠的“最后一
站”，更守在人性光辉的方寸间。爱国，是
一种信仰，更是一种行动——信念长存。

5 程绍光/程祖全（爱国、传承、坚守）

▲2018重庆十大感动人物合影

程祖全

▲杨骅的父亲站在儿子照片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