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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一男子武汉街头救人遇害后遭误解——

她为丈夫“见义勇为”正名这三年

到了武汉安顿好孩子后，符
哲英就和姑父陈道才立马跑到了
案发地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
关东街的派出所讨要说法。

“刚开始去的时候，他们只问
了我一些基本信息，我一问到李
铁军的事情怎么处理，派出所的
人就不怎么理睬了。”符哲英说，
第一次去派出所的时候，还没谈
到见义勇为这事。符哲英当时想
知道的是，既然是救人而死，派
出所为什么会不闻不问，连火化、
骨灰盒，包括送回老家都是姑父
陈道才出的钱？

在第一次碰壁后，符哲英心
里有数了，她自己也知道要帮丈
夫讨回说法是“长久战”，绝不是
一朝一夕的事。因此，她在武汉
的偏僻处花 500 元钱租了间房子，
同时还找了份临时工。

符哲英三天两头就去派出所，
或者是公安局。她把主要的心思
都用来为丈夫讨要说法上面了，但
为了养活自己和孩子，她没事的时
候就去饭店端菜、洗碗，也当过
服装店员，不过月薪都只 1000 元

左右。
“那段时间，我一天只吃两

顿饭，中午一顿是 1 点多吃，还
有一顿要到晚上 10 点多才吃，每
天都觉得好饿。有时候在街上看
到别人吃东西真的好想吃，我经
常在想要是老公还在就好了，至
少还能吃饱。”符哲英在武汉租
住的房子很破旧，连个放衣服的
柜子都没有，窗户也是破的，一
到冬天就冷得要命。冬天为了节
约天然气，她经常提着热水壶走
十多分钟去别的地方打热水，“一
年到头，有时候连回家的路费都
没有”。

虽然 符 哲英 在 尽力节省了，
可家里还是欠了近三十万元的债，
这其中包括李铁军遇害前在当包
工头时和别人的一些财务往来，
来要钱的人都是拿着借条来的。

据陈道才讲，按道理 来说，
李铁军也应该还有些钱在别人手
上，但因为没有“条子”，所以也
只能作罢。不过幸好，那些人知
道情况后也没 来催着符 哲英 还
钱。尽管经济上窘困，不过符哲

英坚持去派出所和公安局，去见
那边的领导和他们讲李铁军的情
况。

符哲英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
记者 ：“每次去之前，我都会在心
里默默祈祷——希望自己可以遇
到贵人，希望这次老公的事情能
有进展。”但每次祈祷完之后，她
又会失落地叹一下气——这次去
肯定又是白跑。

符哲英自称，她跑的次数多，
但 其 实见到领导的次 数却并不
多，很多时候都是被告知：领导
出差了；领导在开会；案子已经
破了，但还没有最终审判……符
哲英听了太多这样的话了。

2013 年 11 月 13 日， 武 汉市
东新区纪律监察办公室副主任周
永友在受访时说，李铁军的遭遇
很特殊，事情发生在凌晨，当时
旁观的人也不是很清楚个中细节，
当时事发地的房子现在已不存在
了，也没有监控，要认定李铁军
的行为属不属见义勇为，主要靠
公安破案，也正是因此，时间跨
度就显得有点长。

文、图  今日女报 / 凤网见习记者 李旦

11 月 13 日，拿着“见义
勇为”证书的湘潭女子符哲英
嚎啕大哭了一场。三年前，她
的丈夫在武汉街头救人遇害，
当时却不被承认是“见义勇
为”。为了给丈夫正名，她在
湖南和湖北之间奔波了三年。
三年里，这个女人又经历了怎
样的人情冷暖？ 11 月 20 日，
本报记者专访符哲英，为你揭
开这一纸证书后的辛酸苦楚。

在经过了一年多的奔走后，事
情在 2011 年 8 月出现第一重转折：
事发地派出所关东派出所在详细调
查后出具情况说明，称事发时李铁
军确系路经事发地，且李铁军在发
现有人持刀打斗时，上前予以制止，
罪犯误以为李铁军是两名协管员的
同事，遂持刀捅刺李铁军致其死亡。
直到这时， 警方才最终认定，李
铁军的行为是制止犯罪，属见义勇
为。

虽然警方已经给出了明确说
法，但要想拿个见义勇为荣誉证书
却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按照一般
的程序，要申请“见义勇为”必须
先申请，然后通过见义勇为基金会
的调查和审批，尤其最重要的是要
有证人。可李铁军救人被刺当晚
是凌晨，要找到证人很艰难，这
无形中增加了申请的难度和耗费的
时间。

为了让丈夫李铁军的事情不被
领导所忽视，符哲英只能一次又一
次地去找，三年里，她除了过年很

少回家，而且，因为大儿子读书去了，
小儿子只能放在娘家。

“我有一年是大年三十晚上才
回家，当时是从派出所回来后直接
上的火车，哪怕只有一个执勤的人
在我也要去跑，我希望这样可以让
他们尽快落实老公的事情。”符哲
英说。

符哲英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
者：“在这 3 年里，我眼泪都流干了，
有时候心里实在太苦了，又不能当
着外人的面哭，就只能一个人躲到
厕所里去，每次逢年过节看到别人
都一家团聚就好羡慕。”

符哲英说，她在这三年里，没
睡过一个好觉，白天想着丈夫的事
情，晚上常梦见丈夫李铁军。

有一次，符哲英梦到李铁军回
家找她了，她特别高兴地对他说，
你去哪里了，大家都说你躲起来了，
可是姑父把你的骨灰带回家了，原
来你真的没死啊，太好了！

梦醒后，符哲英发现自己身边
什么也没有，只有脸上的泪痕。

“我终于可以歇会儿了，想想
过去那三年，我真的不知道自己
是怎么熬过来的，现在终于可以
踏实地睡个觉了。”这是符哲英了
解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来意后说
的第一句话。从她说话的口气中，
记者可以明显感受到她此刻的轻
松和愉悦之情。

今 年 43 岁的符哲英是湘潭
县锦石乡碧泉村人，比丈夫李铁
军小 1 岁。2000 年，夫妻两人一
起到武汉打工，一直做油漆工。
2010 年 4 月 5 日凌晨，在武汉东
湖新技术开发区关东街熊家嘴，
两名外地男青年和一休闲店老板
吵架，街道协管员前来调解却被
报复，最终一名协管员被刺死，
恰好路过的李铁军加入救人也遇
刺身亡。但三年后的 2013 年 10
月 30 日，湖北省武汉市政府才授
予李铁军“武汉市见义勇为先进
分子”荣誉称号。

符哲英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
记者，得知见义勇为证书发下来
了后，村里以前那些说闲话的人
看见她都会不好意思地故意躲开，
还有些人听到消息后就不吱声了。

拿 着“ 见 义 勇为” 的 证 书，
这一家 人 总是 会不自觉 地 想 到

2010 年 4 月初突然看到李铁军的
骨灰被运回家里那一刻时的悲痛
欲绝。当时，护送骨灰回来的姑
父陈道才告诉符哲英一家，李铁
军死于一起持刀打斗事件，具体
情况还不清楚，案件还处在侦查
阶段。

李铁军走后的这几年里，符
哲英成为了家里的顶梁柱——彼
时，家里上有老下有小，父母都
是六十多岁，而且体弱多病，常
年要吃药，两个儿子一个高中毕
业，一个还 4 岁不到。

不仅如此，符哲英还要面对
不少流言蜚语。一看到李铁军的
骨灰被运回来，村里人就开始议
论纷纷：打牌输了钱被人砍死的；
和别人打架被弄死的；欠了高利
贷没钱还不敢回来就想出假死这
一招，人肯定还在外面躲债……

符哲英一向要强，听到这些
话后她想到了死，就在她准备跳
河的时候被家人发现了。“我两个
儿子一个拉我的手，一个抱住我
的腿，我爸妈也哭着跟我讲，要
是我跳河他们也会跟着一起跳。”
符哲英告诉记者，“听到别人说的
那些话后，我不想跟他们吵，也
不知道跟人家怎么说，当时就想

到一死了之。”
李 铁军 死 后 10 天 左 右，案

件破了，李铁军遇刺的真相也开
始浮出水面。一名嫌犯落网后供
述，事发当晚（2010 年 4 月 5 日），
在报复两名协管员之时，“我用
刀乱挥乱刺，有一个穿黑衣服的
人（即李铁军），用双手夺我的刀，
我用刀刺中了他的腹部，是左边
还是右边我记不清了。他被刺后
倒在了地上。我看见刀子刺进他
的腹部比较深，把刀从他身上拔
出来后，对着围观的人大叫‘你
们谁敢过来’……”

原来，李铁军是为了救人才
被杀害的。

第二天，符哲英迫不及待地
告诉村里人，李铁军是为了救人
才死的。可她没想到，村里人压
根就不信，甚至还冷嘲热讽。

“既然老公是为了救人才死
的，那我不能让他就这么悄无声
息地就死了，我一定要让政府给
出一个说法。我虽然是个没读书
的农村妇女，但是如果没人管老
公，我就从此不回家了。”在把丈
夫安葬好后，大儿子也正好高考
完，符哲英就这样匆匆带着两个
儿子上了去武汉的火车。

曲折的正名之路

定性为“见义勇为”

2012 年端午节前，武汉当地
法院宣布判处杀害李铁军的凶手
死刑。得知这一消息后，符哲英松
了一口气，因为丈夫的仇终于报了。
虽然还没有拿到见义勇为的荣誉证
书，但家里儿子没有人照顾，她只
能先回家等消息，武汉这边暂时让
姑父陈道才帮忙跑。

回到湖南湘潭乡下后，符哲英
又一个人去湘潭市区打工。丈夫留
下的债务近三十万，大儿子读大学
的钱也都是找亲戚借的。她必须
得撑起这个家。然而，她 1200 元
一 个月的工资，除了供自己开销，
还要给小儿子读书、生活用，而公
公婆婆身体不好，经常要看病吃
药。符哲英每天都要为钱和老公的
荣誉头疼。这让她有些喘不过气来，
但她没有放弃。

有些热心人看符哲英不容易，
开始给她介绍对象，但不管是谁她
都一律拒绝 ：“现在没有心情想那
事，要找也要等老公见义勇为获证
以后看情况再考虑。” 

2012 年 6 月，警 方经 过 多方
查证，终于找到证 人。申报材料
随即上报给了武汉市见义勇为基金

会，但审批还得等一段时间。
每一次的等待对符哲英来说

都备受煎熬，因为她不知道等来的
会不会又是失望。

2013 年 10 月 29 日，符哲英接
到陈道才打来的电话，知道荣誉
证书第二天就要发下来了。“当时
我的想法就是立刻跑到老公的坟
头上去告诉他这个好消息，并且要
敲锣打鼓地把这个证书送回村里
去。”虽然符哲英来不及赶到武汉
去，但那天她特意选了一件红色的
外套穿在身上。

11 月 13 日， 在 武 汉领 到“ 见
义勇为”证书后，符哲英禁不住嚎
啕大哭了一场。

武汉市见义勇为基金会表示，
认定李铁军系“见义勇为先 进分
子”，依据包括罪犯口供、目击群
众讲述、派出所证明等，同时基金
会也专门派人作了调查，最后予以
认定。同时认定程序上，也一般是
先由区里认定，再向市里申报。

说起目前家庭的经济困难，符
哲英说 ：“希望见义勇为基金会还
能批一部分钱下来，好让我们孤
儿寡母有点依靠。”

这一天终于等到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杨志慧 吴湘枝）教育孩子的目标
是什么？怎么做一个好父母？ 11
月 24 日，由娄底市娄星区妇联和
区教育局协办的梦洁“爱在家庭”
大型公益家庭教育讲座走进娄底，
400 多名学生家长齐聚一堂，分享
由著名亲子教育专家汪瑞琨老师
带来的“六 A 亲子原则”及“培
养孩童的三个秘密”为主题的大
型公益家庭教育讲座。

活动现场，汪瑞琨老师以深入
浅出的理论解读、来自现实生活的
生动案例、活泼幽默的互动，讲解
了六 A（接纳、赞赏、关爱、时间、
责任、权威）亲子教育的理论和方法。
讲座得到了参会人员的一致好评。

长期以来，娄星区妇联积极开
展“争做合格家长、培养合格人才”
的活动，引导家长树立“为国教子、
以德育人”的教子观，鼓励家长学
习家庭教育知识，与孩子共同成长。

这次又积极申请中国妇女发展
基金会梦洁“爱在家庭”公益项目，
在全区推动“品格家庭”活动。携
手北京根基成长教育专家为家长们
举办公益讲座，通过理论阐述和生
活实例分享，告诉父母应该如何同
孩子建立亲密的关系，如何有效
培育孩子、管教孩子，引导家长思
考怎样带领孩子向正确的方向前
行，让父母们成为孩子的成长教练，
切实帮助父母培育出根基健康、品
格高尚的下一代。

“爱在家庭”大型公益家庭教育讲座进娄底
■资讯

拿到“见义勇为”证书后，符哲英才长吁了一口气。

丈夫为何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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