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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好军嫂
����� ��王梦秋 鹿邑人，， 丈夫李佳明是海
军某部一名士官。。 为了支持丈夫安心在
部队服役，，无家庭后顾之忧，，不管他在
什么工作岗位，，王梦秋始终给予他默默
的支持和积极的鼓励，， 从不拖他后腿。。
她为人处世公道正派，，一视同仁，，在别
人有困难的时候，，总是会热心地伸出援
助之手，，是一名爱国拥军的好军嫂。。

张鑫凤 太康县王集乡人，，现任太康
县史志办公室编辑股长。。 丈夫韩排喜，，
22000033年 1122月入伍，，少校军衔。。 结婚 99年
来，，她独自一人担起家庭的重担，，上赡
养 9900 岁高龄的爷爷，， 下抚养两个年幼
孩子，，她以坚韧不拔的意志、、任劳任怨
的品格，， 默默支持丈夫安心部队服役，，
献身国防十余载。。

刘真真 川汇区人，， 作为一名军嫂，，
她热爱国防事业，，甘于牺牲奉献，，全心
全意支持丈夫工作，， 与丈夫结婚后，，长
期两地分居，， 独自抚养孩子、、 赡养老
人。。 勤劳、、贤惠，，体现出军嫂的传统美
德 ，，自立 、、自强 ，，展现了军嫂的时代风
貌。。

王晓林 扶沟县人，，22001144年 88月与现
役军人许华北登记结婚。。 为了支持丈夫
工作，，她一个人默默承担起了整个家庭
的重担，，扶老携幼，，无怨无悔。。 她勤俭持
家，，工作勤奋，，曾因工作成绩突出多次
被单位评为先进个人、、 三八红旗手等。。

丈夫在她的大力支持下，，多次受到上级
嘉奖，，并荣立三等功。。

赵晶晶 沈丘县人，，丈夫楚智淮为陆
军某部士官。。 在婚后的日子里，，从怀孕、、
生产，，到孩子生病、、上学的大事小情，，才
真正体会到，， 军嫂光荣是因为奉献多。。
作为一名小学教师，，自 22001144年参加工作
至今，，充分发挥年轻教师的活力和创造
力，， 得到领导和学生及家长的充分认
可。。

赖永菊 淮阳区人，，武警某部四级军
士长杨建岗的妻子。。 她为了支持丈夫工
作，， 不远千里从彩云之南来到魅力河
南，，从原先的一无所知到现在的得心应
手，， 这都诠释了一名军嫂的不易和艰
辛。。 她先后利用到部队探亲的时机，，看
望慰问官兵，，为官兵们送去图书杂志和
慰问品,, 官兵们都亲切地称她为 ““好军
嫂””。。

彭雪 西华县人，，丈夫张大光已在部
队工作 1166 年。。 婚后面临夫妻长期两地
分居的窘境，， 彭雪为了支持丈夫工作，，
一个人在老家承担起了整个家庭重担，，
扶老携幼，，无怨无悔。。 在怀孕和分娩时
面对没有丈夫的陪伴，， 她理解丈夫，，从
不报怨。。 她说：：““做军人的妻子，，就要能
奉献、、要求丈夫的太多，，就是拖部队的
后腿，，给军人妻子抹黑””。。

候贝贝 郸城县人。。 生活中她尊老

爱幼、、团结邻里，，工作中的她脚踏实地，，
以实际行动做一名爱国拥军的好军嫂。。
22002200 年是特殊的一年，，因为疫情和远在
部队的爱人共同商量推迟婚期。。 丈夫响
应国家号召选择留在部队待命。。 身为一
名军嫂，，她深知身上的担子很重，，但从
未向家里、、向单位道过一声累。。 她照顾
好家庭的同时，，在工作中兢兢业业。。 她
本人自 22001122 年参加工作以来多次受到
医院表彰，，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刘素华 项城市人，， 作为一名军嫂，，
她勤俭持家，，尊老爱幼，，孝敬公婆，，任劳
任怨，， 家里的大事小事都和公婆商量，，
一家人非常和睦。。 为了减轻家里的负
担，，她十多年来没有买过一件像样的衣
服，，大部分的钱用在接济长期患病的公
公婆婆和儿子的医疗教育费用上。。 她全
力支持丈夫工作，，夫妻相敬如宾、、和睦
相处，，深受邻居和朋友们的称赞。。

耿蓓 商水县人，，她是商水县初级实
验中学的一名数学老师，，丈夫王浩是火
箭军某部政治工作处主任。。 军婚更多的
是责任与奉献。。 对成绩和表彰，，丈夫总
不忘感谢妻子。。 为使丈夫安心部队工
作，，不为家事而操心，，耿蓓几乎承担了
家庭所有的事务和重任。。 正因有了她的
支持激励，，丈夫王浩方能心无旁骛地投
身于国防事业中。。

周口好兵����� 齐姜华 川汇区人，，空军某飞行学院
大队长，，一级飞行员，，先后三次参加系列
演习，， 空军飞行人员银质荣誉奖章获得
者，， 因工作成绩突出，，22001199 年荣立二等
功 11次、、三等功 11次。。

丁曙光 项城市人，， 海军某部副大队
长，，多次参加系列演习和联合军演，， 出色
完成多项重大任务。。 先后荣立三等功 33
次、、二等功 11次。。

代存炎 淮阳区人，， 中部战区某部上

士班长。。 入伍以来表现优异，，荣立二等功
11 次、、 三等功 11 次，，55 次被评为 ““优秀士
官””，，担任班长以来，，骨干模范带头作用突
出，，多次出色完成上级赋予的重大任务。。

张洁 太康县人，， 新疆军区某部班
长，，22001199 年 88 月赴俄罗斯参加国际军事
比赛 22001199““汽车能手””比赛，，取得单车赛
中重装备运输车 11cc 科目金牌，，团体第二
名，，并获得““最佳重装备运输车驾驶员””
奖项；； 荣立三等功一次、、 二等功一次；；

22001199 年被新疆军区授予““新时代喀喇昆
仑卫士称号””。。

武超伟 鹿邑县人，， 火箭军某部参
谋，， 在工作中他能参善谋，， 政治立场坚
定，，成为所在部队指挥员的““决策助手””
和““左膀右臂””，，先后荣立二等功 11 次、、三

等功 11次。。
张鹏帅 郸城县人，，空降兵某部二级

士官，，今年疫情防控期间为武汉雷神山、、
小汤山及方仓医院运送医疗物资。。 积极
主动请缨，，为武汉三区群众运送蔬菜、、粮
食等必备品。。 曾获得空降兵军红旗车驾
驶员、、 空军保障先锋、、22001199 年空军后勤

先进个人等荣誉。。
张亿豪 沈丘县人，， 武警警官学院学

员，， 连续 33 年被评为武警部队极限训练
勇士，，22001177 年参加总队““巅峰”” 比武取得
侦察专业第一名，，22001188 年参加武警部队
第二届巅峰比武，，被武警部队评为““特战
全能精兵””。。 荣立个人二等功 11 次、、个人
三等功 11次。。

王刘涛 商水县人，，武警山西总队晋城
支队保障处后勤保障股长，，工作中尽职尽
责、、兢兢业业，，荣立集体二等功 11次，，个人
二等功 11次、、三等功 11次。。

雍亚萍 （（女））西华县人，，陆军某部班
长，，先后被评为““军事训练先进个人””和
““优秀士官””，，““十大刀锋勇士””；； 荣获嘉奖
33次，， 优秀士官 22次，， 个人三等功 11次。。
22001199 年 1122 月被陆军表彰为践行强军目
标标兵、、优秀士官标兵。。

杜帅 扶沟县人，，北部战区某部代理
排长，，先后被评为优秀士官 44 次、、优秀共
产党员 22 次、、优秀班长 22 次，，22 次赴马里
参加国际维和任务，，22 次获二级和平使
命勋章。。 22001199 年因工作成绩突出，，荣立
个人三等功 11次。。

周口好兵妈妈
������程庆彩 鹿邑县赵村乡人，，丈夫早逝
后，，独自挑起家庭重担 ，，抚养四个孩子
长大成人 ，， 并先后送三个孩子参军入
伍，，从此多了一个身份““兵妈妈””。。 耕种
责任田，，照顾 9900 多岁的婆婆，，抚养未成
年的孩子，，都是独自一人承担 ，，因常年
的辛苦劳累，，身体患有多种疾病 ，，但脑
子里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国家的事
再小也是大事 ，， 家里的事再大也是小
事。。 在她的严格要求鼓励下，，三个孩子
在部队都多次立功受奖，，其中一个儿子
走上了师职领导岗位。。

张爱莲 太康县张集镇人。。她勤劳善
良、、正直无私，，为人热情好客、、乐于助人，，
得到周围邻居的赞扬。。 张爱莲共有 44 个
儿子 44个孙子，， 其中 33 个儿子和 33 个孙
子都是军人。。 她对党、、对军人有着一种
特殊的挚爱之情，，只要一提到她那群身
着绿军装的儿孙们，，老人的脸上便会自
然地流露出掩饰不住的骄傲与光荣。。 她
常对孩子说：：““没有国家，，哪有我们的家，，
没有国防的巩固 ，， 哪来我们的安居乐
业。。 ””

韩翠霞 川汇区人。。 儿子董波，，系中
部战区陆军某部指导员 ,,22001111 年 99 月考
入解放军理工大学 ，，22002200 年 22 月 11 日 ，，
儿子董波带领 4400 名官兵参加驻鄂部队
抗击疫情运力支援队，，担负武汉市区市
民生活必需品及医疗物资运输保障任

务，，由于表现优异，，儿子董波被火线提
拔为指导员。。 韩翠霞爱党爱国，，热爱人
民军队，，重视子女教育 ，，支持儿子董波

安心服役。。

张爱华 扶沟县人，，22001199 年儿子化奔
本科毕业于河南工程学院，，送儿子去部
队是她多年的心愿，， 同年 88 月儿子如愿
以偿成为一名火箭军战士，，她积极鼓励
儿子在部队大熔炉里好好锻炼,, 同时她
积极参加拥军优属活动 ，， 热心公益事
业，，视子弟兵为亲人。。

李春华 沈丘县人，， 她极力劝说家
人，，毅然决然地将自己的独生子送入军
营，，使儿子成为了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
士。。 在她的支持和鼓励下，，儿子逐渐成
长为一名出色的军人。。 在工作单位，，她
脚踏实地、、以身作则、、立足本职、、爱岗敬
业、、努力耕耘。。 她先后荣获““优秀驻村第
一书记””、、““三八红旗手””、、““最美兵妈妈””、、
““巾帼建功标兵””等荣誉称号。。

张爱平 淮阳区鲁台镇人，， 她先后送
两个儿子应征入伍，，家里地里一肩挑。。 她
热爱祖国热爱党，，孝顺长辈，，尊老敬贤，，邻
里和睦管闲事，，提起她来，，乡亲们纷纷竖
起大拇指。。张爱平为有两个在部队服役的
儿子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家里的军属光
荣牌被她擦得闪闪发亮，，儿子的立功喜报
和荣誉证书，，她都小心收藏。。

陈桂提 西华县址坊镇人，，大儿子在
部队考入北京装甲兵学院，，毕业后在南
海舰队工作 。。 今年疫情期间 ，， 她拿出
11000000 元支援抗疫，，争当志愿者,,背着药桶
在街巷消杀病毒，，无偿熬胡辣汤 ，，炸油

角，，让防控疫情一线的镇村干部吃上可
口的饭菜，，其事迹被多家媒体报道。。

丁凤英 郸城县人 ，，她心怀大爱，，一
心向党，，先后将张杰 、、张新卿俩孩子送
到军营，，在她的鼓励与支持下,,俩孩子从
基层做起，，一步步成长为优秀军官。。 为支
持儿子在部队安心工作，， 家里老人和自
己身体不舒服，，大小事情从不给儿子讲。。
自己在家退而不休，，又建起了衣物加工、、
洗染、、维修、、奢护中心。。 她带领公司姐妹
积极参加同城联盟,,多次给环卫工人献爱
心并捐款捐物，，多次看望孤寡老人。。

王玲 项城市人，，她坚决把大儿子郭
浩宇送到部队大熔炉里去锻炼，，到国家
最需要的地方保家卫国。。 王玲每次给儿
子打电话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家
里有妈在，，你放心，，在部队好好干，，多为
国家做贡献。。 ”” 由于有妈妈的支持和鼓
励，，儿子在部队尽职尽责、、努力工作，，服
从命令、、听从指挥 ，，多次受到部队的表
扬和嘉奖。。

李玉梅 商水县练集镇人。。她育有子
女五人，，大儿子邸金山现任空军研究院
某研究所工程师。。 李玉梅常常鼓励儿子
安心服役、、献身国防 ，，并教导孩子在部
队好好建功立业，，好好工作不要担心家
里的事。。 李玉梅以对儿子的爱、、对军人
的爱，， 努力尽着一名军人母亲的责任，，
也以对祖国的爱、、对部队的爱 ，，激励广
大妇女及家庭积极参与拥军优属工作。。

首届周口最美退役军人名单
杨建伟 周口市委办公室主任科员

张兴旺 周口市民政局科员

刘中华 周口市人社局工作人员

胥润东 周口市财政局科长

邓春利 周口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

理局办公室主任

马治卫 周口报业传媒集团驻太康工

作室主任

侯一风 郸城县城关镇中心校退休教师

陈庆山 周口市粮食局驻村第一书记

刘 兵 商水县亿家福商贸有限公司董

事长

刘全红 西华县东王营乡刘寨村

王国辉 沈丘县白集镇田营行政村党支

部书记

刘俊义 郸城县石槽镇罗庄行政村驻村

第一书记

张海宽 扶沟县曹里乡牛信行政村党支

部书记

史朝阳 周口市水利局工作人员

王 伟 周口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

副大队长

王 巍 周口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

指挥室副主任

费明伟 鹿邑县公安局杨湖口派出所

所长

赵振勇 沈丘县人民法院院长

张红兵 河南宝乐奶业有限公司（（扶沟））
董事长

李红雷 商水县红雷渔具配件厂总经理

张 辉 项城市创亿商贸责任有限公司

总经理

王 震 河南省世嘉农牧发展有限公司

（（淮阳））经理
冯 坤 河南四通锅炉有限公司((太康))总

经理

胡明亮 河南省永亮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西华））总经理
蒋子鹏 鹿邑县太清宫镇小怀双语寄宿

小学校长

齐姜华 丁曙光 代存炎 张洁 武超伟 张鹏帅 张亿豪 王刘涛 雍亚萍 杜帅

�� 赖永菊 彭雪 候贝贝 ���� �� 刘素华 耿蓓

程庆彩 张爱莲 韩翠霞 张爱华 李春华

��� 张爱平 陈桂提 丁凤英 王玲 李玉梅

强强军军新新时时代代 他他们们最最出出彩彩
———周口市“三好一最美”风采展

记者 陈永团 彭慧

������为持续强化广大周口籍官兵爱军精武、建功军营的荣誉感和使
命感，大力宣扬全市军民的拼搏奋斗、积极进取精神和顾全大局、
牺牲奉献的家国情怀，在全市进一步营造“军爱民、民拥军”的浓厚
氛围，日前，中共周口市委宣传部、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周口军分区
政治工作处、市妇女联合会联合组织开展了第二届“周口好兵、好

兵妈妈、好军嫂”评选表彰活动，评选出“周口好兵”“好兵妈妈”“好
军嫂”各 10 名，同时评选出 25 名周口首届最美退役军人。

“三好一最美” 人员当中，有活跃在抗疫一线的“抗疫先锋”，有
战斗在脱贫攻坚战线上的“脱贫先锋”，有雄鹰展翅凌空高飞的“海
空尖兵”，有扎根边防守疆戍边的“铁血男儿”，有比武场上敢打必胜

的“精武标兵”，也有平凡乡村教师岗位上默默无闻的“爱岗敬业先
锋”，有在家照顾常年患病婆婆、做丈夫坚实后盾的好儿媳，也有在
平凡岗位多次获奖的“业务能手”……无论在什么工作岗位，不变的
是对党的忠诚；无论身在何处，不变的是对祖国的热爱。现将他（她）
们的简要事迹展示如下。

王梦秋 张鑫凤 刘真真 王晓林 赵晶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