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届省级文明家庭候选家庭公示启事

为充分展示家庭文明建设成果，推动群众性精神文明创

建活动深入发展，根据省文明委《关于深化家庭文明建设的

意见》、《省级文明家庭评选办法》，省文明办、省妇联组

织开展了第一届省级文明家庭评选表彰工作，并成立了省级

文明家庭评选表彰工作办公室。

在各市文明办、妇联，省直机关、省管企业文明办、妇

工委，省高校妇工委，各有关企业文明办、女职工委员会按

照评选条件优中选优进行推荐的基础上，省级文明家庭评选

表彰工作办公室提出 300户第一届省级文明家庭候选家庭进

行公示。自 12 月 19 日起至 12 月 26 日，山东文明网、大众

网、山东妇女网进行公示，接受社会公众监督，欢迎广大网

民积极参加。如对公示家庭有异议，请于 12 月 26 日前向省

妇联宣传部反映。

公示联系电话：0531—51771730

电子邮箱：flxcb.sd＠163.com

附件：第一届省级文明家庭名单



附件

第一届省级文明家庭名单

济南市

兰青松 李 瑛家庭 济南市槐荫区纬六路 20 号

张佩华 李恒泰家庭 济南市市中区英雄山路

李向阳 冯淑平家庭 济南市槐荫区经十西路河头王庄

董相勇 赵殿梅家庭 济南市槐荫区段北东路 29 号

王 睿 张 焰家庭 济南市槐荫区昆仑街 18 号

陈金兰家庭 济南市长清区孝里镇公庄村

田乃玲 张蕴强家庭 济南市高新区旅游路章锦小区

见桂生 李 华家庭 济南市天桥区北外环药山公园

程致喜 孙自杰家庭 济南市历城区遥墙街道大孙家村

万兰英 刘学德家庭 济阳县崔寨镇封刘村

马居英 郑庆涛家庭 济阳县济阳街道郑家村

王红霞 崔兴盛家庭 济阳县崔寨镇张纸村

孙宗珍 顾 利家庭 济南市长清区孝里镇广里店村

翟丽彬 王再军家庭 济南市历下区旅游路荷兰庄园

次翁扎西 刘付云家庭 济南市历下区燕文东路 11 号

杨 洋 张世瑾家庭 济南市历下区闵子骞路 94 号

杨光新 王现香家庭 商河县郑路镇大杨家村

田一农 吴春燕家庭 济南市历下区千佛山东路 39-1

刘 静 田庆凯家庭 济南市市中区经七路 334 号



刘仲贤 魏太顺家庭 章丘市龙山街道便家村

青岛市

袁桂芳 袁成本家庭 青岛市市南区金门路街道逍遥社区

万秀云家庭 青岛市市南区八大峡街道台西五路社区

谢本勋 黄赐云家庭 青岛市市北区登州路街道青啤社区

王爱青 邱风鸣家庭 青岛市市北区太清路社区

袁守岚 纪培尚家庭 青岛市李沧区李村街道枣园路社区

韩 莉 刘国强家庭 青岛市李沧区兴华路街道邢台路社区

纪 燕 王庆山家庭 青岛市城阳区流亭街道西后楼社区

孙宝芹 田守知家庭 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西城汇社区

王 先 王德枋家庭 青岛市崂山区中韩街道颐都社区

马美英 李春先家庭 青岛市崂山区沙子口街道南崂社区

陈记海 宋连芳家庭 青岛市黄岛区辛安街道大泊子村

耿秋萍家庭 青岛市黄岛区双凤街社区

张玉花 刘才清家庭 胶州市里岔镇东张应村

堵姜氏家庭 胶州市胶东街道前店口村

臧桂娥 杨振邦家庭 胶州市九龙街道小荒村

王守永 郑晓红家庭 莱西市南墅镇董格庄村

孙淑花家庭 莱西市夏格庄镇于家庄村

王翠珍家庭 即墨市环秀街道塔元村

李莲英 梅世恩家庭 即墨市温泉街道梅家庄村

臧 桂 郭升财家庭 平度市云山镇郭家寨村

金峰亭 崔珍娥家庭 平度市白沙河街道前麻兰村

淄博市



隋 刚 邰 妹家庭 淄博市张店区华光路金乔北区

阎先公 贾世珍家庭 淄博市淄川区鲁泰文化路文化小区

郭黎明 黄秀荣家庭 淄博市淄川区将军路街道颐泽社区

孙建博 焦翠红家庭 淄博市博山区张家顶路原山小区

吕绪兰 焦方志家庭 淄博市博山区金凤园小区

张鸿雁 周 涛家庭 淄博市周村区太和路太和生活区

乔秀梅 李 斌家庭 淄博市周村区机场路 1668 号

陈兰芳 王玉峰家庭 桓台县索镇羿景嘉园

陈汝洁 荆丽红家庭 桓台县少海花园 47 号

石连梅 李 强家庭 高青县高城镇邢王村

江照云 刘忠香家庭 沂源县西里镇梭背岭村二区 72 号

罗金花 郭长春家庭 淄博市张店区柳泉路 119 号

蒋效利 胡正秀家庭 淄博市文昌湖旅游度假区商家镇杨家村

鲍红艳 侯永亮家庭 淄博市临淄区桓公路 276 号

王跃贞家庭 淄博市张店区沣水镇寨子村

薛美英家庭 淄博市临淄区朱台镇南高村

枣庄市

孙景泉 张 莉家庭 滕州市官桥镇驻地

杨位浩 段修荣家庭 滕州市大坞镇石楼村

王 燕 张 伟家庭 滕州市北辛街道翠湖天地小区

殷瑞良 郑志青家庭 枣庄市薛城区巨山街道八一社区

丁崇兰 邵礼正家庭 枣庄市山亭区山城街道桃山社区



陈广付 李群英家庭 枣庄市山亭区山城街道陈庄村

蔡仙惠 张忠明家庭 枣庄市市中区文化路街道市委社区

史 华 张中艾家庭 枣庄市市中区文化路办事处立新西里

李继芸 袁宗杨家庭 枣庄市市中区三合小区

刘 芳 李鹏辉家庭 枣庄市市中区文化路街道立新小区

靳庆华 丁永久家庭 枣庄市峄城区吴林街道乱沟居

纪玉兰 魏 明家庭 枣庄台儿庄区运河大道1358号城市花园

东营市

高伯良 金 荣家庭 东营市东营区文汇街道青华社区

苟增玉 于吉文家庭 东营市垦利区胜坨镇小巴家村

赵 幂 赵 明家庭 东营市东营区胜利街道中山社区

韩荣华 崔占玉家庭 东营市河口区六合街道河安社区

高现芬 侯国祥家庭 利津县北宋镇侯王村

李友梅 秦金武家庭 东营市河口区六合街道河安小区

郭翠平 胡景安家庭 东营市河口区新户镇东村

田会英 李 刚家庭 广饶县李鹊镇安里村

薛国霞 綦卫东家庭 广饶县广饶街道凯泽名苑社区

烟台市

陈燕琴 王振华家庭 烟台市芝罘区金沟寨四街 4号内 9号

李桂英家庭 烟台市福山区西山路288号烟台SOS儿童村

金奎花 曲文之家庭 烟台市莱山区莱山街道曲村

孙世尧 于志芬家庭 烟台市牟平区姜格庄街道邹革庄村



高 秀 姜淑珍家庭 海阳市海阳路 243 号方圆小区

孙风云家庭 海阳市小纪镇大刁家村

李升亭 张凤花家庭 莱阳市东盛山庄

张述合 方禄喜家庭 莱阳市烈士陵园

徐建华 高 波家庭 栖霞市锦绣花园小区

曲以耀 李翠华家庭 蓬莱市北沟镇北王绪村

王华堂 张翠兰家庭 蓬莱市海福莱小区

张玉莲 张仲元家庭 龙口市兰高镇大张家村

崔玉春 林学莲家庭 龙口市兰高镇参驾疃村

李 广 陈奎英家庭 招远市金晖路金晖花园观景苑

李瑞欣 兰万敏家庭 招远市金晖小区丽景苑

刘广进 张永香家庭 莱州市文昌路街道东升村

孙文明 秦国丽家庭 莱州市沙河镇路旺孙家村

孟繁融 张敏丽家庭 烟台开发区天地景苑

马永昆 刘淑英家庭 长岛县城东区 7 号楼

王 立 张同娟家庭 莱州市夏邱镇小初家村

曲仕波 杨洪霞家庭 烟台市牟平区大窑街道曲格庄村

潍坊市

赵庆建 王 静家庭 潍坊市高新区和园小区

白冬梅 赵忠林家庭 潍坊市奎文区早春园小区

李秀娥 王 涛家庭 潍坊市潍城区西关街道高家东万合华庭

张廷友 李瑞香家庭 潍坊市坊子区凤凰街道龙山路社区



王丽云 刘振鑫家庭 潍坊市寒亭区寒亭街道浩然上海城

秦思永 马明杰家庭 青州市盛世华庭

吴方忠家庭 青州市红庙小区

杨金红 李明章家庭 诸城市和美馨苑美景园

于美艳 李砚民家庭 诸城市龙都街道小栗元居委会

韩金金 胡 亮家庭 寿光市巴龙国际 32 号楼

苏乐利 丁方平家庭 寿光市文家街道四合村

王连三 赵秀荣家庭 安丘市兴安街道汶水村

朱瑞祥 李景英家庭 安丘市兴安街道城里居委

褚素荣 于亚林家庭 昌邑市都昌街道后埠村

王 玲 隋精波家庭 昌邑市利民街 234 号

单政达 顾芙蓉家庭 高密市密水街道南关社区

嵇旭春 李泗兰家庭 高密市井沟镇前店子村

陈建国 孟 云家庭 临朐县城关街道兴隆新村

冯益汉 岳玉华家庭 临朐县冶源镇车家沟

惠俊清 刘丰美家庭 昌乐县红河镇朱汉村

卢清芳家庭 昌乐县乔官镇陶家庄村

齐全伟 徐玉花家庭 潍坊市高新区清池街道西宋社区

杨丽荣 辛 华家庭 潍坊市滨海区滨海花园小区

徐海波 柳静芳家庭 昌邑市都昌街道恒辉逸嘉园

济宁市

王合英 韩子曼家庭 济宁市任城区卫生监督所



尹淑杰 张景磊家庭 济宁市第二人民医院

王红云 王恩启家庭 济宁市任城区唐口街道办事处

李天贺 刘敬范家庭 济宁市兖州区小孟镇梁家村

孙法泉 孟庆英家庭 济宁市兖州区鼓楼街道息马地社区

孔 颖 齐艳丽家庭 曲阜市鲁城街道教师新村

许福鹏 李保英家庭 曲阜市鲁城街道有朋路章东南街

徐慧芳 孔 雷家庭 曲阜市文化馆

宋奎兴 庞自菊家庭 泗水县泉林镇潘坡村

刘 华 乔元成家庭 泗水县人民医院家属院

马清荣 苏 震家庭 邹城市第五中学家属院

郭全东 王玉梅家庭 邹城市第八中学

张庆霞家庭 微山县马坡镇郑庄村

吴艳杰 侯宝娥家庭 济宁市鱼台开发区解放居委会

赵秀芝 李宝峰家庭 金乡县金乡街道金盾小区

杨印忠 刘秀云家庭 金乡县王丕街道三杨村

刘春梅 董彦玉家庭 嘉祥县老僧堂镇董庄村

李翠香 刘培利家庭 汶上县郭楼镇王府庄村

蔚承华 刘 国家庭 汶上县教育体育局

崔向平 何淑花家庭 梁山县梁山街道疾控中心家属院

盛 娟 杨以政家庭 梁山县人民医院

张明武 张洪锋家庭 济宁市高新区王因镇后岗村

曹修建 马爱霞家庭 济宁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太白湖新区



勤务大队

马传富 刘 霞家庭 济宁市任城区仙营路 9 号

泰安市

张维明 于 蕊家庭 泰安市泰山区岱庙办事处

吕云成 李元爱家庭 泰安市泰山区岱庙街道花园社区

刘梅元 汪庆菊家庭 泰安市岱岳区粥店街道粥店社区

鲁 华 康 蔚家庭 新泰市向阳路平阳社区

刘 珂 葛慧玲家庭 新泰市新汶街道大洛沟社区

孟宪玺 马桂荣家庭 肥城市汶阳镇教师公寓

王 桥 宁留青家庭 宁阳县伏山镇府前路 1 号

刘振安 王桂平家庭 东平县东平街道李范村社区

方振玉 瞿广红家庭 东平县锦绣华庭小区

任中兴 杨会利家庭 泰安市泰山区文化路农大社区

沈 健 陈海玲家庭 泰安市泰山区泰前街道温泉东区

孟广琴家庭 泰安市岱岳区天平街道大陡山村

吴丽华家庭 肥城市新城办事处

董世英家庭 宁阳县文庙街道张庄村

威海市

殷树山 刘彩凤家庭 威海市环翠区同心路 5 号

王学和 于艳丽家庭 威海市文登区马山路

张晓东 宋文荣家庭 荣成市港湾街道办事处玄镇社区

段云龙 宋协臻家庭 乳山市下初镇段家村



张 英 杜志强家庭 威海市神道口理想山小区 30 号楼

邱 波 于静琳家庭 威海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皇冠街道

韩乐坊社区

丛培花 肖树建家庭 威海市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黄岚

办事处佃里村

约翰·文 康学慧家庭 威海市文登区米山东路中央龙湾小区

胡 菲 顾 宁家庭 威海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文化西路289号

日照市

刘翠珍 杨春忠家庭 日照市泰安路市直一区

相红玲 刘 强家庭 日照市东港区泰安路阳光小区

梁 文 杨东友家庭 日照市东港区仁和佳苑莒州路 289号

葛安英 闵现东家庭 莒县二中家属院

孙佳文 虢英荣家庭 莒县雅都小区

丁明旭 王少伟家庭 日照市东港区秦楼街道依河园社区

纪元堂 马克珍家庭 日照市东港区枣庄路 169 号

董家同 胡岩娟家庭 日照市岚山区碑廓镇小河口村

韩为宏 吴瑞先家庭 五莲县叩官镇翰林沟村

莱芜市

高照军 王秀梅家庭 莱芜市龙潭东大街 141 号

杨永丽 亓振峰家庭 莱芜市西秀大街 95 号

曹呈国 王育红家庭 莱芜市莱城区长勺北路柳园街 22 号

李延云 戴京荣家庭 莱芜市莱城区苗山镇王家庄村



咸宝友 曹明兰家庭 莱芜市莱城区高庄安仙莲花河社区

董昌友 张连菊家庭 莱芜市钢城区汶源街道洪沟社区

临沂市

朱呈镕 赵树明家庭 临沂市兰山区通达路兰田玉园

杨明芬 方钧生家庭 临沂市兰山区平安路天元名筑

陈庆理 徐瑞芝家庭 临沂市兰山区银雀山街道陆王庄社区

寇景军 钱秀丽家庭 临沂市兰山区涑河北街冠蒙雅园

孙广慧 陈 皓家庭 临沂市罗庄区东城里社区

宋长英 刘源钦家庭 临沂市罗庄区怡景新苑

胡顺香 赵健康家庭 郯城县李庄镇李庄一村

鲁 冰 徐 莹家庭 郯城县郯西路职工中专家属院

王永吉 梁绍丽家庭 郯城县朝阳路实验中学

徐景雪 张朝彩家庭 郯城县胜利镇高大村

周 健 宋玉杰家庭 兰陵县世纪福城

刘海龙 徐利秀家庭 兰陵县大仲村镇后姚庄村

田洪辉 许 德家庭 沂水县南庄北小区

郭春芳 徐延忠家庭 沂水县经济开发区荆山湖村

鞠 莹 王 磊家庭 沂水县胜利书香苑

崔茂奎 徐凯华家庭 沂南县双堠镇彩蒙路七号

梁兆利 张道梅家庭 沂南县依汶镇后峪子社区

王绪堂 庄绪娟家庭 沂南县孙祖镇崖子二组

李秀莲 范遵训家庭 沂南县铜井镇范家庄村



周锡芳 陈方升家庭 沂南县苏村镇陈家庄村

李玉英 唐沂伟家庭 平邑县赛博中学

寇瑞娟 齐家学家庭 费县自由路 186 号

安荣叶家庭 蒙阴县野店镇棋盘石村

张 烨 卢同庆家庭 蒙阴县第一中学

丁元臻 彭洪明家庭 莒南县道口镇东许口村

德州市

李俊春 董俊勇家庭 德州市德城区新华街道三七社区七西村

周春华 陈振芝家庭 德州市德城区二屯镇第三店村

孙德智 许秀兰家庭 德州市陵城区安德街道孙大汉村

岳秀珍 邱民章家庭 德州市陵城区郑家寨镇大邱村

何发全 张秀芹家庭 禹城市粱家镇杨官营村

韩正亮 宋金凤家庭 乐陵市开元中大道 80 号大东吴

陈 光 王春玲家庭 乐陵市城区枣城南大街 96 号院 24号

明 霞 崔广廷家庭 宁津县柴胡店镇明家村

王洪如 陈付桂家庭 齐河县表白寺镇王家村

徐 峰 于 芳家庭 齐河县印刷厂家属院

刘兴德 李淑田家庭 临邑县邢侗街道广场社区广场大街111号

孟庆胜 张秀莲家庭 德州市陵城区糜镇孟家村

颜培珍 赵曙光家庭 平原县金河源序社区西区

陈仲魁 李荣英家庭 武城县向阳路 87 号

孙庆嘉 郭爱芳家庭 庆云县西湖润园



李春静 宋金涛家庭 德州市运河经济开发区铁西南路社区

马东才 王增敏家庭 德州市德城区德惠大街666号华锦园小区

赵金双家庭 德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袁桥镇耿庄村

顾华兴家庭 武城县畅和名居

王其滨家庭 夏津县华夏新城 A 区

聊城市

念以新 汤合珍家庭 聊城市三里铺小区五号楼

王爱章 詹春芳家庭 聊城市东昌府区道口铺街道沙王庄村

贾树范 韩冬梅家庭 临清市青年办事处河洼社区

梁礼堂 路俊霞家庭 冠县嘉润公园小区

轩云湘 张梅兰家庭 冠县东古城镇公曹村

孔维刚 陈增芬家庭 冠县西苑小区

董目仁 王玉娥家庭 阳谷县石佛镇后睡虎村

孙义涛 田淑珍家庭 阳谷县七级镇孙庄村

刘广奎 孔春焕家庭 莘县朝城镇西关村

秦守佩 孙巧真家庭 莘县第一中学家属院

吴怀峰 于建华家庭 东阿县阿胶街 78 号阿胶小区

张国忠 张士英家庭 茌平县冯官屯镇小杨屯村

张学信 宋传英家庭 茌平县顺河街 4 号

张洪安 田以霞家庭 聊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蒋官屯街道中学

颜景明 王秀红家庭 聊城市经济开发区蒋官屯街道冯庄村

许广宾 刘 英家庭 聊城市高新区许营镇许营村



白传法 王学英家庭 聊城市江北水城旅游度假区于集镇

白堌堆村

滨州市

傅云仑 刘秀清家庭 滨州市滨城区府后街 231号顺鑫家园

许 东 王拥军家庭 滨州市黄河十路新立河西路奥林水岸小区

张凤英 李 栋家庭 滨州市滨城区黄河家园

韩宁宁家庭 滨州市滨城区黄河一路顺河东街038号

范华荣 李胜勇家庭 滨州市沾化区富国路 259 号

张庆红 张克民家庭 滨州市中心医院

张玉英 张希林家庭 阳信县翟王镇沙杨村

许 惠 王子让家庭 无棣县海丰街道河东许村

吕军锋 杨红霞家庭 博兴县锦秋街道胜利三路 219 号

赵洪林 王瑞红家庭 邹平县长山镇东尉村

梁卫国 万海双家庭 滨州市开发区杜店办事处洼梁村

耿玉花 张建华家庭 滨州市高新区小营办事处家属院

胡宝燕 王桂英家庭 滨州市北海经济开发区国家税务局

菏泽市

李时福 刘巧玲家庭 巨野县董官屯镇舒王庄村

王 东 高云花家庭 曹县中兴路 1338 号

朱兆鹏 王 娜家庭 菏泽市牡丹区景韵苑小区

胡中建 宋慧丽家庭 菏泽市开发区丹阳办事处武屯社区

胡屯村



马保江 杨 娟家庭 鄄城县供电公司供销家属院

刘仁法 李国华家庭 成武县锦华锦绣园小区

董 斌 庞婷婷家庭 菏泽市立医院家属院

刘福山 张卫华家庭 菏泽市牡丹区太原北路牡丹新村小区

朱金鸿 刘 倩家庭 菏泽市亨通园小区

李玉成 石庆莲家庭 菏泽市开发区丹阳街道姬庄社区

王 凯 杨 颖家庭 鄄城县舜城国际小区

张建峰 王秀菊家庭 东明县原一初中家属院

王胜利 王爱华家庭 曹县一中缝纫爱华家纺

朱启舜 李秀芹家庭 单县终兴镇朱双楼村

解德振 孟玉凤家庭 巨野县柳林镇清河村

王立新 魏 蕴家庭 成武县名苑小区

关玉广 刘 锋家庭 菏泽市牡丹区长江路 966 号

吕永清 杜彩娥家庭 郓城县金河路盛世华庭小区

刘水源 赵三品家庭 东明县大屯镇刘寨行政村

高兆利 刘秋歌家庭 单县时代花园小区

董常建 朱月环家庭 菏泽市定陶区县城新三街

李文亮 牛胜荣家庭 菏泽市定陶区天中街道定陶区二中家属院

朱仰文 颜玉霞家庭 郓城县双桥镇坡里何庄行政村

省直机关

杨华东 刘瑞秀家庭 济南市槐荫区园丁小区

朱艳芸 王雪松家庭 济南市经十路 24667 号



王博清 丁 滨家庭 日照市东营路 156 号

徐春霞 赵宪峰家庭 济南市槐荫区党杨路绿地国际花都

阴树长 阴玉琴家庭 济南市浆水泉路 30 号

蒋海年 王冬令家庭 济南市历下区旅游路 21717 号

省管企业

刘晓云 王继忠家庭 莱芜市鲁中东大街 108 号

赵启江 刘英超家庭 邹城市龙山北路

省高校

艾 量 刘险峰家庭 济南市历下区经十路 18182 号

慕立义 洪淑梅家庭 山东农业大学文化路家属院

胡桂香 李培荣家庭 济南市历下区文化东路 92 号

董爱美 孙立芹家庭 齐鲁工业大学长清校区

孙世荣 王连军家庭 济南市市中区阳光舜城

胜利油田

马坤俊 张建丽家庭 东营市东营区胜北社区胜凯小区

薛 梅 孙 宾家庭 东营市东营区北一路 1236 号

齐鲁石化

李 华 徐 兵家庭 齐鲁石化公司第二化肥厂

李世栋 丁向红家庭 齐鲁石化公司热电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