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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动湖南人物”评选
是三湘都市报以地方媒体
身份联合中央电视台倾力
打造的一个精神品牌类活
动，每年评选出年度“感动
湖南人物” 并报送央视参
选年度“感动中国人物”。
活动迄今已举办九届，共
推出120余名“感动湖南
人物”，其中11人当选“感
动中国人物”，当选数量远
远超过其他省份， 被誉为
“湖南人的年度精神史
诗”。

“感动湖南人物”评选
九年间所推出的120余名
感动人物中， 既有广为人
知的郑培民、袁隆平、黄伯

云、张超等全国重大典型，
也有在各自领域内默默发
光发热的普通人。 他们每
个人身上都有一种求真向
善的感人力量， 他们的感
人事迹影响了一代湖南人
的价值取向， 成为凝聚亿
万人心的强大精神力量。

今年是“感动湖南人
物” 评选活动连续第十年
举办， 在这个意义特殊的
历史性节点上， 我们将以
更加广阔的视野来寻找三
湘大地的感人故事， 以更
加勤勉的脚步来挖掘湖湘
沃土上的精神宝藏， 将湖
南风采、 湘人风貌推向全
国！

11月7日下午，由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中央电视台指导，湖南日报社、省军区政治工作局、省总工会、团省委、省妇联联合主办的2018
年度“感动中国之感动湖南人物”评选颁奖典礼暨2019年度“感动中国之感动湖南人物”评选启动仪式将在长沙举行。颁奖典礼上，过去一
年曾带给我们感动的14名湖南人将一 一走上舞台接受致敬。在平凡或不凡的人生答卷上，他们书写下对人生意义最宝贵的回答，也标注出
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坐标。 ■记者 张浩 龚化

综合感动湖南推选委
员会委员打分及网络投
票 ，2018 年 12 月 21 日 ，
2018年度“感动湖南人物”
评选落幕。投票期间，承办
此次活动的三湘都市报微
信投票页面点击逾千万
次， 通过官方微信平台关
注评选活动的网友近百
万。最终，从80位候选人中
产生“感动湖南年度致敬
人物”、“感动湖南十佳人
物”、“感动湖南提名人物”
共14人。

经报送感动中国组委
会遴选，“感动湖南年度致
敬人物” 黄其焕代表湖南
成为2018年度21名“感动

中国”候选人物之一。
前赴后继、 舍家离乡

的湖南省第八批援疆工作
队，忠于信仰、传播信仰，
鲐背之年仍步履不停的湘
潭大学教授沧南， 战后余
生祭扫不辍慰英灵的退伍
老兵朱豫刚荣获 2018年
度“感动湖南十佳人物”前
三甲。

同获2018年度“感动
湖南十佳人物” 殊荣的还
有： 魏乐荣、6.16应急处突
英雄、曹隽平、杨士泉、吴
金术、周有贵、徐勋建。荣
获2018年度“感动湖南提
名人物”的有：孙玉平、陈
玉成、曾宪国。

颁奖典礼上，2019年
度“感动湖南人物”评选活
动也将正式启动。

今年10月，2019年度
“感动湖南人物”评选启动
报名。省文明办、省军区政
治工作局、省总工会、团省
委、 省妇联在各自系统内
征集感动候选人， 社会各
界人士也积极通过各种方
式推荐自己心目中的感动
候选人。 截止到11月7日，

“感动中国之感动湖南”组
委会共收到1120份感动候
选人物报名表。

经组委会遴选， 最终
确定的候选人 (含团体)将
于近日通过三湘都市报官
网、官方微信公众号公示，
并接受网友投票。 读者朋
友可通过关注三湘都市报
官网、 官方微信公众号了
解候选人事迹， 并为自己
心目中的感动人物投票。

请您一起参与2019年度“感动湖南人物”评选

9年120余人“感动湖南”11人“感动中国”

千万次点击，评选出2018年度“感动湖南人物”

黄其焕（娄底市公安局娄星分局涟
滨派出所民警）

【颁奖词】
夤夜，暴徒，妇孺困危楼。挺胸，

卸甲，孤身犯险境。
锋刃抵喉，一线绝地凭胆气。死

生相换，满腔热血映警徽。
五小时涉险，公安卫士卫公安。

十二年从警，人民警察为人民。

湖南省第八批援疆工作队

【颁奖词】
二十年来， 一批批湖南人前赴

后继，舍家离乡至此。
他们放下家乡的洞庭烟雨，在心

头铺就的大漠戈壁上种下胡杨红柳，
誓将三湘四水北引，浇灌天山南北。

湘人国是家，但愿天下平。

沧南（湘潭大学离休教师）

【颁奖词】
每个人身体里的铁， 只够打一

枚钢钉。
他用花一辈子时间铸就的钢

钉，将“毛泽东思想”牢牢钉入心中。
忠于信仰、传播信仰，直到当初

所坚信的一切成为美好现实， 仍步
履不停。

韶华有尽， 行者无疆。 学者沧
南，时代信仰的基石！

朱豫刚（退伍老兵）

【颁奖词】
捐躯疆场，袍泽同心托生死。
战后余生，祭扫不辍慰英灵。
死亡不是真正的逝去，遗忘才是。
一人一诺一生， 他用年复一年

的坚守， 让异乡的千座坟冢不再话
凄凉。

老兵不死，军魂永在！

魏乐荣（中建五局土木公司副总经理）

【颁奖词】
以钢铁的意志，跨越大洋，跨越

森林，跨越山川，他带领同胞远征非
洲大陆，执行“一带一路”倡议。

逢山开山，遇水架桥。八年不避
艰险，万里奔波往返。他用速度与质
量告诉世界：没有路的地方，是因为
中国建筑大军还未到达。

6.16应急处突英雄

【颁奖词】
30辆车内的150余人命悬一线。
7秒关闸断电，11秒疏散人群，

38秒扑灭大火。
生死一瞬， 七名平凡的加油站

工作人员集体爆发出了他们不平凡
的冷静与果敢。

英雄给予凡人勇气， 勇气使凡
人成为英雄！

曹隽平（湖南省文化馆副馆长）

【颁奖词】
笔走横竖撇捺，筋骨相连。
民有士农工商，守望相助。
以书化人，传道授业解惑。
因材施教，引路搭桥助力。
练字炼人炼筋骨, 扶贫扶志扶

精神。
十年书法扶贫， 书法家曹隽平

帮助草根群体写就一方精神家园。

杨士泉（长沙市天心区小蜜蜂志愿
者协会会长）

【颁奖词】
14岁入湘露宿街头时， 湖南人

对他敞开了温暖的怀抱。
感恩于此， 他用30年磕下一个

长头：捐资助学，帮扶孤残，兴办课
堂，先后带动两千余人投身公益。

在接力式的传递中， 一簇感动
的星火如今已成燎原之势。 公益行
者杨士泉，感动传薪人！

吴金术（湖南省人民医院首席专家）

【颁奖词】
刀如游丝，常将人病当己病。
心似离弦，救得他生胜我生。
八十高龄， 每天依然坚持在手

术台前五六个小时；五十余年，两万
台手术无一例差错。

仁心施仁术，国手吴金术，用毕
生践行救死扶伤誓言的功勋医者!

周有贵（潭州教育创始人）

【颁奖词】
脚下有泥土，心中有真情。
一条网线，连接亿万农户，城乡

知识零边界。
三尺讲台，播撒五谷种子，教民

稼穑有真诀。
以互联网打破知识传播壁垒，

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分布。
青年创业者周有贵， 共同富裕

路上的赋能者！

徐勋建（湖南电力防灾减灾中心预
测预警中心主任）

【颁奖词】
2008年，一场冰灾冻僵湖南，也

雪藏了一名电网人的骄傲。
渡洋求学， 他誓让国家电网在

自然灾害中挺起脊梁。
十年磨一剑，他自主创新预警系

统奏响冰火灾害肆掠电网的挽歌。
科研工作者徐勋建， 万家灯火

的守护人。

孙玉平（长沙好牙依口腔医院院长）

【颁奖词】
技不在高而在德； 术不在巧而

在仁。
医者，看的是病，救的是心，开

的是药，给的是情。
牙医孙玉平，25年行善路，选择

一段人生，温暖一座城市！

陈玉成（岳阳成成油化科技有限公
司董事长）

【颁奖词】
海岳尚可倾，吐诺终不移。
在事业最红火的时候， 为了支

援家乡建设的承诺， 他毅然贱卖资
产回乡设厂。付出的是巨额亏损，收
获的却是乡亲们的信任。在他心里，
诺言原比金钱沉重， 因为那是一方
热土的全部重量！

曾宪国（湖南郴州永兴县黄泥乡东
泽村医生）

【颁奖词】
23年扎根深山，2300余例蛇伤

患者被他从鬼门关拉回来。
免除困难患者医药费、 捐助困

难家庭， 希波克拉底的誓言已经糅
进他的骨血。

一名村医， 一间诊所， 一颗素
心，一世芳名。

感动湖南
2018年度致敬人物

感动湖南
2018年度提名人物

感动湖南
2018年度十佳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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