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计生协好新闻”评选活动获奖名单

作品名称 作者 刊播单位 报送单位

一等奖（10 个）

小小暖心卡落实对失独家庭的

关怀扶助
北京市计生协 北京卫视 北京市计生协

河北省计生协专职副会长许刚

柱谈计生协工作
许钢柱 杨玉萍 河北广播电视台 河北省计生协

市计生协走进东广新闻台“新闻

男女”节目专访
段锦宏 葛明铭 上海东广新闻台 上海市计生协

小义凝大爱 张庆安 《人生》杂志 安徽省计生协

幸福之花绽放荆楚 王自伟 中国人口报 湖北省计生协

守护国策赋新篇 游小凌 大众健康报 四川省计生协

爱心托起梦想 金涛 龙帝宏 贵州电视台 贵州省计生协

母爱 37℃——这世间有一种亲

密，叫“母乳喂养”
张玉薇 新华社 新华社

让新时期的计生服务更接地气 甘贝贝 健康报 健康报社

穆斯林生殖健康宣传教育的先

行者

宁夏自治区计生

协
《人生》杂志 人生杂志社

二等奖（30 个）

亲情牵手志愿者 罗立君 王咏春 《中华志愿者协会》杂志 北京市计生协

为了母亲的微笑 石家庄市计生协 石家庄日报 河北省计生协

内蒙古各级计生协服务民生“给

力”

王栋明

张海青
中国人口报

内蒙古自治区计

生协

“新沈阳人”的温暖驿站——五

爱市场加强“党支部+协会”建

设精准帮扶流动人口见闻录

寇春妮 中国人口报 辽宁省计生协

爱，要有一“套”
申志远 赵复生

牛显达
新晚报 黑龙江计生协



生育关怀永远是进行时——纪

念“7.11 世界人口日”上海市

生育关怀行动十年成果展示

段锦宏 白云 新民晚报 上海市计生协

打开失独家庭的“心锁”，生活

并没有关上所有的门
顾泳 解放日报 上海市计生协

南京市青春健康教育成就“三心

工程”
翟国庆 杨利春 中国人口报 江苏省计生协

立足特色做文章 凝聚会员促发

展
刘彬彬 《人口与计划生育》杂志 浙江省计生协

温岭市“计生民主恳谈会”解群

众难题
陈爱君 罗宝忠 中国人口报 浙江省计生协

“风生水起”的秘密
王广涛 刘雪娥

崔丽华
中国人口报 福建省计生协

全面两孩政策环境下计生协会

工作的探索与思考
林伯前 中国人口报 福建省计生协

践行“国策”三十载的计生伴侣 薛永胜 杨佰才 《人生》杂志 山东省计生协

一番花信一番新 坚忍不拔花常

在——香洲区启动“月季计划”，

从经济养老医疗生活和社会关

怀着手，全面长效关爱失独家庭

伤残家庭

邱文卿

古春婷
珠海特区报 广东省计生协

广东规范计生基层群众自治保

基层工作转型
陈海燕 中国人口报 广东省计生协

霸王花开幸福来 农波 广西电视台
广西壮族自治区

计生协

青春健康·与爱同行——解读青

春密码
重庆市计生协 重庆电视台 重庆市计生协

生育政策调整下关怀计生特殊

家庭的建议与探索
陶唐琼 《人口与计划生育》杂志 重庆市计生协

爱 在这里延伸——走近关爱

计生特殊家庭“绥阳探索”
陈文新 王济林 贵阳日报 贵州省计生协

讲好协会故事 发好协会声音 张美合 中国人口报 云南省计生协

推进计生协会工作创新发展的

思考
黄鹏 中国人口报 陕西省计生协

幸福工程带领农民走上幸福路 于馨 白银市电视台 甘肃省计生协

协会引领促发展 产业强村奔

小康

刘焕恩 崔英君

韩翠翠
中国人口报 大连市计生协



家有“俩宝” 苏健 中国卫生画报 青岛市计生协

我市计生特殊家庭健康关爱中

心昨成立 计生特殊家庭就医部

分费用减免

孙美星 李一平 宁波日报 宁波市计生协

市计生协会用心用情关怀计生

家庭

陈璇 谢清平

王陈涓
厦门日报 厦门市计生协

爱，巨大而神奇的力量 罗建国 中国人口报 深圳市计生协

幸福工程 幸福万家 李维静 潘瑜 兵团日报
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计生协

申城群英播种美好春天 上海市计生协 《人生》杂志 人生杂志社

躺着是铺路石，站起来就是标杆 曹怀新 《人生》杂志 人生杂志社

三等奖（50 个）

心系计生母亲 构建和谐家庭 刘伟 宁河区新闻媒体中心 天津市计生协

小项目 大作为——幸福工程里

的幸福生活

刘眷歌 刘志国

张树立
河北广播电视台 河北省计生协

晚霞红似火 余辉照满天 乔莉平 《人生》杂志 河北省计生协

贴心服务让“楼门”变“家门” 邹皓 刘杏立 中国人口报 河北省计生协

村里有片养老林 朱振东于孝银 中国人口报
内蒙古自治区

计生协

内蒙古创建“北疆幸福家庭”活

动成效初显
王栋明 中国人口报

内蒙古自治区

计生协

“微家书”让爱在指尖流淌 刘芳 《乡镇论坛》杂志 黑龙江省计生协

发展特色产业 实现精准帮扶

——太平村依托种植基地助计

生家庭增收致富

陈刚 包熙霞

徐彩凤
中国人口报 江苏省计生协

“五大行动”关爱留守儿童 张一群 王超 《人口与计划生育》杂志 江苏省计生协

清浦区计生基层群众自治经验

全国推广
李培娟 程德殿 淮安日报 江苏省计生协

邢向兰——用爱心撑起她们的

精神家园
邢智丰 太仓日报 江苏省计生协

她用大爱为失独家庭点燃希望 薛海荣 太仓日报 江苏省计生协



有爱就有温暖 有爱就有希望 徐炜 史亚琳 浙江电视台 浙江省计生协

政府埋单投保 独子意外受伤获

理赔
陈桦 张惠玲 惠安广播电视台 福建省计生协

精准帮扶 计生贫困户喜圆安居

梦
陈淑妹 袁刚 福州电视台 福建省计生协

“安居工程”让采药郎住上新房 郑秋生 陈天长 闽西日报 福建省计生协

渝水区“计生协＋”会员圈拓宽

流动人口服务面
饶晓君 中国人口报 江西省计生协

新余市全力推进创建幸福家庭

活动
易凌炜 黄丽萍 中国人口报 江西省计生协

一份保单惠数万计划生育家庭 刘梅霞 袁永珍 齐鲁晚报 山东省计生协

王庆华：把计生困难家庭的冷暖

装在心

王宇法 李彬

李海霞
潍坊电视台 山东省计生协

不忘初心 方得始终 郭海 孟宪才 人口健康报 山东省计生协

红红中国结，编织幸福梦
郭海 梅杰

李猛
人口健康报 山东省计生协

协会帮扶 原阳县计生协 新乡电视台 河南省计生协

湖北万余计生协会员参与防汛

救灾
王自伟 中国人口报 湖北省计生协

湖北防艾宣传进高校 千名大

学生共跳“生命之舞”
江哲银 王自伟 人民网 湖北省计生协

以政群联动推动基层计生工作

转型
肖敏 中国人口报 湖北省计生协

3年来助3万余名女孩圆大学梦 向秀芳 王自伟 中国人口报 湖北省计生协

千万元“生育关怀基金”救助计

生贫困家庭
陈秀红 广东卫视 广东省计生协

计生保险广覆盖 一人购买保全

家
叶礼全 惠州日报 广东省计生协

外海街道全方位为高龄妇女生

育提供服务
陆月如 中国家庭报 广东省计生协

“三个手段"助推帮扶村精准脱

贫
刘哥 《人口与计划生育》杂志

广西壮族自治区

计生协

青春健康·与爱同行——远离性

侵魔爪让花儿重展笑颜
重庆市计生协 重庆电视台 重庆市计生协

群众自治 活力无限 吴晓龙 今日威远 四川省计生协



产业帮扶助力精准扶贫 姜方全 遂宁日报 四川省计生协

好花红遍布依乡 李木元 人民政协报 贵州省计生协

助孕工程 添丁之愿 金涛 杨承涛 贵州卫视 贵州省计生协

重拾的微笑（3集）
莫廷龙 梁雪

黄磊
黔南广播电视台 贵州省计生协

我省计生协 APP 客户端上线 张美合 云南日报 云南省计生协

你若安好便是晴天——水富县

生育关怀公益项目成就不孕不

育夫妇生育梦想

李晓蓉 中国人口报 云南省计生协

协会人在乡间，真作为暖心田 卢跃荣 酒泉市广播电台 甘肃省计生协

浅议新时期做好卫生计生宣传

工作的思考与实践
吴玉祥 《人口与计划生育》杂志 甘肃省计生协

兰州市下拨 100 万元关爱计生

特殊家庭 解决实际困难
王莉 中国新闻网甘肃网 甘肃省计生协

外来娃假期去哪儿？日新街道

社区辅导班“开学”
于艳新 大连日报 大连市计生协

青岛市“彩虹之家”留驻欢乐温

馨

宫晖 黄文辉

张锦胜
中国人口报 青岛市计生协

聚气融合 服务相随——均等化

服务全方位，“新市北人”得实

惠

张常洁 赵鹏飞 人口健康报 青岛市计生协

有一种最温情的陪伴叫“心理陪

伴”
王元卓 宁波日报 宁波市计生协

暖心服务 敲开计生家庭幸福门 谢清平 王陈涓 厦门日报 厦门市计生协

7年，“幸福小铺”的那些事 何亚娥 中国人口报 厦门市计生协

全面两孩政策后的女性就业保

障
黄匡时 《人生》杂志 人生杂志社

爱·自由·平等 乔莉平 《人生》杂志 人生杂志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