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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敬业奉献

敬业奉献，虔诚勤勉 .或肩负使命，作

出突出贡献 ;或锲而不舍，追求技术精湛 ;或

立足岗位，甘当螺丝钉。这些劳动谱写的

乐章，镌刻的是大写人生，承载的是民族

崛起。有了这份敬业的高贵 ,有了对劳动的

虔诚，建设美好安徽就有了不竭的动力源

泉。



敬业奉献



敬业奉献



敬业奉献
中宣部2017年9月24日向全社会公开发布张劼

的先进事迹，授予他“时代楷模”荣誉称号。张
劼是安徽省蚌埠市的一名特警。从警17年来，他
始终坚定理想信念、传承优良家风，长期奋战在
打击犯罪、应急处突的第一线，在处置各种急难
险重警情中屡立战功，被誉为“特警精英”。

2016年1月5日，他在处置一起危害公共安全的重
大警情中，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用自己的血肉
之躯制服暴徒，以实际行动诠释了人民公安为人民的
庄严承诺。张劼曾荣获“全国五四青年奖章”“公安
楷模”“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中国好人”
等多项荣誉，荣立三等功2次、嘉奖5次。



敬业奉献
张劼的先进事迹宣传报道后，在全社会引

起热烈反响。干部群众特别是公安干警和青年
学生认为，张劼是“淬火成钢的英雄卫士”，
他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鲜明体现了牢记使
命、听党指挥的忠诚信念，挺身而出、舍生忘
死的英雄气概，忠实履职、服务人民的担当精
神，从容以对、砺而弥坚的顽强意志，生动践
行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对党忠诚、服务人民、
执法公正、纪律严明的总要求。张劼不愧为广
大公安干警的优秀代表，不愧为全社会学习的
榜样。 “时代楷模”发布以“我们的价
值观、我们的中国梦”为主题，现场发布了张
劼的先进事迹，宣读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
授予张劼同志“时代楷模”荣誉称号的决定》，
播放了反映他先进事迹的短片，中宣部负责同
志为张劼颁发了“时代楷模”奖章和荣誉证书。
公安部、安徽省委有关负责同志，“时代楷模”
的亲友、同事及社会各界代表等参加。



二



助人为乐

助人为乐，仁者爱人，或存孤恤寡 ,扶
老帮贫 ;或捐资助学，献血救人，或热心公

益 ,提携乡亲。这些凡人善举，是崇高境界，

是立人达人。有了这仁者爱人，我们就会

手牵手 ,心贴心 ,和衷共济 ,相互帮衬 ,在美好

安徽前行的航程上摇橹奋进



助人为乐



助人为乐



助人为乐
傅强，男，1969年1月生,马鞍山钢铁股

份公司职工。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获
得者、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获得者、第
三届安徽省道德模范。

1998年，博强在街头献血直传车上了
解到。每天都有众多危病人等着血家救命,
傅强二活没说就献血400毫升,开始了自己
延续至今的无偿献血慈程。目前，傅强已
累计无偿献血68000多毫升。 相当于14个
成年人的总血，连续10年获评全无值献血
奉献奖金奖。



助人为乐
为让更多人加入到无信献血队伍里

来.2005年6月，傅强成立安徽省第一无偿献
血志愿者团体——马鞍山市江十字无偿献血
志者协会。八年来，250多名协会会员无值献
血总量达180万毫升，占马鞍山市临床用血量
的1/16.博强于2007年3月牵头组建马鞍山爱
心传递志愿者服务总队并担任队长，七年来,
服务总队吸收1229名爱心人士加入，先后开
展了无偿献血、人道救助、关爱孤残儿童、
温暖空巢老人等志愿服务活动335次，组织举
办广场公益演出15场。出动志者19570人次，
为社会无偿服务84460小时.用实际行动践行
着“帮助他人，提升自己"的社会美德，被称
为“公益达人“。



三



见义勇为

见义勇为 ,以义为先 ,或临危不惧，赴汤

蹈火 ;或生死瞬间 ,舍己救人 ;或扶正祛邪，

惩恶扬善。这桩桩件件，是担当道义，匡

扶正义，舍生取义。是伟哉安徽的侠肝义

胆，是壮哉江淮的义薄云天。有了这份高

义 ,  我们就有坚韧、有果敢，就能胜邪恶、

过艰险，美好安徽就能高扬风帆、勇往直

前。



见义勇为



见义勇为



见义勇为
曹军，男。1974年11月生，中共党员生前系宁国市森

林公安分局狮桥森林公安派出所副所长

卢帅，男，1989年5月生 ,生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

第二届安徽省道德模范

2009年8月17日下午，宁国市中溪镇凤凰村一名15岁
少年在东津河不慎落水,正在河边钓鱼的卢帅及同伴张志骅
听到呼救声后，立即赶到事发地点,奋不顾身跳入水中，由
于连日降雨，东津河水流湍急,卢帅奋力将落水少年顶出水
面后，自己却被激流卷入水底。



见义勇为
村民项文斌闻讯赶到,用竹竿先后将张志骅和

落水少年救起，回头再找卢帅时已不见其综影。接
到报的中溪镇公安派出所副所长方家顺、市清防中
队战士们先后赶到现场施救。村民张红兵（张志骅
父亲)、缪学兵救人心切，主动下水援救。但双双
卷入漩涡。危急时刻,已在地质灾害点执勤三天三
夜的狮桥森林公安派出所副所长曹军、民警阮国健
刚好路过，见状立即投入救援行动。在方家顺和周
围群众的协助下,曹军顶着齐胸的湍急水流,几经周
折用绳索将张红兵救起。自己却险些被激流卷入坝
下。身陷险境的曹军被周围群众奋力拉起后.穿上
救生衣又一次下水营救缪学兵，终因体力严重透支
被激流卷入坝下深潭，献出了宝费生命。8月18日
下午14时许，经过2小时的奋力搜索,卢帅遣体也被
打捞上岸。



四



诚实守信

诚实守信，人间正道。或秉持良知、童

叟无欺 ,或践行承诺 .终身不渝，或履约守信、

欠债还钱 ,仰不愧于天，俯不惊怍于人 ,这是

善的选择，是德的坚守，是我们民族的精

神积淀。有了这大哉诚信，我们就可以迈

出坚实脚步，沿着美好安徽圆梦的幸福路，

奔向成功彼岸。



诚实守信



诚实守信
徐辉，男，1956年7月生中共党员，合

肥市燃气集团管线运行公司副经理、蜀山区
服务所所长。首届全国道德模范、全国劳动
模范、首届安徽省道德模范。

“不管有多难，只要你肯说!”这是徐辉的
座右铭。为了方便工作,他申请了三个工具
包:一个放在公司，一个放在所里,还有一
个放在家里，无论是严寒还是酷暑。不管
是上班还是休息,只要用户有需求他就立即
前往解决问题，在一-次次优质服务的过程
中,徐辉已经成为燃气集团的形象代言人。



诚实守信
只有高中文化的徐辉坚信jin'xin，只要肯

学习，行行都能出状元。轻济并不宽裕的他把
节省的钱都用来买专业书籍，经过刻苦自学，
徐辉不仅拿到了本科文化。而且成为响当当的
“全国技术能手”，为了提高服务标准，徐辉
提出了六带一清一签字维修规范服务法.即上
门服务带一张服务名片，一块工作台布、一快
抹布、 一双鞋套、一系统价目表，一一份安
全宣传单，维修结束清理现场卫生， 请用户
签署满意度意见，标准化服务提高了工作质量
和用户满意度。

为了让更多用户得到优质服务，徐辉组织
成立了“你挥假日服务小分队”， 利用节假
日和双体日免费为市民提供免费的燃气股务。
自2000年至今 ,小分队为14万象户家庭解决了
燃眉之急.做到用户满意率100%、服修及时率
100%、安全无事故率100%。



五



孝老爱亲

孝老爱亲，血脉相连。或悉心侍奉 ,或
倾照顾 ,或手足关爱 ;或生死救助，或割肝捐

肾。这孝悌心，孝悌行 ,浓于水 ,重于山是德

之本，教之始 ,善之先 ,有了这孝悌的天经地

义 ,传承就能生生不息 ,美好安徽就会永远闪

耀着人性的光辉。



孝老爱亲



黄凤 —
—

板
车
女
孩

黄凤，女，1997年4月生,
共青团员,五河县申集镇黄李
村学生。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
提名奖获得者全国最美孝心少
年，第二届安徽省道德模范。



孝老爱亲
2002年春天，五河县黄李村的黄志仁在江苏打工时,意外摔伤致高位

截瘫。2003年底.妻子离家出走。6岁的黄凤从此成了家中的顶梁柱，一
人照顾父亲及失明的奶奶。无数个早晨和傍晚.当同龄人正在父母怀抱里
撒娇时,黄凤却在为照顾奶奶和爸爸的饮食起居而忙碌着，她踩着小板凳
在灶台炒菜、煮饭，摸索着给爸爸喂饭。擦拭，按摩、翻身，父亲的身
上从没有过一块压疮。

2008年5月,黄凤带着父亲和奶奶乘大巴车来到上海,并用大巴车运来
的板床推着父亲边乞讨边求诊，从汽车站到医院就走了5天。没钱住旅馆，
一家三口在天桥下栖身。讨来的钱不够治病，一家人只得返回老家。
2009年7月。黄风在电视上看到武警总医院能够治疗高位截瘫,就带着借
来的钱,乘坐同乡的车陪父亲来京看病。因为没有床位，他们再次失望而
返。2010年4月,黄凤再次带着父亲到北京求医,武警总医院收治其父黄志
仁住院,并成功为他做了神经干细胞手术。
回到者家后,黄凤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租住在学校附近,开始了带着爸爸和
奶奶上学的生活当黄志仁在术后胳膊和腿开始有了知觉能够做少许活动
时，黄凤觉得最幸福。谈起未来，黄风说:“不管多难,我都要好好读书以
后还要带着爸爸读高中，读大学,有爸爸的地方就有家。长大了,我想上医
学院,成为医生或护士，可以照顾爸爸也可以照顾别人。



感悟

学习好人精神：敬业奉献、助人为乐、
见义勇为、诚实守信、孝老爱亲。

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促进社
会和谐文明发展,为国家的繁荣昌盛贡
献出自己的力量。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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