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屯昌县（3户）

王波家庭，居住于屯昌县西昌镇更丰村

委会朱芳园村，家庭成员4人。自结婚以

来，王波坚持用真情去帮助孝敬家里老人，

婆媳相处融洽，家庭和睦。王波经常上门看

望留守老人，在生活上尽量提供帮助，并积

极为村里的老人申请救助，深得邻里的信任

和尊重。

陈君家庭，居住于屯昌县乌坡镇鸭塘村

委会六社，家庭成员4人。陈君与丈夫致富

不忘邻里，联合15户成员成立屯昌绿屯利蛋

鸡养殖专业合作社并担任社长职务。陈君主

动到养殖户的养殖场驻场，手把手为乡亲们

传授技术，帮助村民走上了致富的快车道。

何世进家庭，居住于屯昌县枫木镇南挽村

委会南挽村，家庭成员10人。何世进作为家

长，对他人谦和、对子女严格。何世进助人为

乐，经常为村里老人买米、买菜，给老人生活费

用。在村中，他总是带头为贫困学生捐助学

费。10多年来，他为贫困学生捐款9000多元。

陵水县（3户）

唐爱梅家庭，居住于陵水县本号镇乐利

村委会味叭村，家庭成员5人。一家生活和

睦，与邻里相处融洽，友爱互助，家庭成员

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学习进取，得到全村

群众的认可和好评。

傅家杰家庭，居住于陵水黎族自治县三

才镇朝美村委会朝美村，家庭成员6人。傅

家杰的儿子傅永军作为朝美村委会党支部书

记，以父亲傅家杰为榜样，在工作中总是勇

于吃苦，乐于奉献，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

任感，在他的带领下，把村内各项工作开展

得有声有色。

黄丽萍家庭，居住于陵水县文罗镇五星

老庄村，家庭成员5人。黄丽萍积极带动村

里的妇女成立了黎锦合作社，为农村妇女提

供学习、就业的机会。黄丽萍丈夫董儒林也

带领村民成立了新型农民种养专业合作社和

芒果技术协会，带领村民走上致富快车道。

昌江县（3户）

符世海家庭，居住于昌江县乌烈镇纳凤

村，家庭成员6人。由于父母亲年老体弱，

符世海夫妻二人放弃外出打工，留在家里务

农照顾二老。符世海辛勤劳动，艰苦创业。

他拒绝向镇里申请危房改造资金，用自己的

积蓄建起两层小洋楼。两个儿子还成功考上

了重点院校。

钟香伟家庭，居住于昌江县昌化镇大风

村，家庭成员6人。钟香伟带领6户贫困户成

立了养鸽合作社，带领村民发家致富。共资

助42名大学生共计7万元。牵头制定了《大

风村环境卫生村规民约》，发动群众自觉参与

环境卫生整治，树立健康向上的民风村风。

韦玉玲家庭，居住于昌江县叉河镇老羊

地村，家庭成员6人。韦玉玲与丈夫张青荣

养育着三个儿女，还赡养着一个年老失明的

家婆。此外，韦玲玉还抚养小叔家三个年幼

丧父、母亲离家的侄子侄女的重任。不仅养

育他们长大成人，还供养他们上学。

保亭县（2户）

高妹香家庭，居住于保亭县三道镇三弓

村委会新建村，家庭成员6人。高妹香一直

尽心照顾公公婆婆，后又把自己姥姥接来照

顾，一住十几年。高妹香大儿子从警校毕业

后参军，二儿子和小女儿分别考上了理想大

学。一家人夫妻恩爱，儿女成才，孝敬老

人，邻里和谐。

胡春芳家庭，居住于保亭县加茂镇加茂

村委会加茂村，家庭成员6人。胡春芳主动

将孤寡老人接回家中赡养，悉心照顾 17

年。胡春芳是海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黎族

传统纺染织绣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她不计较

个人得失，积极为黎族传统纺、染、织、绣

技艺的保护和传承做出了贡献。

琼中县（2户）
刘爱兰家庭，居住于琼中县营根镇营东

社区，家庭成员9人。刘爱兰领养栽培身有

残疾的侄子陈良。在她的精心培育照顾下，

陈良先后获得国际、全国冠军10个。陈良

曾获得“全国优秀特奥会运动员”、“体育道

德风尚奖”等荣誉称号。

王金儒家庭，居住于琼中县中平镇思河

村委会大坡田村小组，家庭成员5人。多年

来，家庭并不宽裕的王金儒任劳任怨地照顾

着聋哑的公公和盲眼的婆婆，从没半句委屈

的话。悉心抚养孩子成长。现在，2个儿子已

经长大成人，小儿子正在大学读书。

白沙县（2户）

陈顺家庭，居住于白沙县公务员小区，

家庭成员4人。陈顺夫妇洁身自爱，坚持提

高自身素质和品位，率先垂范，为儿子、媳

妇做出榜样。对家里老人十分尊敬和孝顺，

不仅在生活上予以照顾，家中大小事也征询

他们意见，使老人觉得受尊重，在家里有地

位，因而心情开朗。

王琼妹家庭，居住于白沙县细水乡罗任

村委会罗任村，家庭成员5人。王琼妹是罗

任村委会妇女主任。2014年罗任村村民王

升位猝死，留下患有严重精神病的妻子和年

幼的4个女儿。王琼妹主动承担起了照顾这

个不幸家庭孩子的责任，给孩子们从未感受

到的母爱。

省洋浦管委会（2户）

宋楠楠家庭，居住于洋浦经济开发区新

英湾办事处港区社区，家庭成员3人。她不离

不弃，悉心照料着久患病症的丈夫。丈夫病

情突然加重，她坚持照料鼓励丈夫，并最终战

胜了病魔。身为教师，她爱岗敬业，资助两名

罹患白血病学生，把贫困补助名额让给他人。

何琳家庭，居住于海口市大同街道华海

社区，家庭成员 2人。自 2014 年结婚以

来，夫妻两人相亲相爱、同甘共苦，爱岗敬

业、忠于职守，乐于助人、热心公益，备受

他人称赞、邻里认可。

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2户）

岱娥贵家庭，居住于国营红光农场第三

作业区和平队，家庭成员4人。岱娥贵原是

和平队的水电工，几十年如一日为队里职工

服务，不计报酬。2014年，岱娥贵不顾个

人安危，勇救3个落水儿童，受到社会赞

誉。妻子何秀娇在农垦割胶岗位上工作20

多年，兢兢业业，多次获得表彰。

宋孟达家庭，居住于保亭县海南橡胶分

公司新星站一区一队，家庭成员4人。宋孟

达是橡胶承包大户。近三年来，无偿上缴公

司干胶67吨。宋孟达吸纳29户职工成立合

作社，免费为职工提供技术帮扶，带领职工

一起共同致富。

省直机关、企事业单位、驻琼军
警部队（28户）

曾盛家庭，居住于海口市琼山区府城镇

铁桥社区，家庭成员3人。夫妻俩虽然都拥

有令人羡慕的工作，但是他们并不止步于

此，而是卯足了学习的劲头，互相鼓励与支

持，不断提升自身的能力。而在学习工作之

余，他们还不忘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李莉家庭，居住于海口市美兰区南宝

路，家庭成员5人。李莉肩负着“军嫂”和

“警察”的双重身份，认真履行职责、精心

经营家庭，以实际行动和工作业绩诠释着一

名军嫂的执着坚守和边检警察的忠诚敬业。

赵家彪家庭，居住于五指山市通什镇河

南东区，家庭成员4人。在赵家彪的家庭

中，常把“真诚待人、和睦相处、互敬互

爱”这十二个字作为家庭准则。赵家彪爱岗

敬业，始终以保护文化遗产、传承海南少数

民族文化为己任。

刘洪志家庭，居住于海口市龙华区金贸

街道办金海社区，家庭成员3人。他们夫妻

相互尊重，互敬互爱，在家讨论家务事时，

总是以法律法规和公约民俗为标准，对孩子

做到言传身教。夫妻俩尊敬和孝顺双方父

母，家庭和睦。

邱尧家庭，居住于澄迈县县委大院，家

庭成员3人。邱尧参加税务工作二十多年

来，不论在哪个工作岗位，她都勤勤恳恳、

努力工作积极进取。在家里，与丈夫相敬相

爱。一家三口都是公务员，作为人民公仆，

爱岗敬业，任劳任怨。

姬喆家庭，居住于海口市秀英街道秀华

社区，家庭成员6人。姬喆转业到地方后，坚

持用部队的良好作风鞭策着自己努力工作，

以身作则，不折不扣地完成党交给的各项工

作任务。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还为做一

个好儿媳、好妻子、好母亲做出了表率。

李碟家庭，居住于海口市美兰区青年路

和风江岸小区，家庭成员3人。李碟家庭的

家庭教育理念是“注重科学教子，德行优

先”。他们坚信教育不仅仅是教育子女学习

优秀，更重要的是培养孩子明辨是非、积极

向上、乐观自信的人生态度。

李尧家庭，居住于海口市美兰区蓝天街

道龙岐社区，家庭成员3人。三口之家互敬

互爱、积极进取、爱岗敬业、乐于助人，受

到双方单位同事的一致好评，也为大家争做

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

模范树立了榜样。

蔡波家庭，居住于海口市美兰区白龙街

道振兴社区，家庭成员5人。蔡波夫妻二人

爱岗敬业，在各自工作岗位发光发热。蔡波

的父母勤俭持家，勤劳善良，把家庭里里外

外打理得井井有条。家庭成员相亲相爱、和

睦相处。

周艳家庭，居住于海口市美兰区青年路

和风江岸小区，家庭成员3人。结婚17年

来，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工作中都是相互帮

助，积极进取，他们爱岗敬业、尊老爱幼，

共同构建了一个幸福的家庭。一家人相亲、

相爱、和谐美满，深受邻里和同事的好评。

杨金武家庭，居住于海口市龙华区府西

社区，家庭成员4人。杨金武爱岗敬业，在

生活中，夫妻二人相敬如宾，互相支持，热

心公益。在参加“大家来为残疾人捐助一元

钱”募捐活动时，他们鼓励还在上小学的儿

子捐出了自己所有的压岁钱。

何琼武家庭，居住于三亚市解放路光明

社区，家庭成员3人。何琼武家庭是一个崇

尚文明、积极进取、相敬相爱的家庭，夫妻

爱岗敬业，女儿热情礼貌、健康上进，邻里

相处融洽和睦，赢得了周围人的赞美。

罗冲家庭，居住于海口市龙华区金宇街

道金坡社区，家庭成员4人。“内睦者，家

道昌”是罗冲夫妻二人经营家庭的信念。一

直以来，他们夫妻二人举案齐眉、相敬如

宾，对长辈温情照顾，教育子女认真耐心，

共同创建了一个其乐融融、母慈子孝、慎诺

守信的家庭。

林智家庭，居住于海口市桂林洋经济开

发区省机电工程学校，家庭成员5人。林智

与妻子符晓霁都是职业教育工作者，从事在

教育教学、管理服务的一线上，不需扬鞭自

奋蹄。他们在生活中更能理解尊重对方，同

舟共济，其乐融融。

黄新安家庭，居住于临高县加来镇，家

庭成员3人。在黄新安家庭中，非常重视子

女教育，在孩子很小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培

养孩子良好的习惯，让孩子树立正确的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在他们的悉心教育之

下，孩子于2016年考取了理想的大学。

李树林家庭，居住于五指山市红旗路，

家庭成员5人。李树林家庭是三代同堂，一

家人和睦相处，夫妻互敬互爱，互相帮助，

精心经营着幸福美满之家。李树林在平凡的

工作岗位上，积极肯干，倾心敬业，勤奋学

习，努力进取，走过了30多个春秋。

孙博家庭，居住于文昌市文城镇教育

路，家庭成员3人。夫妻两人都在海南外国

语职业学院从事教育工作，虽然工作十分繁

忙，孙博和爱人依然十分重视对孩子的教育，

坚持言传身教，并深信“最好的学前教育就是

父母的陪伴”。

邹德玉家庭，居住于海口市美兰区国兴

街道办兴丹社区，家庭成员4人。邹德玉是

一名爱岗尽责的教师，为学校的数学建模事

业作出了贡献；他也是一名与妻相濡以沫的

丈夫，在妻子罹患癌症之际，不离不弃，执

手同行；他更是一名爱子如命的父亲，三十

三年如一日，不放弃治疗，始终坚守在脑瘫

儿子的身边。

林宁家庭，居住于海口市龙华区海垦街

道，家庭成员6人。为了让患有先天性脑瘫

的大女儿能够正常地接受教育，在接受九年

义务教育期间，每天坚持背送女儿上学，而

女儿也以优异的成绩回报了他们的付出。他

与年过八旬的岳父母一起生活并无微不至地

照顾老人。

简俊敏家庭，居住于海口市美兰区海甸

二东路滨江海岸小区，家庭成员3人。作为

中建八局在海南的骨干力量，夫妻两人也全

身心地投入到了在海南建设的热潮中，积极

为海南大型工程项目实施建设贡献力量。

廖雪兰家庭，居住于文昌市冠南村委会

港东村，家庭成员3人。1992年，从部队退伍

的王永师带着妻子廖雪兰来到了文昌市的石

壁变电站。自此，夫妻坚守着石壁变电站24

年，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守护着这个深山之中

物资匮乏的变电站，从未出过任何差错。

张辉家庭，居住于海口市龙华区海秀中

路诚信小区，家庭成员7人。张辉的家庭

26年来三代同堂，家庭关系和谐，婆媳关

系融洽。多年来张辉的父母亲和岳父岳母一

直共同生活，四位老人互相照应，从来没有

红过脸伤过和气，张辉和妻子在工作上互相

鼓励，共同进步。

吴晓斌家庭，居住于万宁市环市三路政

府新宿舍，家庭成员5人。吴晓斌大学毕业

后到部队工作，因工作原因，直到4年后才

见了父母一面，但父母并无半点怨言，并引

以为荣。妻子不仅是家里的“贤内助”，更

是个懂得孝道的好媳妇，对待公公、婆婆如

同自己的父母一般。

李明光家庭，居住于三亚市迎宾路东岸

假日小区，家庭成员3人。李明光在三沙工

作3年多的时间里，爱岗敬业，业务精湛，

屡获殊荣。结婚以来，因工作原因，夫妻二

人两地分居，难得相聚，妻子默默地用柔弱

肩膀挑起了养育稚龄女儿、照顾年迈父母的

重担。

纪鸿家庭，居住于屯昌县屯城镇海中社

区，家庭成员4人。纪鸿一家坚持轮流守护

着昏迷的父亲五年多。爱人许玉霞从“准媳

妇”开始，她从不嫌脏嫌臭，一起照顾父

亲，邻居都夸她是懂事的好媳妇。纪鸿被查

出患上了糖尿病，妻子更加勤俭持家，积极

生活。

赵云林家庭，居住于海口市琼山区凤翔

街道三峰社区，家庭成员3人。因工作原因

赵云林一家人总是聚少离多，但妻子非常谅

解支持赵云林的工作。他们对双方老人十分

孝顺，夫妻双方不论谁有假期都会带着女儿

回家陪陪老人，以尽为人子女之孝。

王文朋家庭，居住于文昌市文蔚路，家庭

成员5人。这个家庭曾历尽磨难，儿子出生

便有黄疸、右锁骨骨裂、结膜炎等症状，妻子

则有妊娠期糖尿病同院住院。而后，母亲和

父亲又相继罹患重病入院治疗。但是，王文

朋夫妻不离不弃，勇敢面对，举债治病，并在

组织和战友的帮助下，让母亲渡过危险期。

罗益珊家庭，居住于五指山市市委宿舍

区，家庭成员3人。罗益珊家庭和睦，夫妇相

敬如宾，一家老小其乐融融。夫妻常常在空

闲时间陪老人聊聊天；每年主动出资让岳父

岳母到各地旅游，岳父岳母也把家务事打理

得井井有条，让夫妻俩能在外安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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