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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榜样精神，凝聚奋进力量。日

前，北京市委宣传部、首都文明办公

布“北京榜样”2022年度候选人名单，

朝阳区敖翔、夏锐、夏华、董汉卿（事迹

见11月25日朝阳报3版）、王龙、钟文

杰等人成功入围。本报刊发朝阳区候

选人事迹，进一步传播崇德向善、见贤

思齐的文明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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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成立全国街舞联盟，凝聚 300多万
街舞从业者；他带着街舞青年进社区、下乡
村，开展教学活动；他让街舞走进人民大会
堂，登上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他努力为
街舞注入民族文化，用这种世界潮流语言
讲述中国故事。他，就是中国舞蹈家协会
街舞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秘书长，朝阳区街
舞协会主席夏锐。

尽管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电视节目编
导专业，但夏锐对街舞有着特别的热爱，为
了让街舞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他付

出了大量心血。
在夏锐看来，街舞要有组织，要有发展

机制，这样才能壮大，才能走上行业化、产
业化的道路。2015年，他发起成立全国街
舞联盟。从那一年起，他开始游走全国，推
动各地成立省一级的街舞联盟。“我就是想
让街舞这个小众街头艺术被更多人喜欢、
认可。”夏锐说。

那时候，他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外
面跑，每年能跑百八十个城市，被戏称为

“天天在飞机上的人”。每到一个城市，他
都要联系街舞青年，准备各种材料，带着街
舞青年和地方政府部门沟通联盟的事宜，
不厌其烦地推动地方联盟的成立。那时
候，他忙到无暇筹备自己的婚礼。

就是这样，在夏锐的一次次努力下，如
今，联盟已覆盖全国32个省和澳门特别行
政区，596个城市，凝聚了约 300万街舞从
业人员。2018年，夏锐带着一群街舞青年
登上了国家大剧院的汇报演出舞台，要知
道这可是舞蹈界的“春晚”。

不仅如此，夏锐还带领联盟的舞友们
下基层演出、入校园展示、进山区支教、参
与专业赛事、走出国门交流等，累计逾万场
次。夏锐还与团中央联合发起“新时代 艺
起来”街舞公益课堂，建立街舞公益教室
1953个，覆盖青少年61万余人。他组织的

“街舞青年守护香港主题快闪”，吸引了
150余个城市2.8万人参与。

除了普及街舞，夏锐还大力推进街舞
创作的本土化创新。他编创了《我的街舞》
《舞功》《斑铜之舞》等多部脍炙人口的街舞
作品。由他编创的首部中国原创民族交响
乐街舞作品《黄河》，夺得中国舞蹈“荷花
奖”。作为篇章核心导演，他还参与建党
100周年文艺晚会《伟大征程》第三篇章和
改革开放 40周年文艺晚会《我们的四十
年》编创。

今年 8月，夏锐还参与筹备成立了朝
阳区街舞协会，并开展“同心向党旋舞朝
阳”街舞编创人才研修培训班，带领更多

“朝阳群众”走进街舞。
“我希望培养更多的街舞人才，用街舞

这一艺术形式讲好中国故事。”夏锐说。
（马宇晗）

敖翔的网络执法视频，语言诙谐幽默，
处事机智灵活，再加上俊朗的外表，让他被
称为“网红交警”。

而这一切还要从 2016年的一起执法
视频说起。那是敖翔参与北京电视台《红
绿灯》的一期节目，“我就是吃饭。”“没喝
酒，真的”……视频中，涉事司机谎话连篇
企图逃避法律责任。“吃到现在才回来，多
大一个菜单子啊！”敖翔层层抽丝剥茧，以
机智灵活的执法方式让原本狡辩的涉事
司机甘愿受罚，受到网友的称赞。之后，

这期视频也在网上广为流传，很多网友说
敖翔的执法“靠谱”“有里有面儿”“听着舒
服”。

一档节目让敖翔走入了群众的视线
中。但偶然的背后，是他过硬的业务能
力。在常年与违法司机，特别是酒驾司
机的较量中，他通过细致琢磨违法者的
微表情和心理状态，积累了大量执法经
验。

这期视频也给了敖翔启发：为何不借
助自己在网络上的知名度和网友的认可，
在网上开展道路交通警示教育呢？“多年
的执法经验让我认识到，道路交通秩序的
维护，不能仅依靠处罚，更应当做好警示
教育。”敖翔说道。

于是，敖翔将该想法报请上级，获得
支持后，他开始了道路执法视频直播，尽
可能为群众展示最真实的一线执法现场，
用最直接的画面警示道路交通参与者文
明上路，遵守交通法规。“说一千道一万，
就是让大家知道什么是守法，什么是违
法。守法，就是希望大家都平安出门、安
全回家。”敖翔感慨道。

2016年以来，敖翔共开展夜查现场直
播 30余次，几乎每场都有 10万余人观看、
评论。这一过程，也促进了道路交通法律
法规的普及，让文明驾车、礼让行人的理念
更加深入人心。

在做好网络执法直播的同时，敖翔的
年度执法量也始终保持在大队前列。他圆
满完成2008年北京奥运会、新中国成立70
周年、建党100周年、2022年北京冬奥会等
多次重大活动的安保任务。并积极走进校
园、社区、企业进行普法宣讲，提高公众道
路交通安全意识。

在敖翔心中，路上的难事得管，社区的
难事也要“搭把手儿”。不久前，敖翔在走
访群众时了解到，北苑家园社区停车难问
题造成居民出行不便。他利用休息时间自
带尺子走进社区量路、量车、量空间，几次
到物业和居委会了解情况，重新优化设计
微循环路线。通过划线、码桶、设标志，协
助物业新增停车泊位百余个，缓解了社区
的停车难题。 （陈芳芳）

“救救我的孩子！救救我的孩
子！”今年6月3日端午节当天，下午
6点 30左右，带孩子在北京石景山
区冬奥公园永定河边游玩的王龙，
突然听到有人呼救。

来不及多想，王龙立即抱起孩
子向呼叫方向奔去。

冲到岸边的王龙看到，有两个

孩子被急流的河水冲走。一个孩
子离岸边大概10米左右，另一个已
经被冲到 60多米的下游。“那里的
水更深、水流更急，情况十分危急，
岸边还有一位年轻的妈妈正在焦
急地呼喊。”王龙回忆。

来不及多想，王龙把自己的
孩子交给身边的游客，一头扎进

水中。
6月初的河水还是有些凉。救

出离岸边比较近的孩子后，王龙明
显有些体力不支。但他并没有犹
豫，又转头游向远处的孩子。

“那个孩子已是成年人的体格
了。”看到王龙游过来，孩子出于本
能，死死抱住王龙。此时的王龙已
有些力竭，被孩子猛地抱住后，不
由得呛了几口水。王龙使出全身
力气把孩子推到了岸边。其他游
客也赶来帮忙，把孩子拉上岸。两
个孩子都得救了。

瘫坐在河边的孩子母亲不停
地感谢王龙，坚持要他留下手机号
码。“没事，您照顾好孩子就行。”说
完，王龙便带着自己的孩子离开。

然而还没走出 100米，王龙就
撑不住了，直接瘫倒在地。旁边的
游客赶紧拨打 120，把他送到附近
的医院检查。昏迷 3个小时后，王
龙终于恢复意识。

事后，被别人问起当时怕不怕
的时候，王龙只说了一句，“那个时
候哪有时间想啊，就一个念头，赶
紧把人救上来！”

事实上，这并不是王龙第一次
救人。

2021年 8月 16日傍晚，在石景

山远洋山水的一个顶层活动区，王
龙的同事发现一个男子想要跳楼，
彼时担任商圈经理的王龙听说后，
第一时间与同事冲过去，及时拦下
了这名男子。

事后回想起来，王龙很后怕：
“当时那个男子的身体已经往外倾
斜，我拼命抱住了他的一条腿，差
一点儿也被带下去……”即便如
此，在遇到紧急情况时，他依然会
毫不犹豫地冲上去，这也就有了勇
救落水少年的惊险一幕。

挽救两个鲜活生命让王龙成
为身边人眼中的“英雄”。其实，热
心肠、行好事、做公益，早已成为王
龙的日常习惯。

2020 年年初，新冠疫情发生
后，王龙在小区担任志愿者长达
半年，为社区居民送菜、送药；今
年 5月，他又和同事们持续奋战十
多天，助力社区抗疫，协助社区做
好测温、扫码、维持现场秩序等工
作……

入职北京链家 7 年有余的王
龙，如果不是同事们在朋友圈转发
他的英勇事迹，很多人可能还不知
道他。但他身上的善良、勇敢和坚
毅，让平常的日子有了不平凡的意
义。 （张慧娇）

两次奋不顾身潜入水中救人，
待溺水者被救护车拉走后却默默转
身离去……今年 5月，通惠河畔上
演了这样惊险又感人的一幕。救人
的小伙儿名叫钟文杰，是一个阳光
帅气的90后青年。

今年 32岁的钟文杰是三间房
地区艺水芳园社区居民。今年 5
月 13日傍晚，做完核酸采样后，钟
文杰推着自己的摩托车，准备沿着
通惠河畔溜达回家，在欣赏河岸风
景时，突然发现河里有个人在扑

腾。从小深谙水性的他很快断定：
这是溺水了，必须马上把人救上
岸。

但当时落水者的位置在靠近
河对岸的地方，离他还有一段距
离。危急时刻，钟文杰立即踩下油
门，骑上摩托车疾速向对岸驶去。
到达事故地点后，眼看着落水者已
沉了下去，钟文杰来不及多想，立即
下河救人。

由于当时溺水者已完全没入水
中，钟文杰只能潜到水里救人。然
而，看似风平浪静的水面，底下却是
波涛汹涌。第一次下水后，钟文杰
还没有够到落水者，就被水冲了出
去，他赶紧游出水面。回头再看时，
落水者已经在水里一动不动，只有
身上的衣服随着水流摆动。情况危
急，钟文杰再次迅速潜入水中救
人。在水里几次摸索之后，钟文杰
终于拽住了对方的衣服，便拖着他
往岸边游去。

“我在水里借着水力还能拉动
落水者，但到了岸边反倒很难将他
拽上岸了。”好在此时岸边已围拢了
不少人，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落水
者终于被救上岸。

上岸后，钟文杰发现，落水者
已没了意识，耳朵、眼睛、手掌都
已变成青色，但还有微弱的呼
吸。见此，钟文杰利用已有的急
救知识，立刻为落水者清理干净
鼻子和嘴里的脏东西，帮助他畅
通呼吸。

和钟文杰一样热心的，还有围
观的朝阳群众。在钟文杰救人时，
有人拨打了 110、120，有人跑到河
边的核酸采样点找医护人员帮忙。
最终，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落水者
转危为安。随后，众人合力将其抬
上了及时赶到的 120救护车。钟文
杰这才松了一口气，默默离开了现
场。

“为这个无名英雄点赞！”“阳光
帅气好小伙，真棒”……由于救完人
后钟文杰没有留下姓名，那两天，

“救人小伙儿究竟是谁”成了社区群
里的热议话题，大家都被这满满的
正能量感染着……

后来，这位小伙儿还是被火眼
金睛的“朝阳群众”找到了。谈及救
人的情形，钟文杰回忆道，“当时情
况太紧急了，啥也没想，就想赶紧把
人从水里救上来。” （马宇晗）

夏锐：用街舞讲好中国故事

王龙：好小伙勇救落水少年

“十多年前，我带领团队参加
国际时装周时意识到，我们一定要呈
现属于我们自己的东方美学和传统
文化，于是我决定去挖掘传统手工

艺。”夏华介绍，带着这份初心，她带
领团队聚焦中国传统手工艺的传承
和保护，多次走进贵州、云南、内蒙
古、甘肃、青海等地，寻找散落各地的

中国传统手工艺，创立了依文·中国
手工坊，打造中国传统手工艺文化赋
能平台，并为绣娘们搭建“深山集
市”平台，将“非遗”手工艺技艺进行
产业化、批量化生产，帮助贫困地区
民族手工艺者走上致富之路。

十多年来，夏华和团队的足迹
遍布中国10余个省份、30多个少数
民族地区、140多个贫困村落，建立
了1200座家庭工坊，建立了“中国民
族美学纹样数据库”和“中国手工艺
者数据库”。目前，数据库中已经收
录 8000多种纹样，18000多名手工
艺人，与全球400多家品牌、1600多
位设计师达成合作，运用数据化、时
尚化、IP化、国际化的文化产业新经
济模式来拉动民族文化产业发展。

近年来，她带领少数民族贫困
地区 4000多家小微企业创业者走
向国际市场，逐步摸索出一条让贫
困地区的手工艺人通过数据化接
到订单，通过产品化走向市场，通
过市场化脱离贫困的产业扶贫之
路。夏华带领团队通过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销售模式，培养绣娘直播

带货能力，让绣娘们为深山代言，
带动更多深山绣娘的产品走出大
山。同时，夏华奔走于各大企业和
政府机构，打开了TOB团购业务的
市场，让绣娘们有活干、有钱赚。

疫情期间，夏华还带领集团积极
响应国家号召，紧急转产防疫物资，
全力投入疫情防控阻击战，仅用 19
天就完成了6条生产线和十万级净
化车间的改造建设，为一线医护人员
提供“战袍”，为全国多地保供上千万
套防疫物资。如今，夏华和她的团队
依然在为防疫提供保障服务。

夏华的公益之路，远不止于
此。她在寒潮里为残疾人士捐赠冬
装，在防汛中为河南人民送去物资，
用定制服务助力乡村教师计划……

“民营企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
导，紧跟党的步伐，做到心中有信
仰、脚下有力量。”这是夏华常挂在
嘴边的话，在她看来，一个企业在
发展壮大的同时，更要注重释放企
业的社会价值，全力打造有温度、
有担当的中国品牌，为国家建设发
展贡献更大力量。 （赵慧慧）

夏锐，男，1983年出生，全国
青联常委，中国舞蹈家协会街舞
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秘书长，北
京市朝阳区政协委员、街舞协会
主席、凤凰计划“领军人才”，曾
获第十一届中国舞蹈“荷花奖”
当代舞奖、第十二届“中国青年
志愿者优秀组织奖”、2018北京
青年榜样“时代楷模·文化之星”
等荣誉。

敖翔：“网红交警”护佑平安路

人物名片

敖翔，男，1986年7月出生，
中共党员，2008 年 7 月参加工
作，现任朝阳交通支队亚运村大
队警长。曾荣获“北京榜样·最
美警察”、首都劳动奖章等荣誉
称号。工作中，敖翔利用直播平
台，多次进行道路执法直播，用
一线执法视频给群众带去不一
样的普法教育课。

夏华：守初心打造民族品牌

人
物
名
片 夏华，女，依文

集团董事长、依文·
中国手工坊创始人，
曾荣获全国劳动模
范、全国“五一劳动
奖章”、全国“三八”
红旗手、全国巾帼建
功标兵等称号。多
年来，她用一颗公益
初 心 ，传 承 民 族 文
化，不断把中国民族
时尚和传统手工艺
呈现在国际舞台。

人
物
名
片 王 龙 ，男 ，1988

年 6 月出生，北京链
家房地产经纪有限
公 司 高 级 店 经 理 。
营 救 落 水 儿 童 ，勇
救 轻 生 跳 楼 病 人 ，
送 陌 生 老 人 就 医 ，
志愿参与社区疫情
防控……王龙以一
颗 朴 实 、火 热 的 爱
心 ，用 一 次 次 身 体
力 行 ，书 写 着 一 个
个向善故事。

钟文杰：90后下水救人不惧险

人
物
名
片

钟文杰，男，1990
年5月出生，朝阳区三
间房地区艺水芳园社
区居民、北京梦想绽放
科技有限公司员工。
2022年5月13日傍晚，
一位小伙子不慎掉入
通惠河中。情况危急
时刻，途经此处的钟文
杰两次奋不顾身潜入
水中，最终成功将落水
者救上岸。2022 年 6
月7日，钟文杰的行为
被朝阳区民政局认定
为见义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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