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滨州市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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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妇发〔2020〕17 号

关于表扬滨州市“最美家庭”“五好家庭”“绿色家庭”暨

“好婆婆”“好媳妇”“教子有方好父母”的通报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

家风”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化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大力培树宣传践行

新时代家庭观、弘扬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的家庭典型, 传播家庭

文明正能量，在常态化开展寻找“最美家庭”活动基础上，市委宣传

部、市妇联、市文明办、市生态环境局、市关工委在全市深入开展寻

找滨州市“最美家庭”“五好家庭”“绿色家庭”和“好婆婆”“好

媳妇”“教子有方好父母”活动。活动开展以来，全市各级妇联高度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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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精心组织，广大家庭、群众热情关注、积极参与，收到了较好

的社会效果。经过层层推荐、审核、评选、公示，决定授予李洪波、

李营营家庭等 49 户家庭滨州市“最美家庭”荣誉称号，授予隗吉美、

李强家庭等 50 户家庭滨州市“五好家庭”荣誉称号，授予赵玉华、

孙召岭家庭等 49 户家庭滨州市“绿色家庭”荣誉称号，授予李清华

等 30 名同志滨州市“好婆婆”荣誉称号，授予韩院芝等 30 名同志滨

州市“好媳妇”荣誉称号，授予于化芹等 30 名同志滨州市“教子有

方好父母”荣誉称号。

希望受表扬的先进典型珍惜荣誉，再接再厉，继续发扬中华民族

传统家庭美德,引领崇真向善的家庭新风尚。希望全市广大家庭以先

进典型为榜样，争做传统美德的传承者、良好风尚的倡导者、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者，为建设富强滨州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附：1.滨州市“最美家庭”名单

2.滨州市“五好家庭”名单

3.滨州市“绿色家庭”名单

4.滨州市“好婆婆”名单

5.滨州市“好媳妇”名单

6.滨州市“教子有方好父母”名单

中共滨州市委宣传部 滨州市妇女联合会

滨州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 滨州市生态环境局

滨州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2020 年 5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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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滨州市“最美家庭”名单

（共 49 户）

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李洪波 李营营家庭

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张家栋 金慧家庭

滨州市人民医院董明远 朱凤鸣家庭

滨州市中心医院高远征 贾素华家庭

滨州市中心医院李风玲 孙清岩家庭

滨州市中心医院于莉燕 纪洪民家庭

滨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丁建敏 王海滨家庭

滨州学院杨蜜 李凯述家庭

滨州市优抚医院崔爱霞 闫尚和家庭

滨化集团滨阳公司王镇 王佳家庭

滨州市财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张伟伟 杜卫娟家庭

邹平市黄山街道黄西村韩桂荣 李咸光家庭

邹平市明集镇滨湖办事处颜国玉 田纯上家庭

惠民县税务局孙武税务分局张福兵 肖梅家庭

无棣县棣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赵梦泉 于梅銮家庭

博兴县人民医院杨小莎 谢春杰家庭

滨州市纳言人力服务有限公司赵娜 马少全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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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城区杨柳雪镇综合行政执法中队张俊波 刘岩芹家庭

滨城区里则街道办事处岔吴一村吴彦 吴秀勇家庭

滨州市高级技工学校耿婷婷 赵立周家庭

沾化区人民法院李胜勇 范华荣家庭

沾化区富源街道西孔村王光倩 王立春家庭

沾化区卫生局付景兰 牟顺如家庭

沾化区纪委王梅 徐志强家庭

邹平市西董街道大马峪村刘昆 高爱云家庭

美迪雅家具制造有限公司李玲 吴振江家庭

邹平市魏桥镇孙家村郑海霞 王公军家庭

惠民县税务局石庙税务分局赵军 赵秀兰家庭

惠民县职业中专张金梅 赵富强家庭

惠民县税务局淄角分局吴小兵 吴惠萍家庭

阳信县洋湖乡张杨村赵娟 杨增刚家庭

阳信县劳店镇果刘村豆青双 刘建国家庭

阳信县流坡坞镇武装部宋超 王秀霞家庭

阳信县流坡坞镇张铁匠村岳淑芹 张立全家庭

无棣县融媒体中心、《无棣大众》报社陈子庆 刘希芝家庭

无棣县水湾镇政府王素芳 王树德家庭

无棣县行政审批服务局郝雪鹏 邢成燕家庭

博兴县庞家镇羊桥村董玉清 袁步艳家庭

博兴县烟草专卖局王浙江 张静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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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兴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胡金英 韩江家庭

博兴县纯化镇纯中村刘玉玲 王尊生家庭

滨州经济开发区第一中学丁翠霞 李传明家庭

滨州市消防救援支队经济技术开发区大队苏钊钊 王明珠家庭

滨州市人民检察院徐珊珊 李辉家庭

滨州市市场监管局李静 冉树芳家庭

滨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王书江 任军家庭

滨州市地方金融监管局王学刚 张霞家庭

滨州学院飞行学院马文来 薛红芳家庭

滨州市技师学院张天意 翟岗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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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滨州市“五好家庭”名单

（共 50 户）

滨城区彭李街道办事处廿里堡居委会隗吉美 李强家庭

滨城区里则街道办事处街北赵村吴希平 王玉芹家庭

滨城区沙河街道办事处大高村吴欢欢 高鲁雁家庭

滨州实验中学张宝营 宋海英家庭

滨城区北镇街道办事处五四三居委会关延芝 薛海燕家庭

滨城区市中街道办事处樊家居委会于学仁 郭秀花家庭

沾化区融媒体中心胡林芳 陈希健家庭

沾化区自然资源局刘艳霞 王春风家庭

沾化区农业农村局王清宝 房永春家庭

邹平市黛溪街道办事处张高村石正刚 刘云家庭

邹平市焦桥镇太平村徐桂芝 曲银法家庭

邹平市码头镇炭刘村杨大霞 刘宗锡家庭

邹平市明集中心卫生院宋晓燕 李宏明家庭

邹平市西董街道办事处丁家村王军 赵爱真家庭

金天成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孙建国 王凤玲家庭

邹平市西董街道中心幼儿园王春敏 贺泉家庭

惠民县何坊街道办事处便民服务中心刘翠霞 周振杰家庭

惠民县水利安装工程公司苏伟 樊玉明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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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民县税务局陈健 赵洪家庭

惠民县自来水公司吕鑫 韩旭华家庭

阳信县金阳街道办事处王家楼村曹玉环 王树春家庭

阳信县信城街道办事处南关村毛中义 张敏家庭

阳信县翟王镇人社所李俊芳 张立辉家庭

阳信县商店镇水利站殷吉杰 王立英家庭

阳信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王晓晖 王浩家庭

阳信县税务局赵玉博 陈梅香家庭

无棣县车王镇中学吴俊茹 李泽合家庭

无棣县行政审批服务局赵彩霞 王希征家庭

无棣县棣丰街道办事处石三里村刘宝哲 范淑梅家庭

无棣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康哲 付胜端家庭

无棣县融媒体中心杨宝勇 邓俊杰家庭

博兴汇贤雅国学教育郭颖 张清超家庭

博兴县曹王镇东鲁村舒冠军 曹秀祯家庭

博兴县税务局冯振春 赵云雪家庭

博兴县陈户镇王店村胡红兰 莉晓东家庭

博兴县兴福镇中心幼儿园李玉玲 吴国伟家庭

博兴县政府办公室高鹏虎 孙敏敏家庭

高新区青田街道办事处黄河社区刘赵村董素红 刘国光家庭

高新区青田街道办事处千乘社区大张村王翠英 王秀山家庭

滨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岳美 苗健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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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张勇 贾芳玉家庭

滨州市公用事业服务中心闫国良 王玉娟家庭

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满玉清 陈素梅家庭

滨州市中心医院董建春 郭春辉家庭

滨州学院乘务学院张恬恬 吴满家庭

滨州学院艺术学院田静 张海波家庭

滨州市技术学院杨宏芳 徐辉家庭

大唐鲁北公司梁传婷 王世杰家庭

滨州市路达置业有限责任公司赵娜 杨长龙家庭

邮政集团公司沾化区分公司张梅冬 姜令香家庭



9

附件 3：

滨州市“绿色家庭”名单

（共 49 户）

滨城区杨柳雪镇街南孙村赵玉华 孙召岭家庭

滨城区里则街道办事处傅家西村傅挥霞 王株峰家庭

滨城区北镇街道办事处天乐食品厂田玉芳 郭辉家庭

滨城区梁才中心学校王丹 叶良家庭

滨城区杨柳雪镇孟西村刘方兰 丁洪恩家庭

沾化区第二实验小学李石磊 潘丽丽家庭

沾化区冯家镇第二实验学校徐焕云 李金光家庭

沾化区富国街道宏业小区王洪军 王新凤家庭

沾化区下洼镇西孙村丁泽玉 张秀珍家庭

沾化区融媒体中心贾丽娜 吴斌家庭

邹平市明集镇牛官村左延玲 孙志跃家庭

邹平市魏桥镇大坡村刘爱琴 刘海滨家庭

邹平市孙镇高唐村安风英 曹春平家庭

邹平市台子镇大齐村李信梅 齐行波家庭

邹平市魏桥镇孙官村孙燕 孙瑞发家庭

邹平市黄山街道办事处唐家村唐亭亭 王新刚家庭

惠民县何坊街道何坊社区梯门李村李俊霞 李廷任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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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民县大年陈镇大崔村蒋培泉 郭秀亭家庭

惠民县姜楼镇姜城社区彭家自然村彭义起 孟凡英家庭

惠民县第二实验学校梁云青 刘义文家庭

惠民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张燕 孙玉伦家庭

滨州市中心医院巩玉艳 丁瑞东家庭

惠民县实验幼儿园闫文彩 郭伟杰家庭

惠民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王秀琳 王相臣家庭

阳信县水落坡镇段马村段春义 吴凤兰家庭

阳信县河流镇乡村规划办颜亮 梅贵姣家庭

阳信县流坡坞镇学区马元芙 马振民家庭

阳信县洋湖乡张杨村朱炳霞 王学信家庭

无棣县第一实验幼儿园郭翠 张梅华家庭

无棣县车王镇中心幼儿园樊苹苹 李金杰家庭

无棣县第一初级中学刘富发 杨玉荣家庭

无棣县海丰街道办事处后牛村袁金双 马玉军家庭

无棣县海丰街道办事处后牛村劳志燕 刘明义家庭

无棣县棣丰街道办事处郭家村王娟 郭春晓家庭

博兴县湖滨镇寨卢村卢祥庭 张双庆家庭

博兴县陈户镇纪吕村吕晓峰 吕玉玲家庭

博兴县博昌街道办事处伏田村张燕 刘博民家庭

博兴县庞家镇安家村王运道 许秀花家庭

博兴县店子镇前崔村崔彩霞 崔红军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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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兴县锦秋街道傅桥村付学岗 周宁宁家庭

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张建中 吴芳家庭

滨州市人民检察院张顺 赵飞燕家庭

滨州市人民检察院谭显隐 王一羽家庭

滨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崔小雨 张冰家庭

滨州市人民医院王建芳 季东建家庭

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赵芳芹 王丰海家庭

滨州学院于峰 崔臻家庭

滨州学院电气工程学院王香美 孙涛家庭

邮政集团公司阳信县分公司张兴青 张红霞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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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滨州市“好婆婆”名单

（共 30 名）

滨城区里则街道办事处西海社区李清华

滨城区杜店街道办事处大尚居委会王春荣

滨城区滨北街道办事处授田小学封启娥（已退休）

沾化区第一棉业有限责任公司贾金平（已退休）

沾化区大高镇流钟村闫喜珍

沾化区富源街道西孔村杨保军

沾化金丝枣酒厂闫新平（已退休）

邹平市魏桥镇东码头村刘素芬

邹平市好生街道办事处乔家村鹿爱芹

邹平市魏桥镇印家村刘玉连

邹平市黄山街道办月河村刘秀芸

惠民县面粉厂董秀兰（已退休）

惠民县何坊街道办事处前苏社区李合玉村谢秀云

惠民县城关开源街张瑞华

惠民县华润纺织有限责任公司段有风（已退休）

阳信县河流镇杨贵芳（回族）

阳信县流坡坞镇水牛李村孙秀芹

阳信县商店镇生金李村刘爱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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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棣县百货公司孟德凡（下岗职工）

无棣县信阳镇车里东村吴文苹

无棣县水湾镇王化如村王瑞芬

无棣县小泊头镇北高村梁淑霞

博兴县曹王镇王海三村王可容

博兴县庞家镇羊桥村崔振英

博兴县财政局张慧萍（已退休）

博兴县店子镇耿王村朱香然

博兴县新城二路名士豪庭柴兴美

高新区青田街道办事处博古孙社区博一村张俊华

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百川小学张延勤

滨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孟桂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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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滨州市“好媳妇”名单

（共 30 名）

滨城区市东街道办事处郭集社区韩院芝

滨城区杜店街道办事处大尚居委会朱树芹

滨城区里则街道办事处堰头张村王新燕

滨城区市西街道办事处棒棰孙居委会马建梅

滨城区杨柳雪镇核算中心杜延军

沾化区职业中专王艳玲

沾化区滨海镇河西村李卫静

邹平市魏桥镇南辛村张金英

邹平市好生街道办事处尹家村孙启华

邹平市黄山街道办事处唐家村张凤美

邹平市孙镇北安村孙翠娥

惠民县百货大楼有限责任公司张伟芳

惠民县卫健局张燕

惠民县皂户李镇幸福赵村董功梅

惠民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于静

阳信县信城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王玉芳

阳信县商店镇马守梓村朱树英

无棣县海丰街道办事处冯家村李守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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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棣县棣丰街道办事处贾店村王虹霞

无棣县信阳镇丰台村王金红

博兴县吕艺镇营李村李小巧

博兴县湖滨镇柳童村卞立凤

博兴县曹王镇蔺家村穆振爱

高新区实验学校杨春霞

高新区小营街道蒲河社区雅店村张学芬

滨州市科学技术局冯宗玲

滨州市人民医院魏国敏

滨州市优抚医院亓霞

滨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吴金仙

滨州市正道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赵爱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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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滨州市“教子有方好父母”名单

（共 30 名）

滨城区三河湖镇党政办于化芹

滨城区沙河街道办事处小安定村张含青

沾化区委宣传部贾海宁

沾化区第二实验小学杨敏

沾化区教育和体育局林梅

邹平市西董街道鹤伴小学徐喜凤

邹平市黛溪街道办事处言坊村孙芳

邹平市魏桥镇西码头村位素华

惠民县税务局经济开发区税务分局石涛

惠民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闫雪峰

阳信县金阳街道财经综合服务中心王桂华

阳信县翟王镇中学张井福

无棣县农业农村局赵秀梅

无棣县水湾镇财政所谷文静

无棣县海丰街道办事处杨玉亭村崔建新

无棣县信阳镇便民服务中心王月华

博兴县税务局孙海燕

博兴县公路管理局邢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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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兴县店子镇马兴村刘孟华

博兴县实验中学张红岩

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一中学李风华

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沙河街道百川小学刘小梅

滨州市科学技术局李朝晖

滨州市人民检察院张勇

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宋荣强

滨州学院艺术学院牟新

滨州学院教师教育学院滕辉

滨州市技术学院张幸

滨州市技师学院李艳青

滨州市技师学院李美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