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亚市（5户）

董文川家庭，居住于三亚育才生态区马

亮村委会，家庭成员3人。董文川作为一名

教师，与妻子董月燕相敬如宾，互相支持，

有困难共同面对。由于不跟老人住在一起，

每逢寒暑假期尽可能多陪老人，言传身教，

家风优良。

莫丽娟家庭，居住于三亚市天涯区机场

社区，家庭成员3人。莫丽娟全力支持丈夫

在部队建功立业，献身国防事业，她甘愿用

“小爱书大爱”。她丈夫2008年随海军舰艇

编队远赴亚丁湾、索马里执行护航任务，她

勇挑家庭，关心孝敬公婆、照顾年幼小孩。

吴雪莲家庭，居住于三亚市商品街社

区，家庭成员4人。吴雪莲家庭互敬互助、

尊老爱幼、热心公益的点滴言行深深打动着

身边的每一个人，在生活中充分发扬中华民

族传统美德，为文明家庭建设做出了表率。

杨小锋家庭，居住于三亚市天涯区鸭子

塘社区，家庭成员3人。杨小锋平时忙于农

业科研工作，妻子李阳主动承担了照看小

孩、照顾年迈父母的重任，把家里家外操持

得有条不紊。杨小锋先后主持和承担国家级

项目12项，省级项目14项，市级项目20

项。

周美君家庭，居住于三亚市天涯区鱼港

街，家庭成员3人。周美君担任河西环卫局

二队副队长，担负着监督一线清扫工人上岗

情况及道路的保洁质量，丈夫也默默地在背

后支持着她。夫妻和睦，家人互相尊重，互

敬互爱。在邻里关系上，热心左邻右舍，关

系和睦。

三沙市（2户）

蒋宏清家庭，居住于海口市秀英区海秀

街道金鼎社区，家庭成员3人。蒋宏清驻

岛任务重，照顾家庭较少，对此妻子陈虹

从无怨言，坚决支持丈夫在三沙工作。夫

妻俩孝敬老人，家教良好，家风淳朴，热

心公益。

杨成武家庭，居住于海口市美兰区大致

坡镇咸来墟田村二队，家庭成员4人。2012

年杨成武来到三沙永兴食堂工作并担任主

厨，夫唱妇随，夫妻一起乐守天涯。杨成武爱

岗敬业，业绩突出，首届海南国际美食博览

会上荣获“海南琼菜十大名厨”称号。

儋州市（5户）

韦欢娥家庭，居住于儋州市那大镇东坡

路，家庭成员7人。自建起残疾人康复中

心，韦欢娥一家上下不辞辛苦、任劳任怨为

残疾人当志愿者、当护工。韦欢娥获评

2011年中国当代爱心公益人物，2012年获

评全国孝亲敬老之星等多项荣誉称号。

林雪丹家庭，居住于儋州市那大镇塘坡

村，家庭成员6人。林雪丹孝敬父母，关爱

子女，她的模范行为深得邻里称赞。塘坡村

小组里常年在外打工的子女，以林雪丹家庭

为楷模，现在全村尊老养老已蔚然成风。

吴媛家庭，居住于儋州市人民医院宿舍

区，家庭成员5人。家庭成员五人中有4人

是医务工作者。全家人互敬互爱，婆媳之

间、姑嫂之间关系十分亲密。家庭注重学

习，注重家教，传承家风，是移风易俗的典

范。

薛为榜家庭，居住于儋州市峨蔓镇长荣

村委会夏方村，家庭成员5人。薛为榜是儋

州市峨蔓镇笔架小学校长。学校是一所偏远

乡村小学，薛为榜与妻子羊尾坤坚持了13

年，供养了83个孤儿，主动招收了13名特

困孩子，支持帮助孩子们读书、成长。

周先涛家庭，居住于儋州市那大镇东风

管区先锋社区，家庭成员4人。周先涛夫妇

忠诚恩爱、孝老爱亲、勤俭持家。在妻子患

病的近3年时间里，周先涛陪伴身边，多方

寻医问药，带着妻子参加各种利于恢复健康

的活动，让妻子树立起战胜病魔的信心。

琼海市（4户）

陈丁胜家庭，居住于琼海市嘉积镇龙利

坡社区，家庭成员5人。作为一家26年民

营企业的掌舵人，他将“家·孝”作为公司

的企业文化。不论是员工或员工家属因病住

院、家庭困难、员工子女上学等事宜，他都

会亲力亲为，深受企业员工和邻里称赞。

何彩仙家庭，居住于琼海市博鳌镇乐城

村委会西门村组，家庭成员6人。何彩仙十

年如一日，三餐悉心照料身患偏瘫的公公和

得了老年痴呆症的婆婆，不仅为孩子们树立

了好榜样，也深得乡亲邻里的赞誉，是孝老

爱亲的好典范。

胡婷婷家庭，居住于琼海市嘉积镇加囊

社区，家庭成员5人。胡婷婷夫妇时刻以一

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兢兢业

业，任劳任怨。家风家教严谨，日常生活相

互影响、相互激励、相互提醒、相互监督、

相互提高，深受单位干部群众和邻里称赞。

李选健家庭，居住于琼海市嘉积镇纪纲

社区，家庭成员4人。李选健夫妇结婚二十

多年，夫妻相亲相爱，家里总是充满着和谐

的气氛，得到同事和邻里的赞扬。他言传身

教，帮妻子做家务，陪孩子做作业，家庭成

员尊重长辈、遵纪守法，家风醇正。

文昌市（4户）

吴敬家庭，居住于文昌市会文镇会文村

委会会新村，家庭成员3人。吴敬创立了金

泰椰棕制品加工厂。除了创造条件为残疾人

提供就业岗位外，他还积极捐资扶困助残，

尽己所能帮助他人。言行身教树榜样，夫妻

用行动教导自己的孩子要乐善好施，热心助

人，修身养德。

梁亚宽家庭，居住于文昌市锦山镇桥坡

村委会湖桥村，家庭成员8人。被誉为“南

国西瓜王”的梁亚宽，他把加美村总计250

亩撂荒地整合成大棚瓜菜种植基地，为贫困

户增加收入搭建平台。梁亚宽曾荣获全国劳

动模范等称号。

黄丽君家庭，居住于文昌市文城镇造福

村委会下村二村，家庭成员6人。黄丽君是

位普通的农村妇女和农村医疗站卫生员，在

村里积极上门为老人进行免费体检，对于村

里的五保户和因为瘫痪、年迈而行动不便的

村民，她都坚持上门服务，把他们当做自己

的家人一样悉心照顾。

黄玉香家庭，居住于文昌市东郊镇建华

山村委会港头村一队，家庭成员13人。黄

玉香从卖水果的小生意，发展成为拥有600

多名员工的“和友集团”。黄玉香热心教育

事业，帮贫助困，拥军优属， 主动赡养孤

寡老人，设立了“和友福利基金会”。

万宁市（4户）

李兰燕家庭，居住于万宁市和乐镇大山

村委会坡田村，家庭成员4人。李兰燕身为

一名普通的基层农村妇女干部，二十几年来

正确处理家庭农活和基层工作，她的婆婆一

直支持和鼓励她，带她走出困境，迈向成

熟。李兰燕家庭和睦，尊老爱幼，深受邻里

称赞。

王有良家庭，居住于万宁市三更罗镇上

溪村委会常树村，家庭成员5人。三更罗镇

地处山区，是黎族苗族聚居地，教育条件落

后。但王有良家庭始终坚持“再穷不能穷孩

子，再穷不能穷教育”信念，培育出了一名

美容理发师和两名大学生，为当地家庭教育

做出了示范。

王江燕家庭，居住于万宁市东澳镇龙山

村委会龙山村，家庭成员4人。从2008年

起，王江燕主动照顾村里89岁高龄的孤寡

老人王玉花。至今，王江燕一家三代每天为

老人端水送饭，帮老人洗身擦背、换洗衣

服，现已97岁的孤寡老人王玉花精神面貌

良好，安享晚年生活的幸福。

钟少玲家庭，居住于万宁市万城镇益民

村委会洪圯坡村，家庭成员6人。钟少玲家

庭是一个四代同堂、温馨幸福的家庭。家里

虽不富裕，但全家孝亲敬老，互敬互爱，积

极进取，热爱生活。多年来，一家人与邻居

和谐相处，相互间彼此尊重，结下了很好的

人缘，也赢得了良好的口碑。

东方市（4户）

李娟家庭，居住于东方市八所镇八所港

南区，家庭成员6人。十年来，李娟和丈夫

王刚相濡以沫，和睦相处。生活上，通过家

庭会议的形式消除生活中的矛盾对家庭成员

的影响，以阳光的心态去对待每一天。邻里

间和睦相处、热心帮助，得到邻里乡亲充分

的肯定和信任。

陈任能家庭，居住于东方市江边乡，家

庭成员3人。陈任能和妻子周丽村都是普通

的小学教师，他们把“学厚为师，德高为

范”这八个字谨记心间，并让它做为标尺来

衡量自己的教学得失。夫妻二人相敬如宾，

吃苦耐劳，勤奋工作，乐于助人。

吴清忠家庭，居住于东方市东河镇东新

村八队，家庭成员10人。吴清忠家庭是东新

村一个平凡的黎族家庭，家里三代同堂。吴

清忠与妻子卢春英在生活和工作中相互照

顾、信任、支持，家庭中很少出现矛盾冲突，形

成了互相理解、尊重关爱的良好家风。

唐瑭家庭，居住于东方市八所镇东海社

区，家庭成员5人。唐瑭与丈夫章生和心心

相印、互敬互爱，在生活中相互尊重、相互

信任；在工作中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家庭

成员热心公益，只要大家有什么需要帮忙

的，他们都尽可能地给予热心帮助。

五指山市（2户）

洪丽珍家庭，居住于五指山市畅好乡保

国村委会毛庆村小组，家庭成员6人。她与婆

婆二人乐于助人，主动上门帮助村里长期卧

病在床或妻子体弱多病的五保户。洪丽珍全

家发展养殖、种植业，成了村里致富带头人。

黄玉珠家庭，居住于五指山市毛道乡毛

枝村委会牙冲村小组，家庭成员4人。黄玉

珠是毛道乡毛枝村委会书记、主任。黄玉珠

的婆婆因病住院时，黄玉珠一直在病床前无

微不至地照顾。遇到村委会工作繁忙时，黄

玉珠有时不能兼顾家庭，婆婆也支持理解

她，并把家务都揽下来。婆媳俩相互体谅、

帮助，营造良好的家庭环境。

乐东县（4户）

邢谷锡家庭，居住于乐东县黄流镇佛老

村，家庭成员25人（四世同堂）。邢谷锡热

心公益，倡议成立爱心促进会，除了自己捐款

捐物，7年发动家族捐款累计20余万元，共

扶助奖励800多人次，接济23名特困生圆大

学梦。他关心年轻人发展，帮助2名刑释人

员创业并成为当地的种植、运输大户。

邢源霞家庭，居住于乐东县万冲镇中心

学校，家庭成员3人。邢源霞扎根山区执教

19年无怨无悔，她既是严师，又是慈母，

全校孩子们都叫她“老师妈妈”。生活中，

她和丈夫孝老爱亲，奶奶病重期间，她和丈

夫喂饭换药、端屎倒尿，几乎成了奶奶的

“特别护士”。

关志强家庭，居住于乐东县利国镇荷口

村，家庭成员5人。关志强扎根乡村从医

20年，对村中贫困户、五保户、残疾人，

从不收取医药费；对行动不便老人，主动上

门诊治。他和爱人每年操办村春节联欢晚会

和运动会，组建荷口村怡笑健身舞队，妇女

健身运动在当地蔚然成风。

张玉珍家庭，居住于海南省莺歌海盐

场，家庭成员4名。张玉珍面对家公长年瘫

痪卧床，丈夫身患癌症双目失明的家庭不

幸，坚强乐观精神，用责任、爱心、亲情，

不离不弃长年累月照顾家公和丈夫的起居生

活，撑起这个不幸家庭的一片蓝天，诠释了

中华民族传统孝道精神。

澄迈县（4户）

王太积家庭，居住于澄迈县昆仑农场桔

园路，家庭成员8人。王太吉家庭成员发扬

尊老爱幼、勤俭持家的优良传统，互相尊

重、互相支持，有困难共同面对，从来没有

因生活琐事而吵架，还经常为家庭困难的邻

居们提供热心帮助。

王海菊家庭，居住于澄迈县文儒镇文儒

村委会良田村，家庭成员4人。王海菊家庭

成员互敬互爱，相互扶持。王海菊的丈夫陈

焕义患有帕金森综合征，公公婆婆也年迈多

病。王海菊想方设法赚钱支付丈夫的治疗费

和两个孩子的上学费用，树立了勤俭持家好

榜样。

王慧文家庭，居住于澄迈县华能海口电

厂发电部，家庭成员5人。王慧文家庭始终

爱岗敬业，任劳任怨，不计得失，多次受到

单位表彰。王慧文夫妻二人热心公益事业，

经常参加公益活动奉献爱心。邻里有困难之

时，他们都会伸出援助之手。

沈爽家庭，居住于海口市消防总队家属

大院，家庭成员3人。沈爽家庭一个以海为

伴，卫国戍边；一个以消防为家，保民平

安。为了完成各类勤务工作，夫妻俩不得不

将刚满两岁的孩子送到湖南老家，用满腔的

热情和忠诚履行着军人的职责，他们用实际

行动践行了一个军人家庭对党和人民的忠

诚。

临高县（3户）

张学斌家庭，居住于临高县东英镇灵山

村委会龙安村，家庭成员6人。张学斌家庭

成员遵纪守法，爱岗敬业，家庭和睦，夫妇

相敬如宾，善待邻里，尊老爱幼。家庭生活

朴素，勤俭持家，以德育人，重视子女教

育，热心公益，乐于助人，勇于承担。

陈智家庭，居住于临高县加来农场加来

镇新市路，家庭成员3人。陈智夫妇爱岗敬

业，曾多次被评为所在单位先进工作者、优

秀党员。夫妇重视子女教育，让子女健康成

长，学有所成，对双方父母十分尊敬和孝

顺，家庭和睦，邻里和谐。

符冠众家庭，居住于临高县加来农场美

积作业区，家庭成员4人。符冠众夫妇与邻

里和睦相处，关心照顾村里孤寡老人，积极

参与村里环境卫生整治。夫妇因地制宜，发

展南瓜种植业，在致富后不忘村民，在资

金、种苗和技术上帮助村民种植南瓜，带领

村民走上发家致富之路。

定安县（4户）

孙衍吾家庭，居住于定安县定城镇山椒

社区，家庭成员4人。孙衍吾在家人的支持

下，投入大量人力财力，36年如一日创办

供群众借阅书籍的“知海书屋”。孙衍吾家

庭夫妻和睦，尊老爱幼，团结邻里，乐于助

人，是有口碑的“学雷锋家庭”。

徐春香家庭，居住于定安县见龙大道春

阳江城国际小区，家庭成员5人。徐春香家

庭成员都热爱琼剧艺术，其儿子、女儿现今都

从事音乐艺术方面工作，并取得良好成绩，是

一个“音乐之家”。公婆相继病倒后，徐春香

主动承担了操持家务和照顾公婆的重任，她

侍奉老人，教导孩子，帮助邻里。

吴莉秋家庭，居住于定安县定安城镇见

龙大道莫村社区，家庭成员8人。吴莉秋与

丈夫吴清美和谐相处，尊老爱幼，团结邻

里，乐于助人，深深打动着每个村民。结婚

30年来，不管工作有多苦多累，她时刻不

忘照顾两位老人和两位精神病残的弟弟。

苏秀波家庭，居住于定安县雷鸣镇龙梅

村委会梅种村，家庭成员11人。20多年

来，苏秀波通过先养鸭致富，后帮助和带动村

民养鸭走上致富路。苏秀波一家带头捐款，

组织群众集资改善村里环境。每年村里捐款

欢送学生考学升学，他们一家都主动捐款。

(下转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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