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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妇联工作
的传统阵地和优势领域。习近平总书记多
次强调：“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
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
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近
年来,我省各级妇联组织紧紧围绕“三个注
重”，立足广大妇女和家庭，持续深入开展

“我的中国梦”，“高原巾帼行”“巾帼心向
党·礼赞新中国”“百万家庭创和谐”等主题
活动，将党的主张、妇联的声音及时传递给
广大妇女，坚定不移引领广大妇女听党话、
跟党走，不断深化家庭文明建设，以好的家
风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在弘扬中华民族
传统美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方面发挥了
妇联组织的独特作用。

寻找最美家庭
家家争当最美

近年来,省妇联不断深化“寻找最美家
庭·让最美家庭遍布大美青海”活动，在全
社会形成了人人学习最美、家家争当最美
的浓厚氛围。

省妇联通过举办家庭道德文明故事
会、文明家风交流会、家训家规评议会、自
编自演文艺节目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在全
省 5000 多个“妇女之家”开展寻找“最美
家庭”活动，全省共涌现出生动可亲、真实
可信、优秀可学的和谐文明家庭 5 万余
户，“最美家庭”9000 余户，其中 5 户家庭
被评为全国首届文明家庭、84 户家庭获
得全国“最美家庭”荣誉称号，1196户家庭
荣获青海省“最美家庭”荣誉称号。同时,
扎实推进家庭廉政文化建设，深化巾帼生
态文明建设等活动，先后开展“保护三江
源 建设美丽家园——巾帼在行动”等，身
体力行传播生态保护理念，践行绿色出
行、绿色健身、绿色消费等低碳生活方
式。深化绿色家庭、低碳家庭、美丽小庭
院（居室）创评活动，评选表彰千余户美丽
小庭院（居室）示范户，实名认证美丽小庭

院（居室）万户。动员更多的家庭在新青海
建设中主动作为。启动“家家幸福安康工
程”等，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家庭落
实，引领广大家庭在践行新时代家庭观中
创造幸福生活。

传播良好家教家风
掀起家和万事兴热潮

省妇联广泛宣传发动，推动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在家庭落地生根。

省、市（州）妇联联合在多地举办“家和
万事兴-家教家风主题展”，以图文并茂、
线上线下、动静结合的形式，向广大群众展
示古代先贤的传世家训、老一辈无产阶级
革命家的红色家风和当代家庭的文明故
事，300多张图片、70多个家风故事，吸引
了近3万名干部职工、教师学生、部队官兵
及各族群众参观、阅览，在全省广大家庭中
掀起了一股家和万事兴的热潮。编印发行

《家和万事兴》《家庭家教家风》《家训家规
家事》《最美家庭故事汇》，3万余册书籍发
放至全省“妇女之家”等，扩大宣传覆盖
面。最美家庭事迹巡讲团深入农村牧区、
街道社区宣讲“最美家庭”精彩故事，积极
引导妇女和家庭自觉接受家庭道德教育，
树立家庭美德观念，形成良好文明家风，提
升家庭文明水平。

多彩家庭文化
见证幸福和谐生活

省妇联探索开展群众性道德实践活动
和家庭文化活动的新路子，连续举办七届
家庭文化艺术节,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

2018年省妇联等部门举办的“民族团
结一家亲 同心共筑中国梦”——第七届全
省家庭文化艺术节展示、“展改革开放成
就·讲最美家庭故事”活动中，400 余件民
间手工艺品、824幅摄影作品、3部视频短
片，生动展示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省城

乡百万家庭发生的巨变。全省千百万的妇
女宣传员、百姓宣讲员以“一讲堂四走进”
活动为载体，广泛宣传“最美家庭”的典型
事迹，充分展示和弘扬家庭美德，传播文明
家风，用身边的榜样教育、感染、引导、带动
广大家庭和群众见贤思齐、崇德向善，弘扬
真善美，传递正能量。丰富多样的群众性
精神文化活动，最广泛地调动了全省广大
妇女和广大家庭参与家庭文化、社区文化、
广场文化建设的积极性，充分展示了新时
期文明家庭创建成果。

书香飘万家
亲子阅读深入家庭

省妇联以“书香飘万家”为主题，在全
省广大家庭中先后开展了“我爱我家 同悦
书香”“好书伴成长，书香润童心”等亲子阅
读系列活动及网络直播，将亲子阅读深入
到家庭中,促进父母与孩子共同成长，以文
化共赏促进家庭文明建设。

省妇联联合有关部门共同举办了“快
乐读书 幸福成长”“中华经典诵读”“书香
青海 礼赞新中国”等具有影响力、参与度
高的亲子阅读活动，通过声音、视频、文
字、图片等全媒体方式向全社会分享亲子
阅读心得体会、成功经验、优秀作品，收看
点击量达 35 万余人次，发挥了亲子阅读
在家庭教育中的独特作用，促进父母与孩
子共同成长，传播科学家庭教育理念，弘
扬家庭文明新风尚，引导广大家庭成员争
做好家庭、涵养好家教、培育好家风。
2019年，省妇联被评为青海省全民阅读推
广中心。

立德树人
帮助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省妇联不断深化家庭教育工作，以“立
德树人”为重点，积极推动未成年人思想道
德建设。联合省教育厅等9部门出台《青

海省关于指导推进家庭教育的五年规划
（2016-2020 年）》，依 托 家 长 学 校 、儿 童
之家、家庭教育指导中心等传播家庭
教育科学知识，深化新时代家庭文明
教育理念，帮助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
扣子。

省妇联、省教工委、省教育厅联合在全
省创建家庭教育指导中心 136 所，并大力
开展“双百”行动（即：每所中心全年至少开
展一次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活动、一次亲子
阅读或实践活动），受益群众达 10 万余
人。打造我省“家庭教育指导和服务进社
区进乡村”活动品牌，建立了一支由教育、
妇联干部、学科专家、“五老”人员组成的青
海省家庭教育讲师团，针对家庭、儿童的需
求提供家庭教育指导和服务，通过专题讲
座、现场指导、家长沙龙、座谈答疑等系列活
动，提升广大家长对家教、家风、家训重要性
的认识，提升家长科学教子能力，发挥家庭
在传承文明、弘扬美德、促进社会和谐中的
重要作用。近年来，共举办家庭教育指导和
服务进社区进乡村活动百余期，培训家长及
监护人2万余人，发放《家长手册》《护蕾手
册》3万余册，构建了家庭、学校、社会和谐
交流的平台。

汇聚合力
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建设儿童之家、儿童快乐家园等关
爱阵地 105 所，为儿童提供学习生活、亲
情关爱、安全保护、心理健康等多种关爱
服务活动,成为留守儿童的温暖之家和
快乐驿站。开展“微心愿圆梦活动”，为
全省千名留守儿童实现了微心愿。大力
实施“春蕾计划”“音乐之声我要上学”

“恒爱行动”等儿童公益项目，覆盖全省
8 个市州，累计救助困境儿童、留守儿童
近 5 万余名。全省万名爱心妈妈为 3 万
名困境儿童、留守儿童送去了情感上的
关怀和物质上的帮助。

西宁市
王国琴家庭 石应萍家庭 朱殿臣家庭 汪生莲家庭
韩 忠家庭 张田龙家庭 李明君家庭 马小娟家庭
焉几何家庭 唐发琴家庭 魏长顺家庭 李兆录家庭
李贵莲家庭 苏廷潮家庭 白元俊家庭 马咸香家庭
邢 莹家庭 才仁羊措家庭
海东市
田发珍家庭 巴生吉家庭 马福祥家庭 王 云家庭
赵桂花家庭 李海霞家庭 杨凤兰家庭 马丽亚家庭
王文德家庭 解玉海家庭 李玉珍家庭 雷占英家庭
黄存贵家庭 马桂兰家庭 张玉龙家庭
拉郎东智家庭 马香梅家庭 马文忠家庭
海西州
王 玲家庭 张勖元家庭 黄 燕家庭 海 青家庭
祁增新家庭 罗玉兰家庭 张小银家庭

仁欠卓玛家庭 宋志峰家庭 曹元兴家庭
王保君家庭 卢晓东家庭
海南州
王有清家庭 余德花家庭 姚巧玲家庭 才秀加家庭
贾 璨家庭 俄日才旦家庭 切江尖措家庭
任国林家庭 扎西才让家庭 东 升家庭
才让多杰家庭 彭毛卓玛家庭
海北州
才让太家庭 张文秀家庭 彭守明家庭
拉 罗家庭 常明学家庭 李 强家庭 马德义家庭
李晓瑞家庭 董措毛家庭 胡 军家庭
英珍卓玛家庭 旦正俄日家庭
玉树州
松 牙家庭 南 江家庭 扎西多杰家庭
多杰才仁家庭 白玛措毛家庭 才代阳家庭

果洛州
拉格忠家庭 索南吉家庭 周 杰家庭
叁 措家庭 托日俄拉玛杰家庭 豆改拉毛家庭
黄南州
刘伟伟家庭 冶二布都家庭 知巴才让家庭
胡贵春家庭 张鹏宵家庭 角毛才让家庭
省直单位
张 漪家庭 项 秀家庭 王宗礼家庭 党春芳家庭
聂晓真家庭 王海功家庭 朱卫平家庭 孙玉兰家庭
侯永祥家庭 曲 颖家庭 高海鹤家庭
企 业
郑秋平家庭 王 胜家庭 马安元家庭
单正军家庭 裴桑杰才旦家庭 仁钦卓玛家庭
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
施胜美家庭 孙诗洋家庭 汪生强家庭
驻青部队
王占武家庭 陈梁家庭 赵林家庭 李鹏飞家庭
田志兵家庭 傅斌家庭 兰新力家庭
省消防救援总队
张晓德家庭 李志凌家庭 玛尼坚家庭

好的家风撑起好的社会风气
本报记者 小王

2019年青海省“最美家庭”
（120户）

西宁市
王兴福家庭 张成玉家庭 马长青家庭 蔡国全家庭
马秀兰家庭 马亥个家庭 马得梅家庭 孙玉秀家庭
寇征德家庭 牟银毛家庭 郭柱祥家庭 李虎林家庭
文绍福家庭 李跃显家庭 李学林家庭 林淑君家庭
方莲桂家庭 董晓慧家庭 季得福家庭 谢玉君家庭
陈彩莲家庭 刘 君家庭 马克斌家庭 张 荣家庭
海东市
祁有栋家庭 姚生梅家庭 朱 梅家庭 仲蓉民家庭
马领兄家庭 应万忠家庭 林品香家庭 刘生华家庭
张梅兰家庭 赵海山家庭 陈九妹家庭 马自力哈家庭
白哇么家庭 东志青家庭 李尕哥家庭 高贝贝家庭
蔡万军家庭 赵春明家庭 索南吉家庭 马吉良家庭

旦 增家庭 马 军家庭 牛索安慈仁家庭
扎西尖措家庭
海西州
王 成家庭 魏吉红家庭 小 马家庭 董宝梅家庭
马文骏家庭 保力德家庭 蔡保山家庭 冶长明家庭
海永龙家庭 宗海青家庭 金 巴家庭 关继山家庭
吉大全家庭 陈素敏家庭 郭绪萍家庭 胡国梅家庭
马青英家庭 代吉卓玛家庭
海南州
樊世梅家庭 肉增才让家庭 程兰家庭 张海玉家庭
王海青家庭 张 炳家庭 马学忠家庭 贾 林家庭
多杰本家庭 更藏多杰家庭 羊杰加家庭 新庄福家庭
羊本加家庭 才让南杰家庭 旦正加家庭 切毛太家庭

肉乃加家庭 杜国春家庭
海北州
冶桂兰家庭 扎西才旦家庭 达勒么家庭 白明芝家庭
陶世成家庭 陈德胜家庭 谈正才家庭 王占寿家庭
朱发山家庭 才让卓玛家庭 俄合加家庭 刘占龙家庭
土旦多杰家庭 杨建武家庭 李福勇家庭 宋长录家庭
张德仓家庭 去智布尖木措家庭
玉树州
陈 亮家庭 旦增达哇家庭 扎西江措家庭
土登江措家庭 尕 多家庭 才旺却丁家庭
果洛州
索南项见家庭 周 措家庭 本 杰家庭 南吉卓玛家庭
卓 尕家庭 尔金拉毛家庭
黄南州
才让东智家庭 桑 巴家庭 武学珍家庭
旦增尖措家庭 下吾关却乎家庭 切 旦家庭

2019年青海省“美丽庭院”示范户
（120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