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心共建最美和谐家庭
——县委办柰红、李伟家庭

柰红一家是个平凡而又幸福的家

庭，夫妻二人育有一双儿女，老少三代

一起生活。一家人遵纪守法、积极进

取、乐于助人，家庭关系和睦、温馨，深

受邻里好评。

夫妻二人互敬互爱、和谐维家。

遇到事情一起商量，遇到困难一起解

决，共同照顾双方父母，彼此在理解中

成长，相互体谅、坦诚相待，一家老小

平安健康、日子和和美美。

生活中，公婆接送孩子上下学、洗

衣做饭、操持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让

两个年轻人能够踏实、安心的工作。

十一年来，柰红从来没和公婆红过一

次脸、吵过一次架，两位老人也待她如

亲生女儿一般，家庭关系十分融洽。

工作中，柰红认真负责、勤勤恳恳、

任劳任怨，将敬业、热情、耐心的态度贯

穿工作始终。为了提高自身素质，她利

用业余时间积极学习专业知识，克服各

种困难，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优

质、高效完成了接办的各项工作任务。

用爱铸成的一道彩虹
——步行街社区周莉楠、吴刚家庭

周莉楠将“倡导公益服务精神、弘

扬助人为乐美德”内化于心，用自己的

实际行动为公益事业作贡献。

在小区里总能看到穿着红色志愿

者马甲的她，有人乱扔垃圾，她总是第

一时间出来制止；健身器材脏了，她总

是第一个去擦拭；看到乱贴乱画的地

方，她总是第一个去清理。

在她的带动下，丈夫吴刚也加入到

了志愿者队伍。丈夫发挥自己的特长，

每周都免费为社区 60 岁以上老人理

发，每次给老人理发时，她总是帮着打

下手，为等待理发的老人沏茶倒水。

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活动中，她

发挥志愿者的模范带头作用，经常到

小区楼院串门入户，开展宣传，认真听

取群众意见，就群众反映的问题进行

汇总并及时反馈，在她的影响带动下，

社区居民纷纷加入到志愿者行列中。

爱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信念。

她和丈夫用自己的行动践行着“奉献、

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者精神。

用平凡举动诠释大爱与包容
——邵府镇邵府村陈桂利、王树歧家庭

邵府镇邵府村村民陈桂利四十多

年如一日奉养老人，用自己的言行诠

释着新时代孝老爱亲的涵义，赢得了

乡邻的一致称赞。

四十多年前，二十出头的陈桂利

嫁给了邵府村的王树歧。婚后，两人

一直跟老人生活在一起，日子过得虽

不富裕，但却充满了温馨。婆婆晚年

体弱多病，还有点儿糊涂，陈桂利悉心

照料，不怕苦累，任劳任怨，经她细心

照料，婆婆的衣服总是干干净净的，头

发总是梳理得整整齐齐。晚饭后，陈

桂利还经常陪婆婆散步，锻炼身体。

老人每天都乐呵呵的，逢人就说有个

好儿媳。在陈桂利悉心照料下，婆婆

身体变得硬朗了，不爱感冒了。多年

的婆媳生活也使两人愈发亲密无间。

如今，婆婆对儿媳妇陈桂利非常依

赖。总有人说，婆媳关系不好处，但陈

桂利却视婆婆为自己的母亲，用自己

平凡的行动诠释了一个好儿媳的大爱

与包容。

爱岗敬业 共创和谐
——大厂一中段秀英、陈向东家庭

段秀英是大厂一中的一名高级教

师，她有一个幸福的六口之家。夫妻

恩爱、事业有成、敬老爱幼，文明和谐

的家庭生活赢得了周围人的夸赞。

二十多年来，段秀英几乎承担了

家里的所有家务。前些年，双方的老

人都不在大厂，她既要照顾年幼的孩

子，又要洗衣做饭。还有一段时间，

丈夫的姥姥、姥爷还和他们住在了一

起，但段秀英毫无怨言，把老人照顾

得特别好。现在，儿子已长大成人，

工作有成，并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公

婆也回到大厂定居，一家六口互敬互

爱，其乐融融。

工作近三十年来，段秀英一直在

教学一线，连续多年承担高三语文教

学工作，所教班级在历年高考中皆取

得优异成绩。不仅得到领导和同事的

高度评价，更是收获了家长和学生的

赞誉。先后获得“廊坊市未成年人教

育先进工作者”“廊坊市教育改革标

兵”等多项荣誉称号。

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没有惊天

动地的壮举，段秀英一家用平凡生活

中的点点滴滴诠释了亲情的真谛，谱

写了文明、和谐、幸福的动人篇章。

温馨有爱 平凡简单
——县委党校李雪、李青连家庭

李雪与丈夫结婚十五年来一直

相敬如宾，育有一儿一女，和老人共

同生活在一起，有一个令人羡慕的五

口之家。

两人刚结婚时，小姑子还在上高

中，李雪尽心尽力照顾小姑子十余

年。期间，公公患肝癌晚期，她就医

院、家里、单位三边跑，一边照顾年幼

的孩子，一边照顾生病的公公。公公

病故后，剩下婆婆一人，身体又不好，

他们就将婆婆接到家中一起生活，带

老人到外面旅游、散心，在精神上、生

活上给予老人体贴和安慰。

夫妻二人始终把孩子的教育放

在第一位，闲时在家练书法，陪孩子

读课外书，营造良好学习氛围；节假

日，带孩子去科技馆、天文馆等场馆

参观，开拓孩子的眼界；全家人在元

宵节猜灯谜、清明节文明祭扫、端午

节包粽子，让孩子感受中国传统节日

的内涵。

夫妻二人互敬互爱，由于丈夫工

作的特殊性，经常值班，李雪从无怨

言，尽心抚养两个孩子。一家人生活

虽然平凡、简单，但却其乐融融，温馨

有爱。

互敬互爱 任劳任怨
——祁各庄镇大东关村刘立方、王敬宝家庭

刘立方是大东关村的一名普通妇

女，和丈夫结婚近三十年，她孝敬父

母、爱护子女，一家人互助互爱、团结

和睦，家庭幸福美满。

近些年，家中发生重大变故，先是

公公去世，然后大哥和小叔子都因突发

性脑干出血撒手人寰，这几件事使得七

十多岁的婆婆受到了严重打击，一病不

起。刘立方白天上班，晚上去医院伺候

婆婆，端屎端尿、擦洗身体，从无怨言。

为了维持生计，丈夫只能出去打

工，照顾婆婆的重担一下子落在了刘

立方一人身上。每天下班，她先要进

屋看看婆婆，然后做饭、洗衣服、收拾

屋子、给婆婆喂饭，那段时间她瘦了许

多，婆婆看在眼里疼在心上。

与此同时，因大哥和小叔子的相

继离去，那两个小家庭也陷入了困

境。孩子还在读书，弟媳还是残疾人，

生活非常困难，刘立方就义无反顾地

照顾起弟妹一家人的生活。去年春节

前，大嫂被查出椎管瘤，手术后生活不

能自理，她又承担起照顾大嫂的重任。

这么多年，刘立方为这个大家庭做出了

很多牺牲，但她却说“过日子过的就是

人，一家人高高兴兴比什么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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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县最美文明家庭候选家庭事迹简介（一）
平凡简单 和睦融洽

——祁各庄镇半边店村张亚丽、李士柱家庭

张亚丽是祁各庄镇半边店人，有一

个幸福的七口之家。家中有公公、丈

夫、儿子、儿媳和一个可爱的小孙女。

张亚丽和丈夫结婚快四十年了，

一直和公婆住在一起，婆婆去世后，

她每天尽心照顾公公和孙女的饮食

起居，一日三餐，精心准备、科学膳

食。一家人坚持“绿色、环保、节俭”

的生活方式，平日里，开辟荒地种菜

养花、搭棚盖圈饲养家禽，“老法子”

种养的蔬菜和家禽，不但能自给自

足，还能分享给街坊邻居。一家人品

尝着自己的劳动成果，享受着幸福生

活，感到无比快乐。

张亚丽家中六口人，有四名是党

员，全家一直以优秀“党员之家”的标

准要求自己，爱党爱国，带头遵守村规

民约，以“乐观豁达，待人宽容，助人为

乐”的态度，做崇德尚礼，知行统一，文

明健康的新时代幸福之家。

默默奉献 无私付出
——大厂镇小厂村吴秀玲、王凤东家庭

小厂村的吴秀玲有一个崇尚文明，

积极进取，和睦和谐，相敬相爱的家

庭。夫妻相敬如宾，孝敬老人，善待邻

里，事业有成，赢得了周围人的赞美。

吴秀玲一贯坚持党的各项原则，

严格遵纪守法，忠于社会主义事业，参

加工作三十多年来，不论在哪个工作

岗位，她都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努力

工作，表现出强烈的奉献精神和优良

的思想品质，在本职岗位上作出了优

异的成绩。

日常生活中，吴秀玲用言行影响

儿女，一家人热心公益事业，响应号

召，积极参加“献爱心捐款、捐物活

动”。每次村里组织捐款，吴秀玲都

冲在前列；每次村里组织义务劳动，

她也是第一个报名，她热情、积极的

生活方式鼓舞着身边的人，她用自己

的微薄之力去帮助别人，传递爱心、

奉献温暖。

亲善产生幸福 文明带来和谐
——大厂镇大厂一村山文艳、吴大维家庭

大厂一村的山文艳，是一名普通的

家庭妇女，他们家不慕新潮，不摆阔气，

处处精打细算，用之有度。在她的教育

下，女儿衣着朴实大方，从不大手大脚

乱花钱，养成了勤俭节约的好习惯。

“家和万事兴”，一个和睦的家庭

之所以和睦，总结出一条经验就是“真

诚待人、和睦相处、互敬互爱”。在他

们家，家庭成员之间有着能相互理解、

和睦相处的生活氛围；有着积极乐观、

健康向上的生活态度；有着热爱生活、

珍惜当下的良好心态；有着孝敬老人、

尊重长辈的传统美德。

山文艳家崇尚平等、和谐的家风，

受到了全村百姓的好评。山文艳常

说，一个家庭的建立，是非常艰难的，

要想日子越过越好，必须打好地基，而

地基就是良好的家风，家庭成员间彼

此和睦相处、互相关心、互相爱护，这

样的日子必定越过越红火。

大爱先行 弘扬正气
——大厂镇小厂村海梦、马飞家庭

海梦是小厂村一名普通妇女，她

的丈夫马飞是一名党员。2005年，夫

妻二人成立了以牛羊肉加工为主的大

统食品有限公司。2018年，大统食品

有限公司加入到爱心企业行列中，每

年都对孩子和贫困妇女捐款、捐物约

2.5万元。海梦更是经常到他们家中，

帮助解决生活中的一些困难。

在日常生活中，夫妻二人和睦相

处、互敬互爱，为了公益事业而舍小

家、顾大家，丈夫更是在妻子的大力支

持下，带动其他爱心企业参与到公益

事业中，为需要帮助的人带去温暖，为

这个社会带去更多正能量。

大爱先行，弘扬正气，是海梦家

庭给予受助孩子们最宝贵的财富。

海梦的生活准则是“真诚待人、和睦

相处、互敬互爱”，她也一直用自己的

实际行动践行着她的生活准则，用自

己的一份微薄之力给予更多人“无

限”的温暖，让爱传播希望，让爱点亮

明天。

传承好家教 成就好家风
——大厂镇于各庄村李秋霞、刘国强家庭

大厂镇于各庄村的李秋霞一家，

是个人人羡慕的幸福之家，全家一共

五口人，上有两位老人，下有一个女

儿，家庭和睦，父慈子孝，妻贤夫顺，深

受周围人的好评。

李秋霞的公公刘广栋是一名老党

员，“知理、识理、守理、夫妻和睦。”李

秋霞一直记着刚进门时公公对她说的

这句话。在生活中，她一直秉承良好

家风的原则，与丈夫互相体谅、坦诚相

待；从未与公婆红过脸、拌过嘴。

“要忠于党，忠于家人，堂堂正正

做人，踏踏实实做事”，公公的处事原

则让她深受震憾与触动，她一直积极

参加村委会组织的各项活动，配合村

委会完成村里的各项工作目标。

牵手相伴十几个春夏秋冬，她的

女儿已经 15 岁，学习成绩优异，品行

端正，是老师口中的好学生，这是良

好家风传承的结果，只有千千万万个

家庭的家风好，子女教育得好，社会

风气才能好。

传承良好家风 共创文明家庭
——县祁各庄中心学校刘玉洁、李聪家庭

刘玉洁勤俭持家、作风优良，家庭

成员相亲相爱、和睦相处，五口之家文

明幸福、其乐融融。

刘玉洁和丈夫相互尊重、彼此爱

护，家庭成员关系融洽、相互扶持；公婆

尊重年轻人的想法，夫妻二人孝顺父

母，工作之余，尽量给家人最多的陪伴。

刘玉洁一家家风淳朴，家教优

良。他们用自己实际行动教育孩子，

尊重长辈、友爱他人、学会分享。此

外，还培养孩子养成爱读书的好习惯，

促使孩子全面发展。一家人从不奢侈

浪费，家里每次都是人走灯灭；家庭用

水时重复利用；买东西以实用为主，从

生活中的点滴小事做起，坚持文明健

康的生活方式。

夫妻二人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

艰苦奋斗，争创佳绩。刘玉洁作为人

民教师，坚信“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

师”，把学生的发展放在第一位，努力

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争做学生的良

师益友。

用顽强毅力谱写生命奇迹
——邵府镇岗子屯村韩淑香、袁少军家庭

邵府镇岗子屯村村民韩淑香三十

年如一日养育患有脑瘫的儿子，照顾年

迈多病的婆婆，用最朴素的方式延展着

家庭责任感，诠释着爱与奉献的真谛。

1987 年，韩淑香的儿子袁浩出生

了，令人没想到的是孩子一出生就被确

诊为脑瘫，存在语言和肢体障碍。亲戚

朋友都劝她把孩子送走，她却说，既然

把这个小生命带到世上，就该对他负责

任，抛弃孩子自己会良心不安，无论生

活如何艰难，都要给孩子治病，承担起

做母亲的责任。从此，照顾患病儿子占

据了韩淑香全部的精力。同时，婆婆随

着年纪增大，各种疾病缠身，严重的糖

尿病最终导致老人无法行走，只能依靠

轮椅代步。带婆婆出门散步，成了韩淑

香每天要做的事。她说，老人在外面能

看到很多邻居，和大家一起有说有笑开

心不少，只要老人开心，自己也高兴。

儿子袁浩和婆婆在2018年相继去

世，于大多数人来说可能是一种解脱，

可对韩淑香来说，却是失去了心里最

重要的依靠。韩淑香这位普通的家庭

妇女，用超乎常人的顽强毅力无微不

至地照顾婆婆和儿子，成为了村里人

公认的好儿媳、好母亲。

自强不息 坚毅撑家
——邵府镇大仁庄村王宝荣家庭

她没有强壮有力的臂膀，柔弱的双

肩毅然成为了婆婆和年幼儿女的坚实

依靠；她没有满腹经纶的学识，血液里

却流淌着孝老爱亲的中华传统美德；她

不曾豪言壮语，内心深处却从未屈服于

多年的艰辛生活。她就是邵府镇大仁

庄的王宝荣——一位平凡又不平凡的

女性。

王宝荣与丈夫相敬如宾，与婆婆亲

胜母女，一双儿女围绕膝前，家里虽不

宽裕，倒也自给自足，温馨平静。然而，

2008年一场车祸无情地夺去了丈夫的

生命。爱人骤然离世，生活的沉重压

力，让王宝荣伤心欲绝，但看到年迈无

依的婆婆和尚未成年的儿女，她又强忍

着心中的悲痛，用自己的双手支撑起这

一家老小的生活。

王宝荣没有读过多少书，也没有专

业技能，很难找到一份能养家糊口的工

作，但她硬是一个人靠种地承担起全家

人的吃穿用度。三十年来，王宝荣每天

天还没亮就起身为婆婆、儿子、女儿做

好早饭，然后就开始了一天的劳作。

王宝荣用她的爱温暖了婆婆的晚

年，照亮了儿女前行的路，也感动和鼓舞

着身边的人，写下了动人的坚毅诗篇。

三代同堂 和和美美
——永安里社区任巧妹、门超家庭

任巧妹的家庭三代同堂，温馨和

睦。家里的两位老人都是党员，从事过

教育事业，丈夫和她都是高中教师，儿

子在读小学。

任巧妹任教于大厂一中。十多年

来，凭借深厚的专业知识，扎实的教学

基本功和丰富的教学手段，培养了多名

优秀毕业生，获得各类嘉奖数次。丈夫

是一名高中教师兼班主任，每天披星戴

月早出晚归，没有时间照顾家庭，对此，

她毫无怨言，理解并支持丈夫的工作。

她们一家人非常重视家庭文化的

建设。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从事

任何不健康的活动。每天家人都会一

起观看新闻，读读书报，评述国内外事

件，讨论热点问题，培养开阔的视野；闲

暇时间公公会跟孙子一起下象棋、围

棋，讲讲故事，培养孩子健康的兴趣爱

好；傍晚时分她和丈夫陪伴孩子踢踢

球，跳跳绳，锻炼健康的体魄。同时，一

家人都热心公益事业。孩子的爷爷经

常参加幼儿园的各种志愿者活动，成为

了幼儿园老师们最熟悉的家长。现在，

爷爷在小学担任义务课外辅导员，教孩

子们围棋。她和丈夫积极参加捐款捐

物、义务献血等活动。

赠人玫瑰 手留余香
——陈府镇王唐庄村周春美、王学明家庭

周春美是陈府镇王唐庄村的村民，

2019 年 2 月的一天，周春美正要吃晚

饭，发现大门外一名骑着电动车的女

子，神情紧张，欲言又止，旁边一名小女

孩居然赤裸着下半身，还光着一只脚，

脸色发紫，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周春美

立即将小女孩抱回屋中并警惕地询问

女子，该女子说她们是出来玩迷路了，

想让孩子进屋暖和暖和，对于小女孩为

什么赤裸下半身却只字未提。周春美

将小女孩抱进屋，让大女儿找来棉衣给

小女孩穿上，给小女孩盖上被子后又端

来饭菜让小女孩吃下。见小女孩脸色

渐渐恢复，周春美才细问起来。原来，

女子是小女孩三叔的前妻，因受刺激导

致精神时好时坏，她将小女孩带到村

外，扒掉小女孩的衣服，并用衣服勒小

女孩脖子，试图让小女孩屈服于她。听

到此，周春美一家人立即报了警，在民

警帮助下，该女子父母将其领回家，并

将小女孩送回家中。

周春美面对可怜的小女孩，丝毫

没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冷漠心

态，而是古道热肠地帮助她，也正是周

春美这种乐于助人的精神给这个寒冬

带来阵阵暖意。

脚踏实地 服务村民
——陈府镇东杨辛庄村李秀华、王德生家庭

今年61岁的李秀华是陈府镇东杨

辛庄村妇联主席、计生专干、党支部委

员。多年来，李秀华在镇村两级干部

的正确领导下，成为了村里公认的致

富能手、好干部、妇女儿童的娘家人。

作为致富能手，李秀华不忘众乡

亲，自己的工厂常年雇佣村内闲散农

户，帮助他们维持生计。“自己富了不

算富，大家富了才算富。”这是李秀华

常说的话，她也是这样做的，面对村民

的咨询请教，她总是毫不保留地传授

自己的致富心得，每当邻里生活上有

困难时，她也总是主动上前帮助。

作为村里的妇联主席和计生专

干，李秀华鼓励村内妇女自立自强，自

食其力，为此，她组织开展技能培训十

余次，帮助她们增强致富本领。作为

村干部，李秀华每天奔走于村民家中，

主动开展宣传工作，使村民中心活动

广场和村内道路成功修建，为村民提

供了便利。尤其是今年，美丽庭院在

陈府镇全域进行创建，她不仅利用村

级广播进行宣传，还骑着电瓶车把明

白纸、宣传折页发放到每一户村民家

中，让党的好政策在东杨辛庄村遍地

开花。

全村妇女的贴心人
——邵府镇岗子屯村张淑凤、朱连合家庭

张淑凤，现任邵府镇岗子屯村妇

联主席、计生专干、会计，连续三届任

县人大代表，曾多次获得“县优秀共产

党员”“廊坊市优秀廉政文化宣传员”

“县优秀妇女工作者”“55周年县庆优

秀个人”“星级文明家庭标兵”等多项

荣誉称号。工作三十多年来，她始终

以“服从领导、团结同志、认真学习、扎

实工作”为准则，以高度的责任感、强

烈的事业心和出色的工作能力，扎根

在基层服务群众，为推动新农村建设

做出了重要贡献。

实施妇女信访代理工作以来，张淑

凤深刻感受到自身法律知识的匮乏，一

方面她积极参加县镇妇联组织的妇女

信访代理员培训班，另一方面利用业余

时间深入学习了《信访条例》《妇联组织

信访工作规定》《河北省妇联信访工作

制定》《劳动法》《土地承包法》等法律法

规以及涉及农村工作的政策规定。

2019年以来，张淑凤共解决个体性矛盾

纠纷3起，协助解决集体访１起，切实

做到贴近妇女、倾听诉求、提供服务，将

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将矛盾化

解在村内，为营造和谐稳定的村庄环境

起到了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