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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17日电（记者吴晶、

黄小希）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17日

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亲切会见

参加大会的新一届全国文明城市、文明村

镇、文明单位、文明校园、未成年人思想道

德建设工作先进代表和全国道德模范代

表，向全体代表表示热烈的祝贺，勉励他们

再接再厉，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再

立新功、作出表率。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明委主

任王沪宁参加会见并出席表彰大会。

17 日上午，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暖

意融融，参加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

会的 600 多名代表精神饱满、笑容洋溢。

9 时 30 分，习近平等来到这里，现场响起

热烈掌声。习近平等高兴地同代表们热

情握手，亲切交谈，代表们纷纷向总书记

问好。看到 93 岁的中船重工 719 研究所

名誉所长黄旭华、82 岁的贵州省遵义市

播州区平正仡佬族乡原草王坝村党支部

书记黄大发两位全国道德模范代表年事

已高，站在代表们中间，习近平握住他们

的手，请他们坐到自己身旁。两人执意

推辞，总书记一再邀请，最后两人在总书

记身边坐下。总书记对两位老模范如此

关心和尊重，全场人都十分感动，大家长

时间热烈鼓掌。随后，习近平等同代表

们合影留念。

王沪宁在表彰大会上讲话。他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亲切会见全体与会同志，充

分体现了总书记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

设的高度重视，对精神文明建设战线同志

们的殷切关怀。5 年来，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

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坚强领导，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在新时代抓

好精神文明建设，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重中之重

是加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学习教育和宣传阐释。要积极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理想

信念教育，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深化群众

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工作导向，注重典型示范引领，更好构

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要加

强党的领导，推动各项工作改进创新，激

励人们为实现党的十九大确定的目标任

务而奋斗。

丁薛祥参加会见，刘延东参加会见并

在会上宣读表彰决定，黄坤明参加会见并

主持表彰大会。

大会为受表彰代表颁奖。第五届全

国文明城市、全国文明村镇、全国文明单

位代表，第一届全国文明校园代表，新一

届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

代表，第六届全国道德模范代表分别在大

会上发言。

本报讯（记者孙磊）11 月 17

日，第六届全国道德模范在北京公

布，有三位河北人光荣上榜，获评

2017全国助人为乐模范的刘贵芳

是广平县南阳堡镇乡村医生；王生

廷、王双廷兄弟被评为2017全国

见义勇为模范，王生廷是国网石家

庄井陉县供电公司小作供电所员

工，王双廷是石家庄市井陉县小作

镇南石门村党支部书记。

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至今已经

是第六届，本届道德模范共58名，

分为全国助人为乐模范10名，全

国见义勇为模范10名，全国诚实

守信模范8名，全国敬业奉献模范

18 名，全国孝老爱亲模范 12 名。

今年光荣上榜的三名河北人，都

是感动河北年度人物。

第六届全国道德模范名单

一、全国助人为乐模范

刘贵芳（女） 广平县南阳堡镇乡村医生

二、全国见义勇为模范

王生廷、王双廷兄弟 王生廷系国网河北

石家庄井陉县供电公司小作供电所员工；王双

廷系河北省石家庄市井陉县小作镇南石门村

党支部书记

第五届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工作先进城市

廊坊市

第四届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工作先进单位

唐山市文明办、承德市文明办、沧州市未

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联席会办公室、石家

庄市第二中学、邢台市桥西区泉西街道鸿溪社

区、张家口市经开区沈家屯镇、衡水市桃城区

中华大街街道办事处

第四届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工作先进工作者名单

侯芳华（女） 邯郸市文明办未成年人教

育处处长

韩立军 秦皇岛市文明办未成年人教育

科科长

高佩（女） 保定市教育局思政体卫处处长

第五届全国文明城市名单

省会城市：石家庄市

地级市：秦皇岛市、邯郸市

县级市和县：正定县、迁安市

第五届全国文明村镇名单

石家庄市新华区赵陵铺镇、赞皇县土门乡

秦家庄村、灵寿县三圣院乡同下村、平山县平

山镇西水碾村、元氏县东张乡北岩村、河北鹿

泉经济开发区符家庄村、石家庄市栾城区柳林

屯乡柳林屯村、正定县曲阳桥乡西河村、晋州

市营里镇鲁家庄村、新乐市长寿街道东安家庄

村、承德市双滦区偏桥子镇小贵口村、丰宁满

族自治县胡麻营镇河东村、承德县新杖子镇苇

子峪村、滦平县虎什哈镇西营坊村、宽城满族

自治县亮甲台镇北五沟村、隆化县七家镇西道

村、张家口市万全区孔家庄镇东红庙村、怀来

县沙城镇一街村、怀安县西沙城乡北庄堡村、

阳原县揣骨疃镇揣骨疃村、蔚县蔚州镇六街

村、青龙满族自治县干沟乡、青龙满族自治县

肖营子镇肖营子村、秦皇岛市抚宁区抚宁镇下

庄管理区香营村、秦皇岛市北戴河区戴河镇西

古城村、卢龙县卢龙镇郑庄村、昌黎县昌黎镇

杏树园村、迁安市马兰庄镇、玉田县亮甲店镇

二十里铺村、迁西县东莲花院乡马家沟村、滦

县滦州镇花果庄村、滦县古马镇曹北店子村、

乐亭县毛庄镇何官营村、乐亭县乐亭镇韩坨

村、滦南县宋道口镇王家庄子村、遵化市团瓢

庄乡山里各庄村、遵化市兴旺寨乡何家峪村、

廊坊市广阳区万庄镇、固安县温泉休闲商务产

业园区林城村、大厂回族自治县大厂镇小厂

村、香河县安平镇堡上村、廊坊市安次区杨税

务乡西太平庄村、涿州市松林店镇、保定市满

城区满城镇城内村、保定市清苑区北店乡西林

水村、高阳县邢家南镇六合屯村、唐县军城镇

和家庄村、涞水县义安镇北高洛村、黄骅市羊

三木乡、盐山县盐山镇韩桥村、献县淮镇中街

村、沧县李天木乡吕家楼村、海兴县小山乡付

庄子村、青县马厂镇东姚庄村、沧州市运河区

小王庄镇韩家场村、衡水市冀州区冀州镇岳良

村、故城县三朗乡尹里村、武强县周窝镇郭家

院村、饶阳县经济开发区崔池村、安平县安平

镇杨屯村、南和县闫里乡宋台村、内丘县金店

镇大辛庄村、沙河市桥西街道兴固村、威县七

级镇后魏疃村、临城县郝庄镇李家村、宁晋县

贾家口镇黄儿营西村、涉县井店镇、邯郸市复

兴区户村镇齐村、邯郸市丛台区三陵乡薛三陵

村、涉县关防乡后牧牛池村、邯郸市峰峰矿区

义井镇李庄村、鸡泽县鸡泽镇魏青村、临漳县

临漳镇西后坊表村、邯郸冀南新区辛庄营乡南

豆公村、辛集市新垒头镇吴家庄村、定州市长

安路街道北刘家庄村、安新县端村镇东淀头

村、雄县米家务镇米东大村

第一届全国文明校园名单

河北师范大学、石家庄外国语学校、石家庄

市第四十中学、沙河市第一中学、唐山市第一中

学、邯郸市第一中学、保定市第一中学、张家口

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石家庄市东风西路小学、

石家庄市维明路小学、秦皇岛市海港区青云里

小学、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三小学、唐山市

路南区新华西道小学、滦县第三实验小学、乐亭

县第三实验小学、承德市鹰手营子矿区滨河路

小学、承德市实验小学、承德市双滦区第四小

学、廊坊市第六小学、大厂回族自治县城区第二

小学、保定师范附属学校、沧州市运河区迎宾路

小学、沧州市实验小学、邯郸市邯山区农林路小

学、邯郸市丛台区实验小学、邯郸市复兴区百花

小学、邢台市马路街小学

中央文明委复查确认继续保留荣誉
称号的全国文明城市

唐山市

（下转04版）

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
表彰的我省个人和单位名单

习近平会见
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代表

王沪宁参加会见并在表彰大会上讲话

感动河北年度人物刘贵芳王生廷王双廷
获评第六届全国道德模范
刘贵芳被评为助人为乐模范

王生廷、王双廷兄弟被评为见义勇为模范

王生廷、王双廷兄弟，2016年

感动河北年度人物。

2016 年 7 月 19 日，在井陉县

小作镇南石门村，大雨下个不停，

洪水突袭，村里停电，晚上一片漆

黑，村民们大多已吃过晚饭，早早

就休息了。到了20时30分许，躺

在床上的村民王忠忠听到一阵急

促的敲门声，他打开大门一看，是

村里的电工王生廷，“水要来了，

赶快往高处转移。”说完，王生廷

就又去了另一名村民家。

王忠忠走出家门，来到街上，

有些地方的水势已经涨到了一米

高，他听到村支书王双廷在另一

胡同里敲村民家的门，通知大家

赶快上房顶。

乡亲们安全转移了，可王生

廷的家人却不幸遇难。当通知完

所有的村民，王生廷跑回小卖部

寻找妻子时发现，洪水已经淹没

了小卖部的房顶，妻子在这场洪

水中不幸丧生。妻子下葬后的第

二天，王生廷就投入到了工作中，

为停电的村民家抢修电路。两兄

弟为了乡亲们重建家园，七八天

睡了不足10小时。

洪水无情人有情，灾难面

前显担当。面对汹涌的洪水，

两兄弟勇往直前，为乡亲们打

开了生命之门；面对突降的灾

难 ，他 们 公 而 忘 私 ，舍 小 家 顾

大家，却永远失去了自己的亲

人 ；面 对 破 碎 的 家 园 ，他 们 牢

记使命，忍着悲痛带领群众生

产自救恢复重建。

王生廷、王双廷：两兄弟舍小家为大家

刘贵芳，2012 年感动河北年

度人物，是广平县南阳堡镇的一

名乡村医生，今年48岁的她已从

医30多年。30多年来，她治病救

人，体恤贫困患者，先后为贫困患

者减免医疗费用超过30万元。她

带领全家参加无偿献血超过 20

次，全家献血量超过1万毫升。她

先后参与救助流浪人员20人次。

当广西瑶族女村医身患重病无钱

医治时，刘贵芳第一时间拿出1万

元，并通过微信朋友圈和社会组

织募集资金12万元，帮助对方看

病就医。

作为乡村医生的刘贵芳把每

位老人的健康挂在心上。2013年

年初，刘贵芳决心筹建一所医养

结合的养老院，她拿出家里所有

的积蓄，不惜把孩子结婚时的车

和房子变卖，把家里的房子也做

了抵押。最后，在各级政府的帮

助和全家人的努力下，总投资295

万元的养老院终于在2014年7月

建成并投入使用。

刘贵芳把病人当亲人，把村

里的孤寡老人、留守老人当爹娘，

带给他们儿女般的贴心照料；她

心怀大爱，开办医养结合养老院；

她的爱跨越地域、民族界限，不远

千里救助瑶族女村医……从医30

多年来，刘贵芳用实际行动阐释

了一个乡村女医生的大爱。

刘贵芳：乡村女医生把病人当亲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