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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我市 2019 年度“省最美家庭”风采
——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野注重家庭尧注重家教尧注重家风冶重要指示精神袁全面落实中央尧省尧市关于精
神文明建设工作的部署要求袁充分发挥妇女在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中的野两个独特作用冶袁培树宣传践行新时代
家庭观袁弘扬爱国爱家尧相亲相爱尧向上向善尧共建共享的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袁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
家庭领域落细落小落实遥 市妇联扎实推动自下而上尧线上线下尧广泛开展寻找 2019 年度最美家庭活动袁并推荐 13
户家庭上榜野省最美家庭冶袁揭晓野市最美家庭冶132 户遥 本报现聚焦展示上榜省最美家庭风采袁引领广大家庭学最
美尧争最美尧创最美袁用实际行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袁献礼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遥

李大祖、张林雯家庭
一个幸福和谐的家庭需要每个
家庭成员的共同努力遥 李大祖是莆田
消防救援支队政治委员袁作为消防战
线上的野老兵冶袁经常奋战在一线袁带领
全市消防指战员时刻守护着莆阳大地
这片热土遥
妻子张林雯作为闽江学院海洋
学院党务秘书袁日常也是工作繁忙袁但
为了能使丈夫全身心的投入消防救援
工作袁她始终用最阳光尧最坚强的一面
去面对遥 工作上袁她刻苦钻研袁勤勤恳
恳袁尽职尽责遥 在家里袁张林雯支持理
解丈夫工作袁细心照顾公婆尧抚育孩
子袁孝老爱亲尧井井有条袁每天总是早
起晚归袁忙前忙后曰孩子生病发烧袁她
独自一人送孩子去医院曰丈夫的家人
有困难袁她又毅然代替丈夫前去看望

吴德坤、吴美芹家庭

和照料遥而这些袁她都不会主动和丈夫
提及袁当丈夫听说后愧疚地提起时袁她
只简单了说了一句院野没事袁没关系袁我
能行袁你放心吧遥冶正是这相互支持尧相
互鼓励袁让家庭充满温馨与和谐遥
结婚近 20 年袁他们夫妻恩爱尧孝
敬老人尧关怀子女尧热心助人尧邻里和
睦袁诠释了新时代野最美家庭冶的丰富
内涵遥

从清贫生活到创业致富袁他们一
路走来袁历经多少艰辛袁事业从萌芽
到成形袁现为北京中德博大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董事长的吴德坤和妻子吴
美芹始终为人低调尧处事自信尧和睦
相处遥
他们一家礼貌和气待人袁受到家
乡秀屿区东庄镇锦山村村民们的好
评遥 虽然工作繁忙事业在外袁但吴德
坤夫妇每年都抽出时间回家乡照看
和陪伴长辈遥 多年来袁他们始终不忘
清贫出身袁广播爱心袁投身公益袁先后
捐款捐物达上千万元袁为秀屿区公益
助学尧教育扶贫尧医疗救助尧助 老 助
困尧精准扶贫等贡献微薄之力袁赢得
了良好的社会反响遥
虽然事业有成袁但吴德坤尧吴美

刘涵晶、陈少敏家庭
在荔城区西天尾镇有这样一个
家庭院丈夫陈少敏袁是某防爆装甲车
大队的一名现役干部袁 为了保卫祖
国袁辗转南北曰妻子刘涵晶袁是后黄社
区的村务党务专职工作者遥
勤劳尧贤惠体现了军嫂的传统美
德袁自立尧自强展现了军嫂的时代风
貌遥 作为军嫂袁聚少离多袁刘涵晶勇挑
家庭重担袁做丈夫的坚强后盾遥 2016
年她的婆婆子宫肌瘤动手术袁她那时
候也才刚出月子袁 作为一个新手妈
妈袁她既要照顾好宝宝袁又要照顾老
人遥 她每天早起晚归袁忙前忙后袁无怨
无悔袁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袁守护幸福袁
表达军嫂情怀袁 为丈夫撑起了半边
天遥 丈夫也在部队多次立功获嘉奖袁
荣获野十大强军精武标兵冶野优秀共产

野家和万事兴冶袁是他们家庭微信
群名称遥 结婚 10 多年来袁范建斌尧陈
素群夫妻恩爱袁相敬如宾袁夫唱妇随袁
孝顺双方家庭长辈袁虽没有什么轰轰
烈烈的事迹袁 但全家人用自己的勤
劳尧 朴实和宽容守护着最真实的幸
福袁享受着最舒心的生活遥
范建斌是赖店镇副镇长袁每天工
作细碎繁琐袁但夫妻二人始终相敬如
宾袁互相支持袁互相帮助袁有困难共同
面对袁出了问题共同协商解决遥尽管平
时工作都很忙袁范建斌但凡有空就回
家帮助岳母做农活袁在和家人的日常
生活中营造其乐融融的家庭气氛遥 爷
爷奶奶年纪都 90 多岁袁爷爷还有前列
腺疾病袁范建斌尧陈素群夫妻作为野孙
字辈冶袁却经常和老人聊家常袁尽量做

许文辉、蔡元连家庭

党员冶野优
秀干部冶
等称号遥
结婚
6 年来袁
他们夫妻
恩爱袁孝
敬老人袁
风 雨 同
舟袁 用平
凡生活中
的点点滴
滴展示了家和爱的真谛遥 儿子陈刘
源袁 聪明伶俐袁 立志长大后要接替
父亲的岗位袁 他们一家人互相理解袁
互相扶持袁 诠释了 野最美冶 家庭的
深刻内涵遥

许文辉是东海镇上亭村人袁市人
大代表尧莆田市城厢区辉特公司董事
长袁与妻子蔡元连共同经营辉特公司曰
育有三个儿子袁现均已成家立业袁辅佐
公司事务遥 多年来袁他们夫妻和睦尧尊
老爱幼尧团结邻里尧乐于助人袁是村里
有口皆碑的野模范家庭冶遥
作为企业家袁他们夫妻热心社会
公益事业遥 许文辉多方面沟通同行企
业老板袁宣传镇党委尧镇政府的政策法
规袁在依法纳税尧做好社会公益事业及
协助镇中小型企业招收员工等方面袁
做出了积极贡献遥多年来袁许文辉积极
支持镇政府尧村级事业建设袁热心家乡
建设袁共捐款 58 万多元用于登山路建
设尧修桥筑路尧移风易俗晚会尧重阳节
慰问 60 岁以上老人等遥

陈细兰、
林金赞家庭
作为一名湄洲岛普通的家庭妇
女袁家住湄洲镇莲池村上莲池的陈细
兰有着湄洲女淳朴尧善良及睿智的秉
性遥 丈夫林金赞作为莆田市湄洲妈祖
祖庙董事会董事长致力于推广妈祖文
化和推进建设湄洲岛作为世界妈祖文
化中心的工作中袁勤勤恳恳袁凡事以身
作则遥
婆婆林聪治一生都在传播妈祖
文化袁陈细兰在其影响下袁祖庙一有
什么重大活动袁她必定会不辞辛苦积
极参与前期筹备工作袁只要能为妈祖
文化传播事业添砖加瓦袁她说再苦再
累都值得遥
野勤 俭治 家 之本 袁 和 顺 齐 家 之
本袁 谨慎保家之本袁 诗书起家之本袁
忠孝传家之本冶袁 陈细兰一家一直秉

芹夫妻依然
厉行节俭不
忘本袁 注重
身体力行尧
言传身教袁
用自己的行
动 教 育 子
女袁 为子女
做出榜样袁
营造良好的
家庭氛围遥
同时袁带动身边人和乡贤积极参与秀
屿区移风易俗工作袁倡导红白喜事简
办尧好事善事多办袁破除陈规陋习尧反
对铺张浪费等问题袁弘扬中华传统美
德尧树立乡村文明新风尚袁带头践行
振兴乡村战略遥

范建斌、陈素群家庭

结 婚 多年 袁 夫 妻俩 相 濡 以 沫 尧
风雨同舟袁 一同克服了工作和生活中
的种种困难袁 他们用自己的真诚尧 善
良和孝心换来了家庭的美满尧 幸福袁
用实际行动诠释着文明和谐家庭的深
刻内涵遥

姚安富、林玉珠家庭
姚安富担任涵江区国欢镇干部
时袁清正廉洁袁退休后回到家乡国欢
镇沁西村袁继续发挥余热袁担任村两
委的顾问与参谋袁 利用自己的特长袁
配合各中心工作书写宣传标语和墙
报袁为群众排忧解难遥 媳妇许小花是
家乡学校学科带头人袁涵江区优秀教
师袁一直担任高年段班主任遥
野他热心家乡建设袁我们都很支
持遥家务事我全包下来袁他全心全意服
务家乡发展遥冶在妻子林玉珠的大力支
持下袁姚安富带领全家热心农村公益
事业袁 带头捐资 6500 元用于村道建
设袁 捐资 5500 元用于改善村里办学
条件遥 他本人书法作品还参加市助残
助学义捐义拍活动袁为助残奉献一份
爱心遥

黄玉清、王秀风家庭

承着这句家训遥 为了让丈夫工作没有
后顾之忧袁 家中大大小小的事情陈细
兰都亲力亲为遥 作为母亲袁 她言传身
教袁 谆谆教诲袁 在她的带领下袁 他们
的儿子们也创办了海神旅游集团袁 20
多年来袁 海神企业多次捐资助学袁 为
大家津津乐道遥

照料老人尧辛勤工作袁秀屿区东
埔镇度下村村民黄玉清在平凡琐碎
的生活中传递真爱与和谐遥
黄玉清的母亲今年有 85 岁高龄
了袁 平时生活起居都需要人照顾袁虽
然老人家也有几个儿子袁但是基本都
在外地拼搏养家袁 不能常年伴随身
边遥 黄玉清就主动担起了孝养母亲的
责任袁每日的端茶倒水遥 妻子王秀风
在他的影响下袁40 年以来袁 从未与公
婆拌过嘴红过脸袁一日三餐他们都共
同将老母照顾周全遥 不管工作有多忙
多累袁夫妻俩下班后都坚持为母亲按
摩袁带她在院子里活动活动袁晚饭后
给母亲洗脚袁多少年如一日遥
黄玉清的孝心不仅仅在自己的
父母身上袁更是心系乡邻所有的留守

老人遥 每年母亲节当天袁黄玉清都会
组织村里留守老人到自己家里过节袁
为野母亲们冶采购食物尧接送她们尧为
她们洗脚尧剪指甲噎噎样样夫妻俩都
亲力亲为袁替在外拼搏奋斗的游子们
圆尽孝之心遥 他们夫妻用质朴的真爱
传承着野爱老孝亲冶的传统美德袁用实
际行动影响着邻里乡亲袁教育着身边
的子女袁成为了邻里孝顺的表率遥

到使爷爷心情放松尧减轻痛楚遥
野真诚待 人 尧和 睦 相处 尧互 敬 互
爱冶是他们夫妻的座右铭袁他们始终
坚持遵守袁在他们的带动下袁家族里
兄弟姐妹团结尧家庭和睦袁整个大家
庭长尊有序袁 形成了老人关心孩子袁
孩子孝顺老人的良好家庭氛围袁赢得
了街坊四邻的广泛赞誉遥

他们一家继承优良传统袁保持清
廉家风袁积极为公益事业尧美丽乡村
建设尧移风易俗尧老协会等工作袁为抵
制陋习尧弘扬社会主义新风尚贡献力
量遥 一家人还参与重修莆田市姚氏总
祠冲沁姚氏大孝祠袁现已成为省内外
宗亲前往敬祖敦亲尧扩大交流联谊的
教育基地袁受到多方认可赞同遥

郑智勇、方意勤家庭
在涵江区涵东街道袁有这样一个
家庭袁一家人都在公安战线上无私奉
献袁勤勤恳恳袁认真履职遥 丈夫郑智勇
是市第一看守所副所长袁工作出色尧积
极进取袁始终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为宗旨袁严格执法袁热情服务曰平时注
重党性锻炼袁加强情操养成袁能坚持原
则袁不徇私情袁不贪不占袁守住底线袁不
碰红线袁并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遥妻子
方意勤也多次在工作中获得荣誉遥
他们夫妻二人经常教育家属和
子女袁要勤劳致富袁艰苦朴素袁平时要
把好人情关尧金钱关尧权力关曰家庭成
员之间要互相监督尧互相提醒尧互相
帮助遥 儿子郑俊峰 2015 年 4 月 7 日
在江口勇斗歹徒袁光荣负伤袁受到社
会各界的好评袁 先后被评为福建省

野十佳边防卫士冶尧野十佳政法干警冶袁
荣立二等功一次袁省尧市野五四青年奖
章冶袁 莆田市首届野道德模范冶袁并被评
为野中国好人榜冶遥
平时袁 他们一家还尊老爱幼尧主
动帮扶袁热心帮助邻里群众袁受到左
邻右舍的好评和称赞遥

林雅静、
刘东昕家庭

郑林、
黄毅家庭

吴清泉、宋颖家庭

陈万珍、
陈秀芹家庭

家是爱的港湾袁 每个家庭的小爱汇集在一起才能
汇成大爱袁 作为家庭的第二代教育工作者袁 荔城区第
二实验幼儿园园长林雅静在婆婆严谨治学的影响下袁
用 30 年的无私奉献诠释了一代又一代教育工作者的家
国情怀遥
在良好家风的熏陶下袁 在丈夫刘东昕大力支持下袁
林雅静短短三年内就将一所小学附设园打造为 野福建
省示范性幼儿园冶曰 她帮扶的西天尾中心幼儿园等四所
农村中心园通过 野莆田市优质幼儿园冶 验收遥 从 2010
年起到 2019 年袁 为解决 野入园难尧 入园贵冶 的社会难
题袁 她先后创办了五所分园袁 使更多群众享受到优质
的教育资源遥 2012 年她罹患癌症袁 术后半年袁 毅然重
新回到工作岗位袁 顺利通过了 野福建省名园长冶 的验
收考核袁 2016 年被评为 野福建省杰出人民教师冶遥
由于工作繁忙袁 日常生活中袁 她和丈夫彼此宽容
体谅袁 丈夫给予了她最温暖的理解和无限的支持遥 家
庭良好的家风也培养了孩子好学袁 坚韧不拔尧 积极向
上的品格遥

郑林是莆田银保监分局干部袁曾获得全国银团合作
优秀个人尧省金融优秀团干尧先进个人等各类荣誉袁在同
事眼里她是个自带光环的女强人遥 然而她最珍视的荣誉
却是一个身份院军嫂遥
丈夫黄毅是陆军某部少校袁2012 年 2 月他们因共同
爱好结缘袁一路走来已 7 年袁举案齐眉尧相敬如宾尧比翼
双飞是他们婚姻的真实写照遥2016 年丈夫在宁夏执行任
务袁每次产检都是一个人独自前往遥 当年女儿出生袁为了
纪念丈夫在宁夏执行任务的日子袁她特意给女儿名字里
加了个野宁冶字遥 在没有丈夫陪伴的日子里袁家里大事小
事袁都只能是郑林一个人操办遥 黄毅也在部队也十分努
力袁被表彰为优秀党支部书记袁被集团军评为百佳参谋尧
密码工作先进个人袁荣立三等功 1 次袁先后 10 多次获奖
和表彰遥
野嫁给他袁我无怨无悔浴 冶虽然聚少离多袁但作为军嫂
的郑林一心支持丈夫的事业袁她以实际行动袁描绘出新
时代野军嫂冶的良好形象袁照顾家庭袁孝敬老人袁教育孩
子袁撑起了大半边天遥

把握时代脉搏袁用生动的笔触袁勾勒新闻影像袁书写
莆田故事袁一直是吴清泉的努力方向遥 吴清泉任职于莆
田市广播电视台袁作为新闻人袁他勤奋好学袁能干肯干袁
曾先后在叶人民日报曳尧新华社尧中央电视台以及叶福建日
报曳等发表新闻作品 3500 多篇 150 多万字遥 他连续三年
和同事参与省委宣传部尧省广电局举办的野好记者讲好
故事冶野我说新福建冶等活动袁获得两个金奖尧一个银奖遥
妻子宋颖是市老区建设促进会副会长袁 情系老区袁
关心老区袁上海岛尧入深山袁跟随退休的市老领导袁走遍
莆田老区乡村袁助力精准扶贫遥 她负责尧参与福建省黄仲
咸教育奖学金在莆田的发放工作袁16 年来袁 坚持把好资
格审查关尧资金发放关袁累计发放奖学金近 500 万元袁使
7000 多名来自老区的贫困学子得到及时奖助袁感受到了
社会的温暖遥
日常生活里袁他们和睦相处袁互相尊重遥 他们敬老爱
幼袁体贴老人袁在言传身教下袁他们的孩子自觉懂事尧勤
奋刻苦尧用心钻研袁2018 年高考袁以超过 600 分的理科高
考成绩袁考上心仪的大学遥

和睦的家庭袁是幸福的基石遥1990 年袁秀屿区东庄镇
芳店村陈万珍尧 陈秀芹夫妻二人来到西安创业修表曰
1991 年成立西安鸿邦商贸有限公司袁2005 年西安鸿邦
商贸有限公司更名为西安乐邦商贸有限公司袁2013 年成
立惠都购物广场遥 公司的壮大袁离不开他们夫妻的同甘
共苦和拼搏奋斗遥 多年来袁他们夫妻在工作和生活中互
相帮忙照顾袁细心培育孩子成才袁用勤奋与关爱书写美
好的生活遥
作为妈祖故乡人袁他们还不忘弘扬和传播妈祖立德
行善大爱的精神袁是西安灞桥区出了名的善人院全家经
常定期向西安儿童福利院捐款捐物袁 到灞桥区半坡村尧
五星村慰问孤寡老人袁看望白鹿原智障儿童福利院的孩
子们袁前往灞桥养老院送去生活日用品袁用实际行动诠
释野远亲不如近邻冶的真正含义遥
发展不忘家乡人袁夫妻俩还情系桑梓袁热心家乡公
益事业袁 带动家族其他成员投身家乡美丽乡村建设尧精
准扶贫尧移风易俗等袁用真诚之心回馈家乡人民袁传递社
会正能量袁深受家乡群众的赞扬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