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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瞬间1061：经历过抗洪抢险
的人，1998年那场洪水他们一辈子都不会
忘记！那次洪水，军民的伤亡很多，损失
重大！可每次就是在最危险最需要帮助
的时候，他们始终战斗在一线，敢于挺身
而出，不愧是人民的子弟兵！

@张熙宇：李向群用他青春的年纪为
我们谱写了壮丽的篇章，他用无悔的生命
向我们展示人生的意义！榜样的力量是无
穷的，李向群将是我们一辈子学习的榜样！

@唐哥论道：青春年华，我们去当兵
……人民子弟兵，兵在人在，兵在人安，人
在，兵却走了。

@闻文稳龙行天下：李向群，小学时
老师说过他的事迹。好久之前的事了，那
时的我们，似懂非懂。只知道老师是要让
我们做个像李向群一样的“好人”。

@李一白：李向群的出现很好地回答
了物质生活大大丰富之后，特区的年轻人
应该怎样做的问题，指明了青年一代的人
生追求方向。

@higgerv：在 我 的 初 中 时 代 ，向 群
哥哥是我的榜样。海南有些地方现在
还很穷，把向群哥哥身上所体现的伟
大抗洪精神发扬光大，对建设海南十
分必要。

身残志坚“向群弟”赵红亮
投身公益事业16年：

榜样力量伴我
搏击人生路
■ 本报记者 刘贡

以“向群弟”之名落款资助贫困孩子，媒
体寻找多年后偶然发现他就是当时就读海南
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的硕士研究生、一
名腿有残疾、行动不便的河南小伙赵红亮。
如今赵红亮已在海南大学担任教师两年。

说起李向群对自己的影响，赵红亮开
始娓娓讲述自己的经历。

1994年的一天，读高中一年级的赵红
亮在打篮球时被意外倒下的篮球架砸到腰
部，被诊断为“可能终生瘫痪”，能不能站起
来“要看老天爷的意思”。赵红亮回忆，一
个健全人落下终生残疾，他当时就觉着自
己“完了，什么都没了。”

父母的关怀、鼓励，让赵红亮一点点
康复，也一步步艰难地往前走自己的人
生。直到1998年李向群抗洪抢险牺牲，
整个夏天电视里都在轮番播放他的英雄
事迹，赵红亮被深深打动了：“李向群与我
是同龄人，他能做到的，我为什么不能
做？”

从1998年起，赵红亮先后以“向群弟”
的名义向希望工程捐款，16年不间断地向
江西高安县兴仁希望小学、海口市秀英区
向群小学捐款、捐书。

通过8年艰苦自学，2002年，赵红亮终于
考上了华南热带农业大学。

此后赵红亮做义工，帮助孤寡老人，孤
儿院的孩子；本科毕业放弃公务员工作去
白沙黎族自治县南开乡山区当志愿者；即
便在海南大学任教，还主动兼任“爱心协
会”、“爱心艺术团”老师；每个寒暑假，赵红
亮都要去曾经服务过的偏远山区，提供力
所能及的帮助。

赵红亮十余年如一日地用心公益，
不懂的知识就不辞辛劳地回学校搬专
家、教授，把自己无私奉献给了需要他
的地方。

“我们要像李向群一样，学习他大爱无
私的品质，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赵红
亮说。

（本报海口8月5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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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英雄礼礼

■ 本报记者 刘贡
特约记者 吴彭保 通讯员 陈创淼

肩扛沙袋，脚踩浪花，出林乳虎般向
汛情紧急的大堤奔去……海口市东山镇
向群广场上，3.18米高的李向群塑像面
对着滔滔南渡江生动伫立，相似的场景，
永恒的姿态，把人们的思绪拉回1998年
8月湖北荆江大堤上那个炎热的午后，
年仅21岁的琼籍战士李向群用生命践
行了共和国军人危急关头敢于担当的凛
然大义……

血洒荆江大堤：
琼籍战士为国捐躯

向群广场西侧是李向群事迹陈列室，
室内共展出118幅图片和部分实物，记录
了向群的成长历程和英雄事迹。在李向
群荆江抗洪前线穿过的救生衣和饮用的
矿泉水前，讲解员为我们还原了李向群牺
牲前的一系列壮举：

1998年，一场全国性的历史罕见洪
灾牵动着中国人民的心，成千上万解放
军和武警官兵奔赴抗洪前线，用汗水和
生命捍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广州军
区某部“塔山守备英雄团”九连一班战
士李向群，6月刚与桂林漓江洪水作完
斗争，8月又赶到湖北荆州公安县守卫
长江大堤。在抗洪前线，李向群多次冒
着生命危险跳进浑黄的江水中排查险
情。因表现突出，李向群和其他9名战
友在炎热的大堤上宣誓入党，成为光荣
的共产党员。

长时间的抗高温、战管涌，李向群生
病了。8月17日，高烧一度达39摄氏度
的李向群向卫生员要了一点感冒药，又悄
悄溜回连队。为了不影响战斗，他让卫生
员不要透露自己的病情。第二天头痛欲
裂，但他仍坚持上前线背沙袋堵管涌。为
了减轻痛苦，他找来绳子围着脑袋箍了两
三圈。由于体力不支，他当天就被排长强
行拉进了团卫生所。21日中午，南平镇
某村出现险情，正在卫生室休养的李向群
悄悄穿好作训服，躲过值班的卫生员，搭
车来到前线，11时，背着两包沙袋的李向
群鼻孔流血，跌倒在大堤上。22日，经广
州军区武汉总医院抢救无效，李向群壮烈
牺牲，为抗洪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向群是东山人民的骄傲。向群广
场每年都要接待来自全国各地和省内各
市县的参观者，我们计划把广场修缮成
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东山镇委书记
林志文说。

“小老板”的嬗变：
好兵不是一天炼成的

向群广场东行数百米，就到了东山镇
广行街84号李向群的家。向群牺牲后，
父亲李德清加盖了几间宽阔的房间作为

向群荣誉室。室内最显著的地方挂着
1999年初中央军委授予李向群“新时期
英雄战士”荣誉称号的证书，和时任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
泽民的题词：培养和造就更多李向群式的
英雄战士。

这座背靠南渡江的1990年代初建成
的两层小楼，见证了李向群入伍前较为殷
实的家境和他少年童年的快乐时光。

“向群入伍前就住在二楼！”李德清给
记者指了指向群住的房间，说起儿子小时
候的故事，他仿佛年轻了许多。

小时候的李向群生性活泼好动，很有
正义感，曾两次从南渡江中救起落水的小
伙伴，是学校学雷锋小组的积极分子。

李向群中学一毕业便跟着父亲学驾

驶，跑全国，搞运输。干了一段时间的个
体户，李向群在安静之余感到了生活的
平淡，慢慢萌生了投身绿色军营的念
头。1995年，李向群瞒着家人报名参加
征兵体检。由于身体单薄，他没被录
取。他找到镇武装部长说情，武装部长
鼓励他练好身体第二年再报名。于是李
向群在生意之余抓紧时间锻炼。1996
年12月，19岁的李向群参军到了“塔山
守备英雄团”。

初到军营的李向群被大家称为“小老
板”，可是在训练场上，“小老板”一点也不
菜鸟。在新兵训练阶段他就表现出了能
吃苦、不服输、爱动脑的特点。有一次，营
里进行400米障碍跑训练，李向群的成绩
比八连的最好成绩差1秒多。他立志一

定要赶上来。于是每天利用中午起床前
的一点时间，腿绑沙袋，在操场上来回地
练。同时找来有关书籍分析研究。一个
月后，他的成绩达1分32秒，成为全营的
佼佼者。当兵第一年被评为“优等士兵”，
年底被评为新兵连唯一的“优秀士兵”，并
萌生了入党的念头。

李德清说，部队是个大熔炉，是部队
造就了向群。这位在儿子牺牲后还上抗
洪前线扛沙包的年长者，现在每年都受向
群生前部队邀请，为入伍的新兵讲当兵做
人的道理，讲向群的故事，勉励年轻的战
士们在军营建功立业。他说，自己始终对
部队心怀感激。

把别人事当自己事：
英雄情怀见平常

在向群荣誉室里，一张记录向群在部
队期间每月花销的小纸条，见证了向群对
人慷慨对己严的自律精神。纸条上写着

“每月生活必需品开支：牙膏1.5元，卫生
纸1.5元，洗衣粉2.5元，香皂3.5元，信纸
信封2.0元。”然而就是这位对自己十分抠
门的李向群1997年4月得知三营三机连
排长李吉清父母病故，家属病危住院消息
后，立即把入伍时从家带来的400多元钱
全部捐给了李排长。1998年3月，在湖南
施工时，他发现自己经常接送的一个小孩
因交不起学费而退学，当晚他便向司务长
预借了一个月的津贴，加上身上的钱共80
元，给小孩交了学费。有战友统计，李向群
当兵一年多共领津贴900多元，除必要开
支外，其他400多元全部捐给了别人，加上
从家带来的400元，他共资助别人800多
元。

李德清说，营长牟金栋想起1997年
送退伍老兵回乡的事，对李向群心存感
激。牟营长当时负责送海南籍老兵，想找
一位熟悉情况的海南籍士兵（战士差旅费
自理）陪他一起送兵，以便路上互相照
应。由于送老兵是件苦差事，许多人都不
想去，还是新兵的李向群主动找到了营
长。一路上，李向群为老兵们提行李、送
开水，并把他们一一送到家，为营长省去
了不少麻烦。到了海口，离自己家不远，
本来可以在家多住几天。但李向群只回
家过了一晚，第二天一早便赶到海口与营
长一起归队。牟营长说李向群家境较好
但一点也不骄奢，他不想让领导和战士们
对他另眼相看。

李向群，一座时代的丰碑，社会正
能量的不竭源泉。“今天我们学习向群
精神，就是要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情
况下，杜绝‘不在状态、不作为、不担当’
现象，像向群在险情面前义无反顾扛沙
包一样，扛起促发展惠民生的责任担
当。”东山镇镇长林琪是李向群的同龄
人，他认为在基层工作必须要有责任意
识和担当精神。

（本报海口8月5日讯）

16年前，抗洪英雄李向群的事迹传遍大江南北，16年后，本报记者重访
其故乡海口市东山镇，重温英雄事迹，见证英雄精神的时代传承——

母亲河边的丰碑
核
心
提
示

中国的母亲河——长江，在湖北省枝城市至湖南省岳阳县城陵矶段被称为荆江，抗洪英雄李向群在这里用自己短
暂却闪光的青春树起一座时代丰碑。

海南的母亲河——南渡江，流经海口市东山镇，李向群的塑像面对滔滔江水生动伫立，坚毅的神情永恒的姿态在
我们心中树起了一座永恒的精神丰碑。

16年前，从荆江到南渡江，“新时期英雄战士”魂归故里，青山绿水共传扬；
16年后，从湖北公安到海口东山，本报“点赞海南·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特别报道组追访向群事迹，

见证了英雄精神的时代传承。

省委党校刘光前教授认为李向群的人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他的青春流光溢彩
■ 本报记者 陈实

“李向群的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值
价观倡导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时
代精神是完全一致的。”中共海南省委
党校教授刘光前是研究李向群多年的
学者，他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动情
地说。

一个年轻人，是什么力量推动他一
次次跳进江水中排查险情，一次次扛起

沉重的沙包呢？“热爱人民，无私奉献是
李向群身上最大的闪光点。”刘光前说，
李向群从读小学时组织学雷锋小组开
始，就一直助人为乐，愿意为人民的利益
牺牲自己的一切。因此，他能够5次救人
于水火，能够面对滔滔洪水毫不犹豫地
用生命保护人民的财产。

“人们传诵李向群的故事，弘扬李向
群的精神，因为他有一种向往崇高，力求
上进的追求。”刘光前说，李向群从小就

崇拜英雄，锐意进取。他以董存瑞等英
雄为榜样，在人生道路上不断给自己树
立标杆，在艰苦的磨炼中不断超越自我，
不断达到新的境地。因此，他的青春虽
然短暂却光彩照人。

刘光前表示，李向群的壮丽人生是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榜样
的力量是无穷的，学习李向群，是弘扬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种非常具有感召
力的具体行动。也正是榜样的力量，使

学习李向群的先进人物像雨后春笋不断
涌现。海南大学的赵红亮，虽身有残障，
却坚持节衣缩食，每月拿出数百元，以

“向群弟”的名义寄给很多生活困难的
人，认为“助人的双手比怜悯的心灵更温
暖。”当学习李向群这样的重大先进典型
成为一个个生动具体的行动之时，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才无比强烈地激荡人
心、催人奋进。

（本报海口8月5日讯）

十几年来海南涌现一批
李向群式抗洪英雄

■ 本报记者 刘贡

7月18日，超强台风“威马逊”重
创海南，昌江黎族自治县工会两名普
通干部郭起森、林维勇组织转移受灾
群众，在暴风雨中不幸因公殉职。文
昌好青年符传道成功转移了罗豆农场
南洋村16名村民，却在暴雨狂风中被
洪水冲走，不幸遇难。

庄华吉、邓育军、吴华东、蔡金亲、
林道腾……一次次大灾过去，苦难逐
渐淡忘，这串闪光的名字却值得我们
永远铭记，因为他们用生命践行着使
命，用大爱守护了平安。

2000年10月13日，海南发生百年
罕见大洪灾，为将救灾船只运往灾区，
原琼山市武装部副连职助理员吴华东，
不顾身患重感冒，开始在抗洪一线奋
战。15日上午，当吴华东来到新坡镇灾
区将救灾船只交给地方人员准备返回
时，群众被洪水围困的情景让他义无反
顾地带领两艘船只，走进了救援遇险群
众行列。然而，就在他将20多名群众
送到安全地带，再次返回救援途中，不
幸被高压电线击落水中，去世时年仅26
岁。10月22日，海南军区为吴华东追
记一等功。10月30日，省委、省政府追
授吴华东“海南2000年防风抗洪抢险
英烈”称号。

我省农村许多地方基础设施落
后，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弱，灾害袭来
时，村干部们是组织抗灾的主要力量，
他们也是最累和最危险的。

2010年 10月 4日，暴雨袭击琼
海。59岁的琼海市龙江镇博文村委
会委员、博文党支部委员蔡金亲，冒着
被洪水卷走的危险，挨个通知各村小
组，提醒村民注意水位上涨，做好撤离
准备。一直到10月7日老蔡都在这
个轨道上不断重复，抢救稻谷、家电，
转移被困老弱村民，因劳累过度，经抢
救无效不幸逝世。

2013年 12月中旬，万宁市遭遇
了历史上罕见的冬季强降雨，造成严
重洪涝水灾。万宁市大茂镇联光村5
个自然村、500名村民受灾。村党支
部副书记林道腾从14日晚上8时左
右接了个电话就出门，就一直奋战在
抗洪抢险第一线。连续工作6天后，
林道腾倒在了沟渠旁。

李向群式的抗洪英雄像一个个标
杆，更像是一面面旗帜，在灾情考验面
前，用宝贵生命演绎了共产党员为民
服务的本色形象和坚定信念，这信念
操守熠熠生辉、璀璨不朽，更感人肺
腑、触人灵魂，值得铭记，值得传扬，更
值得追随！

（本报海口8月5日讯）

风雨中，
他们挺立脊梁

风雨无情人有情，大
灾面前显大爱！

每年，海南都要遭受
数次台风暴雨袭击。在家
园风雨飘摇之际，一大批
基层干部群众忠于职守、
勇于担当，没有畏惧、拒绝
退缩，以血肉之躯筑起安
全屏障，以忠诚之魂扛起
责任担当。

岛赞歌琼琼

2014年7月18日，边防官兵们人
力清除断树路障，一路挺进超强台风
“威马逊”登陆点文昌市翁田镇，开展救
援活动。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1998年，李向群（前一）在荆江大堤上抗洪。本报记者 李幸璜 翻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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