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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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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伍军人郑春光以一个战士的

姿态"牺牲在火场上#乡亲们向这位英

雄致敬的方式" 就是伸出手来$$很

多人在工作和生活中践行着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 也让这个社会变得更温

暖%和谐# &这是
,

月
+6

日晚中央电视

台'新闻联播(!践行核心价值观&新闻

特写'救火英雄和他的水果摊(中播出

的一段编后话)

社会赞誉!践行核心价值观"身体力行
!!!!!!

危急时刻挺身而出!英雄壮举催人泪下"

郑春光的英勇事迹通过媒体报道后!无数网友

纷纷留言#$壮哉% 我中原英雄! 尽显军人本

色% &'小伙子好样的%走好% &'烈火中!青春的

光辉在闪耀(英雄不死!只是远行而已&))

一句句发自肺腑的话语! 表达了人们对

英雄的缅怀之情"

连日来!乡亲们主动承担起照顾郑春光

的父母及经营水果摊的责任!向无私献出大

爱的救火英雄送上一份敬意"在乡亲们的帮

助下!郑春光家的水果卖完了"

央视*新闻联播+如此评价#在乡亲们的

帮助下!郑春光家的水果卖完了, 退伍军人

郑春光以一个战士的姿态! 牺牲在火场上"

乡亲们向这位英雄致敬的方式!就是伸出手

来!了却他的身后事" 见义勇为!见贤思齐!

无数普通人!就这样朴素地展现了中国人美

好的精神世界"

乡邻眼中!他头脑灵活"热心敬老
'春光头脑灵活!有发展眼光!本是村里

接班的好苗子!可惜啦% &郑集乡郑集行政村

78

岁的村党支部书记郑建伟谈到郑春光深

感惋惜" '一个月前!春光还找到我们村委几

个人商谈村子发展的事" 他提议我们村子要

借助距离淮阳县城较近的优势! 加快土地流

转!多搞反季节蔬菜种植或观光农业!尽早让

广大乡亲父老的腰包鼓起来! 过上富裕的好

日子" &郑建伟说!他们村委几个人和春光原

打算过了年一起外出考察特色种植项目!不

料他却因救火而离去"

平日里! 退伍回村的郑春光不仅对发展

村里经济有强烈的责任意识! 生活当中还是

热心助人-尊敬长辈的好小伙儿, $他特别聪

明-懂事-孝顺!每逢过节他总提前挨个给奶

奶-叔叔-婶婶问好, &郑春光的叔叔郑庆军感

叹地说!自侄子春光退伍回村后!感觉他待人

处事更加成熟了,家族的人都很喜欢他!对他

抱有很大期望,事发当晚!外出返回的郑庆军

听到噩耗时! 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后悔自己

没有早点到场营救孩子, &说到这!郑庆军的

眼泪簌簌地往下掉,

在郑集乡大街上! 王进才的水果摊和郑

春光家的水果摊一个路南一个路北,俗话说!

同行是冤家, 王进才说!春光从不这样认为!

常说$有商才有市&!致富的路子应该大家一

起奔,每逢他卸货忙不过来时!勤快的春光总

跑过来帮他搬卸果品, $春光的宽阔胸怀不是

一般人能比的, &

村里年逾七旬的五保户郑子才-郑士学

等老人对郑春光的感情特别深厚 , 郑春光

总隔三差五地走进他们每个人的家中 !帮

助将缸里添满水 -换煤气 -聊聊天 !嘘寒问

暖, $多好的孩子呀! 只想让他再陪着说说

话% &郑子才老人对春光的匆匆离去!不愿相

信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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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 通过各大

新闻媒体连篇累牍的报

道! 郑春光的名字传遍

神州大地"

事情还要从马年春

节前的除夕之夜说起"

+

月
54

日晚 ! 农历除夕

夜! 豫东大地处处洋溢

着节日的喜庆气氛" #快

救火啊$ %淮阳县郑集乡

大街上的一声呼救突然

打断了人们过节的兴

致& 只见一店铺突发大

火! 一个小伙儿冲锋在

前!奋力拉开卷闸门!毫

不犹豫地冲进火海'(

面对熊熊大火 !一

个风华正茂的小伙子挺

身而出! 献出了自己宝

贵的生命&

,5

岁的年华!

定格在青春最绚丽的季

节! 他用年轻的生命书

写了
24

后的责任和担

当&

他就是淮阳县郑集

乡退伍战士郑春光&

,

月
+8

日! 天空飘

着零星的雪花! 淮阳县

郑集乡大街两旁的积雪

还未完全融化& 乡政府

斜对面的一排店铺 !裸

露的墙砖和被烧焦的物

品! 诉说着半个多月前

的悲壮场景& 让我们从

这里一路追寻郑春光用

实际行动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足迹&

战友眼中!他训练刻苦"总拿第一
怀揣着对绿色军营的向往 !

,4+4

年
+,

月!郑春光告别了高中生活!走进了沈阳军

区某装甲部队!光荣地成为一名战士,

现在郑州市一公司上班的戚向斌 !是

郑春光当时连队里所在班的班长 , $遇到

险情 !春光肯定会英勇向前冲 , 我为有这

样的战友而骄傲 , &戚向斌回忆称 !郑春光

刚刚进入部队就表现特别突出 !训练特别

刻苦,

在新兵接受军事训练阶段!郑春光和战

友冒着冬季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严寒进行

训练, 早晨起床号一响!战士们就开始了
5

公里的长跑训练, 在冰天雪地里!战士们队

列训练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凛冽的寒风穿透

军服!直往人骨缝里钻!连家住东北的战士

都坚持不了!冻得直哆嗦, 可戚向斌看到来

自中原的新兵郑春光每次都是军姿飒爽!举

手投足-一招一式都做得有板有眼,

新兵训练中!班内多次进行体能和队列

比武!郑春光总排名第一, 由于他军政素质

过硬!先后被提拔为副班长-班长,

郑春光荣升后!干劲更足了,训练中!如

果哪个战友姿势不到位!他会陪着练!$鼓励

你加把劲&!直到你军姿到位为止, $共同进

步!不让一个战友掉队&是郑春光常给战士

们念叨的一句话,

$春光入伍前就光荣地成为了一名党

员, 在连队!平时一有任务抢着上-遇到荣誉

却往外让! 他先后
5

次让出 .优秀士兵/和

.国防光缆施工先进个人/等荣誉, 他这种面

对责任勇担当!面对荣誉多谦让的高贵品格

值得我们每个战士学习, &电话那端!郑春光

服役时所在连队闫指导员说!'春光作出舍

身救火的抉择! 我们并不感到意外, 他是英

雄!我们会一直铭记% &

师生眼中!他乐于助人"勤学上进
'好久没有和郑春光联系了!真没想到突

然听到他的消息!竟然是救火遇难, &郑春光

七年级的同学刘申华说! 春光当时是大家推

选的生活委员!特别乐于助人,记得入冬的一

天深夜!患感冒的刘申华高烧得难受!睡在下

铺的郑春光发觉后! 起身用手摸了摸他的额

头说#'你烧得这么厉害!要赶快治疗, &

郑春光迅速报告了班主任郑博老师!并

找来架子车! 和郑老师一起将刘申华送到一

公里外的乡卫生院,输液过程中!郑春光跑前

跑后给班主任当助手!俨然一个小大人,

'我对这件事记忆也特别深刻, &郑老师

说!熬了一夜!直到第二天凌晨
7

时!刘申华

的家长赶到病房!春光才返回学校!没有休息!

径直朝教室走去, '实话讲!那时!春光还是个

不大的孩子! 可他对同学的那份关爱让我好

感动, &郑老师擦拭了一下湿润的眼睛说!平

日! 春光除热心帮助同学外! 读书还特别勤

奋!总早早进班学习!成绩稳居班内前列,

'春光外向活泼!成绩不错!为实现自己

的梦想毅然入伍,&目前河南农大读体育教育

专业的张文豪说!在淮阳一高上高二时!郑春

光是班里的体育委员, 郑春光给同学印象最

深的是乐于助人,一次!他在体育训练中不慎

左手无名指骨裂! 半个多月时间里! 他的衣

服-袜子甚至内裤都是郑春光洗净-晒干后给

他送过来的,同学孙江南脚部受伤!郑春光为

了不让他落下课!一个多月时间里!一日三晌

照顾江南!背他上课-下课!为他打饭-刷碗!

'不是亲兄弟胜似亲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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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春光生前在

部队冬季拉练途中

"

'淮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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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小伙儿火海救人献生命(后续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