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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年度上海市文明社区
(共109个)

浦东新区 (12个)

花木街道 浦兴路街道 洋泾街道

塘桥街道 东明路街道 上钢新村街道

南码头路街道 潍坊街道 金杨新村街道

沪东新村街道 周家渡街道 陆家嘴街道

徐汇区 (12个)

龙华街道 田林街道 湖南路街道

虹梅街道 枫林路街道 徐家汇街道

斜土路街道 天平路街道 漕河泾街道

康健新村街道 凌云路街道 长桥街道

长宁区 (9个)

天山路街道 新华路街道 程家桥街道

虹桥街道 北新泾街道 仙霞新村街道
—1—



新泾镇 周家桥街道 江苏路街道

普陀区 (9个)

万里街道 石泉路街道 真如镇街道

甘泉路街道 长风新村街道 长征镇

宜川路街道 曹杨新村街道 长寿路街道

静安区 (14个)

曹家渡街道 芷江西路街道 共和新路街道

石门二路街道 宝山路街道 静安寺街道

临汾路街道 彭浦新村街道 江宁路街道

天目西路街道 彭浦镇 南京西路街道

大宁路街道 北站街道

虹口区 (8个)

凉城新村街道 曲阳路街道 北外滩街道

广中路街道 嘉兴路街道 欧阳路街道

江湾镇街道 四川北路街道

杨浦区 (11个)

江浦路街道 大桥街道 殷行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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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角场街道 延吉新村街道 长白新村街道

四平路街道 长海路街道 控江路街道

定海路街道 新江湾城街道

黄浦区 (10个)

瑞金二路街道 淮海中路街道 豫园街道

外滩街道 半淞园路街道 南京东路街道

五里桥街道 老西门街道 打浦桥街道

小东门街道

闵行区 (5个)

新虹街道 古美路街道 浦锦街道

莘庄工业区 江川路街道

宝山区 (3个)

张庙街道 吴淞街道 友谊路街道

嘉定区 (3个)

嘉定镇街道 嘉定工业区 新成路街道

—3—



金山区 (2个)

金山工业区 石化街道

松江区 (5个)

方松街道 中山街道 广富林街道

永丰街道 岳阳街道

青浦区 (3个)

盈浦街道 夏阳街道 香花桥街道

奉贤区 (3个)

海湾镇 西渡街道 金海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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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年度上海市文明镇
(共90个)

浦东新区 (18个)

泥城镇 康桥镇 航头镇

书院镇 三林镇 曹路镇

老港镇 高桥镇 金桥镇

高东镇 南汇新城镇 北蔡镇

合庆镇 张江镇 川沙新镇

唐镇 高行镇 祝桥镇

徐汇区 (1个)

华泾镇

普陀区 (1个)

桃浦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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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行区 (9个)

梅陇镇 吴泾镇 莘庄镇

颛桥镇 华漕镇 虹桥镇

马桥镇 浦江镇 七宝镇

宝山区 (9个)

月浦镇 庙行镇 罗店镇

顾村镇 大场镇 淞南镇

杨行镇 高境镇 罗泾镇

嘉定区 (5个)

南翔镇 嘉定新城(马陆镇) 外冈镇

江桥镇 华亭镇

金山区 (8个)

朱泾镇 亭林镇 山阳镇

金山卫镇 漕泾镇 张堰镇

枫泾镇 廊下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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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江区 (10个)

泖港镇 洞泾镇 新桥镇

石湖荡镇 车墩镇 叶榭镇

泗泾镇 新浜镇 佘山镇

小昆山镇

青浦区 (7个)

徐泾镇 华新镇 金泽镇

赵巷镇 练塘镇 白鹤镇

重固镇

奉贤区 (6个)

金汇镇 南桥镇 青村镇

庄行镇 四团镇 柘林镇

崇明区 (16个)

长兴镇 三星镇 新海镇

庙镇 绿华镇 向化镇

东平镇 竖新镇 陈家镇

堡镇 新村乡 建设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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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兴镇 港沿镇 新河镇

横沙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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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年度上海市文明家庭
(共200户)

浦东新区 (18户)

厉 娜家庭 卢扣章家庭 刘佩玉家庭

米春杰家庭 杨林妹家庭 沈国强家庭

陆剑涛家庭 陈品芳家庭 金燕忠家庭

郑秀红家庭 胡开音家庭 胡秀根家庭

胡晓萍家庭 贺 频家庭 顾志英家庭

唐银海家庭 傅中芳家庭 蔡惠中家庭

徐汇区 (12户)

吕雅凤家庭 刘连军家庭 李志敏家庭

郑 琛家庭 赵国娟家庭 倪小红家庭

徐亦晔家庭 黄 涛家庭 曹庆明家庭

蒋雪峰家庭 谢 歆家庭 薛 亮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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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宁区 (10户)

王顺妹家庭 方文莉家庭 叶寒英家庭

朱国萍家庭 李为民家庭 宋慧娟家庭

张书嘉家庭 张海婴家庭 陆 诚家庭

祝 玮家庭

普陀区 (11户)

王国兴家庭 王思山家庭 米兆云家庭

苏 宁家庭 肖 华家庭 张少伯家庭

陈文伟家庭 陈素清家庭 姚小萍家庭

钱月珍家庭 鲍忠良家庭

静安区 (12户)

朱玉梅家庭 朱兆宝家庭 朱国珍家庭

朱明珠家庭 李家騄家庭 吴才龙家庭

吴桂莲家庭 俞贵珍家庭 顾正水家庭

倪德奎家庭 梁文媛家庭 储榆德家庭

虹口区 (10户)

马逸群家庭 王凤青家庭 陈卫国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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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德卫家庭 胡剑峰家庭 秦艳莉家庭

耿小彦家庭 唐卿之家庭 程 蕾家庭

曾宪仁家庭

杨浦区 (11户)

王玉芳家庭 王志坚家庭 江 雁家庭

李全胜家庭 余 智家庭 张安娣家庭

杭国英家庭 金玉明家庭 宗祥娟家庭

赵 斌家庭 姚月华家庭

黄浦区 (10户)

王力行家庭 孙旭东家庭 杨涤平家庭

沈瑞华家庭 张宛青家庭 陈林兴家庭

陈增玲家庭 费刘娟家庭 屠定安家庭

蔡国均家庭

闵行区 (10户)

丁凤英家庭 叶冬兰家庭 朱其昌家庭

许 敏家庭 张 蕊家庭 张水芳家庭

陆丽丹家庭 尚鸿洁家庭 钱翠雯家庭

徐德景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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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山区 (10户)

方明德家庭 叶 松家庭 沈政富家庭

卓 佳家庭 周宝康家庭 赵 波家庭

徐豪洁家庭 曹福弟家庭 管荣林家庭

樊培忠家庭

嘉定区 (10户)

王继华家庭 刘仁英家庭 杨 勇家庭

杨凤明家庭 余占元家庭 沈林英家庭

陈纪文家庭 郁兴章家庭 周琪卿家庭

谢党伟家庭

金山区 (10户)

杨慧峰家庭 吴爱明家庭 陆均良家庭

金连珍家庭 周顺叶家庭 姜雄心家庭

姚积荫家庭 徐 吉家庭 龚 辉家庭

葛 莹家庭

松江区 (11户)

王 浩家庭 王留忠家庭 任大宾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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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玉杰家庭 李林林家庭 吴 波家庭

吴宏伟家庭 张永泉家庭 岳伟强家庭

秦志全家庭 顾敏浩家庭

青浦区 (10户)

丁永芳家庭 尤兴连家庭 孙惠勇家庭

吴玉泉家庭 吴向军家庭 吴瑞明家庭

沈伟康家庭 施 华家庭 徐 萍家庭

唐国初家庭

奉贤区 (10户)

马彦龙家庭 王志芳家庭 孙晓慧家庭

苏 姝家庭 李天舒家庭 沈正洪家庭

宋雪澄家庭 金伟丰家庭 韩国林家庭

戴启茂家庭

崇明区 (10户)

王冬梅家庭 何士超家庭 张国泰家庭

张银燕家庭 陈晓博家庭 罗永灵家庭

周清涛家庭 周新民家庭 顾建国家庭

樊杨英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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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宣传部 (2户)

陈少云家庭 雷佳音家庭

市级机关工作党委 (3户)

顾卫成家庭 唐前进家庭 蔡 莉家庭

市科技工作党委 (4户)

李淑萍家庭 陈小宝家庭 盛雅雯家庭

鲍利群家庭

市教委 (1户)

陈 云家庭

市公安局 (1户)

杨海晨家庭

市民政局 (1户)

吴晓敏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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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司法局 (1户)

陈律伦家庭

市生态环境局 (1户)

卫小平家庭

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 (1户)

邹 忠家庭

市卫生健康委 (1户)

李 晶家庭

市体育局 (1户)

余晓玲家庭

市绿化市容局 (1户)

郑 洁家庭

总工会 (1户)

杨 青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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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市委 (1户)

吴 皓家庭

上海警备区 (1户)

张旭伟家庭

国防大学政治学院 (1户)

姜延军家庭

海军军医大学 (1户)

李 伟家庭

空军上海基地 (1户)

孟智勇家庭

海军上海基地 (1户)

胡继化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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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度上海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好人好事
(共10件)

单 位、姓 名 好 人 好 事 名 称

上海市浦东医院神经外科重症监
护室护士刘淑卿

13分钟改变的人生:路遇
车祸重伤者 白衣天使跪
地紧急施救

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街道古北市民
议事厅

小社区大作为 中外居民
共同议事

上海师范大学智慧老人公益服务
工作室

上师大95后师范生组团
开办 “智慧老人课程”服
务超8万名老人

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交警支队
政委张祖林

三入火场救人 留下 “最
美逆行”

上海市闵行区梅陇镇居民毕原

鸿、毛怡
八旬老夫妇慈善助学 “裸
捐”毕生积蓄700万元

上海市松江区石湖荡镇洙桥村村
民顾仲珍

为老服务十余载 自掏腰
包毫无怨言

上海市崇明区竖新镇仙桥村党支
部书记、村主任管仕忠

扎根崇明岛乡村近30年
打造生态岛上的 “世外桃
源”

上海市救助管理二站救助甄别科
副科长祁巍

千里寻亲,让更多家庭破
镜重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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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位、姓 名 好 人 好 事 名 称

上海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首席
摄像刘桂强

从拍摄者到救人者:摄像
刘桂强勇救坠河车中被困
人员

上海警备区长宁第二离职干部休
养所离休干部李明东

95岁军队离休老干部 用
一生践行初心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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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度上海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好人好事

提  名

(共20件)

单 位、姓 名 好 人 好 事 名 称

上海市静安区芷江西路街道居民
胡爱华

你是我的 “眼”:三十年
如一日照顾邻居盲人夫妇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上
海客运段高铁二车队列车长顾蓉

旅 客 突 发 心 脏 病 两 度 危
急,列车长跪地26分钟
紧急施救

上海理工大学教师张炜
一句话的承诺,二十一年
无偿献血四万四千余毫升

原上海越剧院艺术家孟莉英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
———上海越剧院孟莉英坚
持24年为老人爱心义演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学研究部副
教授肖晋

义务送教15年 扶持30
多所国语学校落地新疆

复旦大学研究生支教团
前赴后继扎根西部 复旦
学子书写雷锋故事

上海闵行区古美社区环保服务中
心负责人牛广成

环保达人助力垃圾分类 
“垃 圾 分 类 扑 克 牌”成
“网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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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位、姓 名 好 人 好 事 名 称

原奉贤区齐贤学校教师郭裕先
义务理发50年的 “剃头
教师”

上海音乐学院现代器乐与打击乐
系

用音乐照亮人生 援建贵
州盲人音乐学院

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交警支队
一大队民警王润达

最美 基 层 民 警:用 精 细
“绣”出红绿灯下的畅通

上海市虹口区机关离休干部党支
部

离休干部心系贫困生 数
十年捐助500余人

“书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志愿宣讲团

书声,挖掘阅读里打动人
心的力量

生前系上海市诚建成律师事务所

党支部书记、执业律师 蔡申
生前法律援助近百起 捐
赠遗体让6人重获新生

上海锦江出租汽车公司605车队
驾驶员施鑫焰

雷锋爱心车队与爱同行 
陪伴智障球迷看球

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八〇五工厂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萨本茂

人民海军的居里夫人的永
恒 “初心”

上海海上搜救志愿者总队培训总
教官林浩

海搜勇士守护海域10余
年

上海金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工程
师孙刚

铸造 “大国新材” 诠释
“工匠精神”

上海市嘉定南翔智地群团服务中
心主任宋妮娜

爱心捐衣 情暖数以万计
贫困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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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位、姓 名 好 人 好 事 名 称

上海市金山工业区管委会委员、
社区党工委委员宋杰

两代三人援滇情 吹响援
滇接力号

上海市嘉定区绝色造型理发店私
营业主曹石超、上海市嘉定区绝
色造型理发店私营业主贾俊霞、
原天天快递公司司机陈景锋

歹徒持刀行凶 他们义无
反顾向前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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