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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腿上有伤，还没痊愈；他刚刚大学毕业，还很年轻；他谈了女朋友，刚体会到爱情的甜蜜；再过5天他将正式上
班，要赚钱回报养育自己的父母……

在一个落水的生命面前，方盛虎有千百个理由不跳进水中搭救。然而，这个24岁的海南小伙儿抛开一切顾虑，
奋不顾身带伤一跃，把对生命的无限热爱定格成了永恒。

■ 本报记者 陈成智 于伟慧 特约记者 孙体雄

白发人送黑发人，乐东黎族自治
县莺歌海镇莺二社区村民方世兴明
显苍老了一些，但手机里至今还存着
一些让他既痛心疾首又引以为豪的
照片，那是儿子方盛虎留给他最后的
念想。

画面定格于去年7月一个令人伤
心的夜晚，在武汉带伤跳入水中救人不
幸牺牲的儿子方盛虎的遗体回到家乡，
无数村民自发排队，手里捧着点亮的蜡
烛，迎接阿虎回家。

2013年7月5日，24岁的阿虎在
武汉东湖带伤一跃救人壮举，感动武
汉三镇。

2014 年 1月，方盛虎当选“感动
海南 2013 十大人物”。这个奉献了
自己青春和生命的年轻人，是他的家
庭、莺歌海镇、乐东，乃至整个海南的
荣光。

带伤也无法阻止跳水救人

8月 12日，记者来到方盛虎家采
访，这天刚好是中元节后的第三天，家
里刚刚给阿虎烧了不少纸钱。姐姐方
盛夏说，希望他在下面好好的，保佑全
家人平平安安。

家门口依旧堆着那张沉重的渔网，
可是，以前经常帮着家里干活的强壮的
方盛虎，却永远无法归来。

去年 7月 5日早晨，武汉体育学
院东湖边上演了感人至深的一幕：该
校应届毕业生、海南乐东籍小伙方盛
虎不顾右腿骨折伤势尚未痊愈，舍身
跳入湖中搭救一位失足落水女孩，女
孩被他推到岸边获救，而他却不幸溺
水身亡。

阿虎跳进东湖后，正在附近钓鱼
的 57岁武汉市民罗贵培也赶来了。

“女生挣扎着伸出手求救，头还在水
面上，男生奋力将女生往岸边推。”罗
贵培赶忙跳入湖中，抓住女生的胳膊
往岸边拉，一名遛狗的中年女子也赶
了过来，把绳子递给落水女生，3人连
推带拽把女孩救到了岸上。此时，罗
贵培感觉自己的脚一沉，应该是被男
生拉了一下，再回头水面上已经不见
了男生。

刚满24岁，马上就将走上工作岗
位的方盛虎，以这样悲壮的方式，给自
己刚刚开始的人生画上了一个沉甸甸
的句号！

2013年7月9日晚，当阿虎的遗体
运抵家乡时，许多村民自发环立在莺二
社区的村道两旁，迎接心中的英雄。他
们手持着白烛，白色宣纸上写满了哀
思：“阿虎，乡亲们迎接你回家”、“阿虎，
一路走好”、“阿虎，我们永远缅怀
你”……

“我们以他为荣，明知道腿上伤还
没全好，还能毫不犹豫跳下水去救人，
很多人做不到！”莺二社区居委会副主
任王护国说。

采访中，父亲方世兴几乎一言不
发。只是时不时地翻出手机上存的迎

接阿虎遗体回家的照片，呆呆地看，眼
中满是思念。

给世间留下无尽精神财富

迎接阿虎回家的那一晚上的烛
光，已经成为莺二社区许多村民永远
的记忆。

他也成了家人、老师、同学、朋友心
中最深的痛。

方盛夏告诉记者，事发后父母赶
往武汉，当时两个姐姐在深圳，家中没
人能够准备阿虎后事。阿虎的多位同
学第一时间组织起来，帮了很大忙。

同学陈志伟说：“我跟他都在乐东
中学读高中，学校里有一支足球队叫

“蓝踪影翼”，我们都是队员，踢球时谁
的脚抽筋了，他总是主动帮忙按摩，作
为队长，不管队里谁有困难，他都当成
自己的事情一样操心。”

同学陈斌还记得，在球队中阿虎一
直是3号，一起踢球时，谁有难题或是
技术不太到位的地方，他都会主动帮
助、指点。后来队友给阿虎送行时，都
穿了3号球服。“阿虎是个速度、体能、
技术都很全面的选手，真希望有机会再
和他踢一场球。”

大姐方娜对记者说：“他从小就是
个好孩子，爸妈出海打渔，200多斤的
鱼，抬着走在沙滩上，他总是抢着抬，
他虽然不善言辞，但很善良，尽量给家
里减轻负担。连腿受伤都不让家里知
道，偷偷地忍着痛，就怕家里人担心。

妹妹方完还在上学时，他总是问她够
不够钱花，其实他都是自己省着，尽量
给妹妹。”

阿虎的初中老师罗九生说：“班里
劳动时，他总是任劳任怨的，操场上扎
人的草他总是抢着去拔，干完活大家都
走了，他每次都留下来把劳动工具收拾
好，才回家。”

莺二社区村民王国振说：“听到阿
虎救人牺牲的消息，我两天都不能睡，
总是流泪。落水的人，莺歌海人一定会
救。莺歌海常年靠海吃海，大家对海的
感情都很深，阿虎是个好孩子，继承了
这个传统。平时，阿虎是个好孩子，老
实、勤奋，我们家盖房子，他都经常来帮
我搬砖、挑水泥，路上见到长辈，也会很
有礼貌地打招呼。”

方盛虎生前的辅导员昌志刚老师
说，阿虎在班上，是许多同学学习的榜
样，生活节俭朴素，衣服永远那么几件，
吃饭总是干干净净一粒不剩……自己
家境贫寒，靠着勤工俭学承担着自己的
生活费，可是当暑假留在学校的阿虎遇
到同学借钱交费时，毫不迟疑地把自己
的钱掏了出来。

知恩图报的故事在续写

这些年，在许多关于见义勇为的报
道中，一个现象屡见不鲜：英雄舍命救
下的遇险者，往往选择了逃避。

有时，甚至就在见义勇为认定时需
要他们出来为英雄作证，也鲜有人愿意

站出来。一旦这种情况发生，往往让英
雄或其家人难以接受。

但在方盛虎救人事件中，被救的女
孩小严，和方盛虎的家人一起，谱写了
知恩图报的感人故事。

方盛虎走后第三天，本来想着主动
“找骂”的严家父女，意外地没有听到方
家人的一句责骂，反而听到的都是鼓
励。小严自此喊方盛虎父母叫“爸
妈”。她决定，只要有机会、有能力，一
定要找机会到海南，到阿虎生长过的地
方，替阿虎为父母尽孝。

今年1月，小严和攀岩队的其他
11位队员一起，千里迢迢来到乐东，到
卧龙岭公墓祭拜了阿虎。在阿虎墓前，
小严痛哭失声。

这个满怀报恩之心的女孩，在方盛
虎家住了几天，不管会还是不会，学着
帮着干了许多活儿，她和阿虎的姐姐、
弟妹们，相处得如一母同胞。

今年清明节前，小严随央视一个节
目组再次来到乐东，又一次祭拜了阿虎
的墓。

方完告诉记者，阿虎走后这一
年，小严时常给家里打电话嘘寒问暖，
在武汉，也经常找机会带她出去玩。
这个同样家境贫寒的女孩，显然在尽
自己的最大努力，希望能补偿方盛虎
一家。

一个人走了那么长时间，却依然以
另一种形式活在大家的心间，这，就是
榜样的力量。

（本报抱由9月25日电）

■ 本报记者 林容宇

2012年8月11日晚上9点多，临高
牙医吕海鹰跟久别的同学到三亚大东
海附近散步、游泳，就在大家尽心玩闹
时，同行朋友的两个孩子被海浪冲走，
同学王学游到了遇险的小女孩身边，一
把抓住孩子身上的游泳圈，边拉救生圈
边往岸边游。

海浪越来越急，他们被卷得在海水
中打滚。王学把小女孩抱在怀里，并紧
紧抓住孩子身上的救生圈。几个浪头
下来，他感到自己的气力越来越小。紧
急关头吕海鹰纵身一跃，跳进大海，他
一边游，一边用力推着王学和小女孩向
前，3人逐渐靠近海岸。可就在此时，一
个急浪从3人身后打了过来。吕海鹰的
手脱离女孩身上的救生圈，被淹没在海
浪之中。

经过打捞人员、同行朋友数小时的
巡逻搜救，直到12日凌晨4点，吕海鹰
的遗体才被冲上沙滩。当时，吕海鹰的
脸上有血，腿脚都是软绵绵的，只有双
手仍是保持着向外托举的动作，早已僵
硬。吕海鹰用自己的生命托起了两个
遇险的孩子。

2011年 4月27日晚，刚刚结束一
天工作的海口市龙华区煤气站职工黄
明正在一家快餐店吃晚饭，此时听到隔
壁的干洗店有人喊救火，黄明立刻放下
碗筷，一个箭步冲进火里。进入火场
后，黄明带着职业的敏感性，很快发现
店内存放着两个煤气罐。煤气罐周围
的物品已经着火，在这千钧一发时刻，
黄明以最快的速度，从熊熊烈火中抢出
了两个煤气罐。黄明将煤气罐搬放到
安全位置后，火势已变得愈发凶猛，许
多人喊着不能再进人了，但他置生死于
不顾，像一头发疯的猛牛拼命往火里
冲，又快速抱出一大堆易燃衣物。

当黄明奋不顾身第三次冲进干洗
店时，大火已经窜出门外，黄明再也没
能出来，无情的烈火夺走了他年轻的
生命。

2012年 8月10日下午，就读于白
沙黎族自治县白沙中学的高二男生符
壹，在白沙牙叉镇南叉河边钓鱼时，发
现河中水流落差较大的地方有一个小
孩正在喊救命，他奋不顾身跳入河中将
落水者推上岸时，自己却因体力透支，
被湍急的河水卷走，当符壹被众人救上
岸时，已停止了呼吸。

17岁的符壹生前曾多次下水救人，
2012年6月前后，符壹曾两次跳入南叉
河救起落水青年。

（本报三亚9月25日电）

在琼岛大地上，有
这样一群人，他们在紧
急时刻挺身而出，在生
命与危难相遇之际，用
生命挽救生命。

紧急关头，
他们挺身而出

舍身救人英雄吕海鹰。（资料照片）

1年多前，腿伤未愈的乐东小伙方盛虎在异乡跳进水中救人牺牲，他用生
命书写了海南青年的担当——

带伤一跃 壮举永恒

方盛虎带着伤腿跳入湖中，营救
落水女生，最终女生被救起，而他的青
春永远定格。危难时刻，他的生命之
光绽放，传递了无限正能量。三亚市
社会主义学院专职副院长魏惠琴认

为，阿虎最后的生命之光，释放的正能
量，也是这个社会最需要的力量。

“阿虎传递出一种向善的力量、一
种紧急施救的正义精神，而这股向善
的正能量将会引领更多人，在面对他
人需要帮助时果断抉择，毫不犹豫地
提供帮助。”魏惠琴说，阿虎是青年榜
样，值得社会学习。

魏惠琴认为，目前社会正处于转型

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学生难免会受
到一些非主流思潮影响，生活中涌现的正
能量有助于培养大学生们积极、健康、向
上的思想，大学生只有树立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形成正确的认识才能更好地为祖
国和社会贡献力量。魏惠琴感慨，今天，
阿虎虽然已经离我们而去，但他的灵魂、
他的精神仍驻留在我们的身边。

平凡之中成就伟大，质朴之中体

现品格。阿虎们的壮举我们或许无法
“拷贝”，但是英雄的精神却像种子一
样到处生根发芽。“英雄精神的可贵之
处应该是这样的，他们不仅在‘沧海横
流’的时候敢于舍身而上，担当起中流
砥柱，更在‘风平浪静’的时候，一丝不
苟地为民守堤。”魏惠琴说。

本报记者 林容宇
（本报抱由9月25日电）

三亚市社会主义学院专职副院长魏惠琴：

向善力量闪耀生命之光

■ 本报记者 林容宇

“以他的为人，就算不会游泳，也是会跳
下去救人的。”方盛虎已经走了一年多，但曾
经当过他攀岩教练的褚虎对这位身体素质
突出、脸上总是笑笑的大男孩印象深刻。阿
虎把真情与感动留给了大家。

“他的身体素质突出，速度特好。”褚虎
一直都这么评价他，他的水平在队里算得上
是最好的队员之一。在褚虎的手里，还留有
阿虎参加比赛获得的奖状：全国大学生攀岩
锦标赛体育院校组个人第7名、团体第4名、
赛事优秀运动员。“他很勤奋，训练特别认
真，对这项运动爱得发狂，就连毕业找工作
也是找和攀岩相关的。”褚虎说。

在褚虎的印象里，阿虎一直很注意安
全。攀岩是具有一定危险性的运动，需要有
人在下面做保护。阿虎总爱最后一个上岩
壁，主动做这项最累的活。

熟悉阿虎的人说，如果只用一个字形容
他，那就是“好”。当听到他救人出了意外
时，褚虎脑子懵了很久才反应过来，“救人很
符合他的性格，因为他总在别人需要帮助的
关头主动给人帮助，想不到的是这竟然是他
做的最后一件好事。”

阿虎是在救人之前的一场足球赛中受
伤的。阿虎在拼抢中想用一记高难度的倒
钩动作，不小心腿部骨折，有同学曾说，他做
什么事情总是这么拼命。在学校里阿虎乐
于助人的事情太多了，每个同学都能说出一
大堆受到阿虎帮助的事情。

最可贵的是，他家境贫寒，却从不对人
说，也从不抱怨，阿虎生活十分简朴，经常勤
工俭学，但学习成绩丝毫没有受到影响。

（本报抱由9月25日电）

熟悉方盛虎的人这样说：

他把真情与感动
留给了大家

@琼海溜：我们好多微友之前并不认识
英雄方盛虎，也不能亲自去为你送行，我们在
这里发帖为你纪念，只是因为你是莺歌海的
英雄。

@马伟元：英雄，一路走好。莺歌海会
记住你，海南也会记住你。

@阿侬子黎：十里莺歌，送英雄！一路
走好！

@OK啦阿鑫：天堂的路，我们陪你走。

@Y同L是冤家：这么帅气的小伙！还
有一颗美丽的心！天堂一定很美，一路走好！

@陈鸿娇：很多时候我们都在抱怨命运
给我们带来的不公，可回头想想至少还活
着！老乡一路走好。

@潘先生的不良记录：海南乐东人！这
就是充满血性的海南乐东人。哥们走好！

@晓莉晓莉：24岁，多么年轻的生命，为
了救人而牺牲自己，太伟大了！

@丽卷毛：有的人死的重于泰山，方盛
虎就是这样的人。

@雨中禾：被方盛虎救起的小严是好样
的，你不像许多被救者一般一走了之，而是知
恩图报。

@nkz330：为方盛虎的父母感到心痛，
你们养了一个好儿子，我们社会上的每个人
都感谢你。

@qianniuniu：谁都有可能身处险境，正
是有了方盛虎这种勇士，生活才充满了温暖
和安全！

（本报记者 陈蔚林 整理）

2013年7月5日，刚刚大学毕业的方盛虎（右一），虽腿伤未愈仍奋不顾身跳入湖中救人，献出24岁的年轻生命。（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