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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妇女联合会文件

鲁妇发[2015]10 号

关于命名“齐鲁最美家庭”、省五好文明家庭

和寻找“最美家庭”活动先进组织单位的决定

各市妇联，省直机关妇工委、省高校妇工委、各有关企业女职

工委员会：

自去年开展寻找“最美家庭”活动以来，全省各级妇联以

组织引导广大妇女、家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目

标，紧紧围绕文明山东建设大局，充分利用妇联组织扎根基层

的优势，组织广大妇女和家庭在“妇女之家”说家事、议家风、

谈家规，讲家庭和谐故事、晒家庭幸福生活、展家庭文明风采、

推心目中的“最美家庭”，在全社会形成了争创“最美家庭”

的良好风尚，全省涌现出一大批夫妻和睦、尊老爱幼、科学教

子、勤俭持家、邻里互助的“最美家庭”。经层层推荐、评选，

王克华等 10 个家庭被推选为“齐鲁十大最美家庭”；赵新家庭

等 50 个家庭被推选为“齐鲁最美家庭”。为发挥这些家庭的示

范带动作用，省妇联决定授予王克华等 50 个家庭省五好文明

家庭标兵户荣誉称号；授予邢学香家庭等 126 个家庭省五好文

明家庭荣誉称号；授予济南市妇联等 9个单位寻找“最美家庭”

活动先进组织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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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全省广大家庭以先进为榜样，积极弘扬家庭美德、传

承优秀家风家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家庭和谐促进

社会和谐。各级妇联要认真总结寻找活动经验，积极探索创新

推进寻找活动的方法路径，精心策划，广泛发动，多措开展，

努力使活动在覆盖面上有新拓展，在影响力上有新扩大，在支

撑起好的社会风气上有新作为，为推动我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进程中走在前列作出新贡献。

附：1、“齐鲁十大最美家庭”名单

2、“齐鲁最美家庭”名单

3、省五好文明家庭标兵户名单

4、省五好文明家庭名单

5、寻找“最美家庭”活动先进组织单位名单

山东省妇联

2015 年 5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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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齐鲁十大最美家庭”名单

济南市：王克华家庭

青岛市：昌德松家庭

淄博市：朱彦夫家庭

烟台市：张玉莲家庭

潍坊市：刘晓清家庭

泰安市：和西梅家庭

日照市：辛兴芬家庭

莱芜市：亓 飞家庭

临沂市：张淑贞家庭

德州市：马风娥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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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齐鲁最美家庭”名单

济南市：王克华家庭 赵 新家庭 邹桂兰家庭

韩建平家庭

青岛市：昌德松家庭 王翠珍家庭 梅世恩家庭

淄博市：朱彦夫家庭 白光标家庭 翟锦绪家庭

枣庄市：徐学义家庭 李 潘家庭

东营市：杨凤英家庭 许俊民家庭

烟台市：张玉莲家庭 徐彦龙家庭 谭英哲家庭

潍坊市：刘晓清家庭 单美华家庭 孙爱霞家庭

王旭芳家庭

济宁市：董千里家庭 张茂路家庭

泰安市：和西梅家庭 刘炳清家庭 赵同军家庭

王炳兰家庭

威海市：黄政海家庭 张启玉家庭

日照市：辛兴芬家庭 张晓明家庭

莱芜市：亓 飞家庭 李延云家庭 韦 超家庭

临沂市：张淑贞家庭 刘吉传家庭 陈庆理家庭

岳勤祥家庭

德州市：马风娥家庭 周相国家庭 孙洪香家庭

聊城市：贾树范家庭 孟昭诗家庭

滨州市：程秀华家庭 张文敬家庭

菏泽市：李时福家庭 李志其家庭 刘乃现家庭

胜利油田：王海漫家庭

齐鲁石化：孙志仁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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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省五好文明家庭标兵户名单

济南市：王克华家庭 赵 新家庭 邹桂兰家庭

韩建平家庭

青岛市：昌德松家庭 王翠珍家庭 梅世恩家庭

淄博市：朱彦夫家庭 白光标家庭 翟锦绪家庭

枣庄市：徐学义家庭 李 潘家庭

东营市：杨凤英家庭 许俊民家庭

烟台市：张玉莲家庭 徐彦龙家庭 谭英哲家庭

潍坊市：刘晓清家庭 单美华家庭 孙爱霞家庭

王旭芳家庭

济宁市：董千里家庭 张茂路家庭

泰安市：和西梅家庭 刘炳清家庭 赵同军家庭

王炳兰家庭

威海市：黄政海家庭 张启玉家庭

日照市：辛兴芬家庭 张晓明家庭

莱芜市：亓 飞家庭 李延云家庭 韦 超家庭

临沂市：张淑贞家庭 刘吉传家庭 陈庆理家庭

岳勤祥家庭

德州市：马风娥家庭 周相国家庭 孙洪香家庭

聊城市：贾树范家庭 孟昭诗家庭

滨州市：程秀华家庭 张文敬家庭

菏泽市：李时福家庭 李志其家庭 刘乃现家庭

胜利油田：王海漫家庭

齐鲁石化：孙志仁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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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省五好文明家庭名单

济南市：邢学香家庭 吴国华家庭 李玉芬家庭

罗宗珍家庭 王学燕家庭 张 娟家庭

青岛市：李海涛家庭 孙春暖家庭 张春宵家庭

宋会青家庭

淄博市：郝建法家庭 李先才家庭 孙丽凤家庭

王彦青家庭 王文俊家庭 杨效东家庭

毕于睦家庭 牛志卜家庭 杨桂芹家庭

枣庄市：黄清洪家庭 王洪英家庭 张桂梅家庭

严 敏家庭 张成秀家庭 刘秀芳家庭

东营市：高玉芝家庭 李友梅家庭 任秀凤家庭

薛花龄家庭 于俊坤家庭

烟台市：李桂英家庭 柳树强家庭 曲以耀家庭

温洪福家庭 司兆莉家庭

潍坊市： 嵇旭春家庭 白瑞雪家庭 王金花家庭

刘召芬家庭 吴方忠家庭 杨 丽家庭

齐全伟家庭

济宁市：靳双利家庭 王红岩家庭 朱洪来家庭

韩 杰家庭 蒋呈斌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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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安市：董 艳家庭 高国芳家庭 刘兆娟家庭

张红云家庭 周西平家庭 周秀珍家庭

赵丰志家庭

威海市：

王定花家庭 段云龙家庭 王桂东家庭

尹厚富家庭 李继发家庭

日照市：

朱义梅家庭 安丰英家庭 胡善华家庭

刘玉梅家庭 杨兰英家庭

莱芜市：

杨仲芝家庭 吕金美家庭 马呈爱家庭

陈 燕家庭 刘圣英家庭 韩成伟家庭

吕 潇家庭 李继香家庭

临沂市：刘思连家庭 王孝敬家庭 丁元臻家庭

梁兆利家庭 李克迎家庭 魏振芳家庭

秦承明家庭 侯权大家庭 张金玲家庭

公才东家庭 冀慎柱家庭 赵小龙家庭

蒋洪霞家庭 高 飞家庭

德州市：侯红英家庭 张锦川家庭 李东升家庭

吴香兰家庭 徐 峰家庭 李凌云家庭

王世亮家庭 刘 娥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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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市：

李景芝家庭 井 扬家庭 刘桂荣家庭

张洪启家庭 孟传科家庭 杨甲喜家庭

张仁魁家庭

滨州市：

吴 超家庭 王承法家庭 王恩怀家庭

孙宝秀家庭 王新会家庭 吴宝梅家庭

菏泽市：李留玉家庭 高尚义家庭 刘亚丽家庭

田满菊家庭 刘作战家庭 解德振家庭

王胜利家庭 张素真家庭 李合运家庭

省高校：张 颖家庭

胜利油田：黄 滨家庭 杨 蓉家庭

齐鲁石化：陈 博家庭 陈黎黎家庭 马佃隆家庭

王丽娟家庭 周 维家庭 王洪波家庭

葛 鹏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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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寻找“最美家庭”活动先进组织单位名单

济南市妇联

淄博市妇联

潍坊市妇联

泰安市妇联

日照市妇联

莱芜市妇联

临沂市妇联

菏泽市妇联

齐鲁石化女职工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