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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刊

“弘扬优良家教家风 坚持修身立德笃行”优秀征文选登

静海历史悠久，人杰地灵，铸就了灿烂
的优秀传统文化。这其中，一些姓氏名门
望族的辉煌历史及优良家风，具有独特的
历史和现实魅力。

在静海的历史演进中，形成了享有盛
誉的静海姓氏八大家，并有古代名将后裔
族群。对这些家族显赫的历史功名和优良
家风进行深入研究借鉴，对我们当今加强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着重要的现实意
义。本文对此作一简要介绍。

一、静海姓氏八大家
静海的姓氏八大家，是在明清两代至

民国期间逐渐形成的。这姓氏八大家依次
为：高、玄(元)、李、励、边、杜、牛、萧。

1.高氏家族。高氏家族于明代洪武年
间从山东青州、乐安等地迁居静海。本系
宋朝最后一位枢密使高贵(桂)之后裔。公
元1279年初，高贵随宋幼帝赵昺、宰相陆
秀夫、统帅张世杰等率宋军在广东伶仃洋
上的崖山，与元军海上决战，一同蹈海共殉
国难，为国捐躯。

本支高氏，历史渊源流长，史书和族谱
记载为东周时期齐国正卿高傒后裔，也是
孔子弟子七十二贤之一的高柴直系后人。
高贵系高柴48世嫡孙。静海东部中旺镇
一带团瓢等村的高氏族人，是高贵长子高
金后裔，西部子牙镇一带宗保村等及西青
区当城等村的高氏族人，是高贵次子高玉
后裔。

高氏家族有着悠久的优良家风，古代以
“忠、孝、仁”载入史册，逐渐形成“忠义报国，
孝廉仁和，诗书继世，勤俭戒奢”家训，以光启
后人为国为家建功立业，家族兴旺发达。

在传承优良家风中，高氏家族创造了
显赫的历史功名。高氏长支中的高崇基，
系清代进士，官至广西巡抚，清正廉明为

官，被誉为“高青天”。其侄高毓浵系清代
末科进士，翰林院编修，著作颇丰。此支胶
东地区一宗更为显赫，明清两代出了进士
19名，明末宰相高弘图，清代“扬州八怪”之
一的书画家高凤翰均出此宗。高氏二支中
的宗保村高尔俨，系明末殿试探花，官至大
学士宰相衔。此支高氏中明清两代出了7
位进士，有5位总督和监察御史等朝廷大
员。当代此高氏族人中省部级干部和部队
将官等人才辈出。原中共中央委员、中央
政府驻香港联络处主任高祀仁，为香港回
归祖国做出重要贡献。

2.玄(元)氏家族。玄氏家族亦为元氏
家族。玄氏族谱记载，玄氏可追溯到人文
初祖黄帝，是黄帝之子玄器或臣子玄寿的
后代。玄氏在北宋时，因皇帝赵匡胤的父
亲名玄朗，令天下玄姓改为元姓。清代康
熙皇帝名玄烨，玄姓因此再改元姓。

玄氏家族于明代迁居静海。此家族中
最先发迹者为玄默，现子牙镇大邀铺村人。
明朝万历四十六年中举人，翌年中进士。

玄氏家族有着优良的家规家训，世代
传承着优良家风。其家风的主旨是“忠正
爱民，崇学尚德”。

玄默在任怀庆府吏科给事时，当地巨奸
陈云汉假名屯田，增赋害民。为拯救黎民百
姓，他冒着杀身之险接连向朝廷动本，终于
扳倒陈云汉。此后升任河南都右副都御史，
接着又升任河南巡抚，官至兵部侍郎。

玄氏家族中的显赫人物还有2人。清
代元展成，曾任甘肃巡抚。民国时期的元
殿元，入保定陆军速成学校，毕业后从军，
曾冒生命危险将一被捕革命党重要成员救
出，孙中山亲书“博爱”相赠。1929年重辑
《静海县志》时，任编修局局长、编辑主任，历
5年千辛万苦予以完成。

3.李氏家族。李氏家族发迹静海镇，
世传家风特点是“文武兼备，务实守正”。
清代中进士者2名，文武进士各1人。康熙
十四年武进士李培，曾任山西大同守备。
此家族中明清时期任州县级官员居多，共
达27名。清末民初的李寿庚，武艺高强，为
民除害杀掉匪首杨某，受朝廷奖赏。曾任
民国初年京兆东路剿匪总司令，坐镇通
州。另两位武林高手李际春、李登善，在静
海除暴安良享有盛名。

4.励氏家族。励氏家族原籍浙江，清
初落籍静海北五里村。励氏家族最显赫的
是文章世家。有着“重修儒学，书画文章传
世”的优良家风。

励氏家族由浙江先迁北京。第一代励
杜讷原名励讷，后因父母双亡被时任京官
的静海人杜依中收为义子，于是改籍静海
并更名杜讷。再后来又更名励杜讷。他自
幼习诵儒学经典，书法精湛，曾任翰院编
修、左副都御史、刑部左侍郎等职。他是康
熙帝的文学近臣，曾编纂《御批通鉴纲要》
《御批古文渊鉴》等史评著作。

后代传承优良家风，重教精学，诗书文
章继世。励杜讷的儿子励延仪，康熙三十
九年进士，曾任内阁学士、兵部右侍郎、刑
部尚书加太子少傅，参与编纂《康熙字典》
等多部朝廷重要著作。励延仪的儿子励宗
万，康熙六十年进士，曾任礼部侍郎、工都
侍郎等职，参与《子史精华》《秘殿珠林》等编
撰。励宗万的儿子励守谦，乾隆进士，曾任
翰林院编修，参与编纂《四库全书》和校勘
《永乐大典》等。《清史稿》中对其祖孙四代皆
入翰林院赞誉记载。

5.边氏家族。边氏家族作为静海名门
望族之一，历代秉持“崇文尚武，清明扬善”
的优良家风。历代族人中英才辈出。明清

时期出进士1人，举人达16人之多。
明代边维新，万历庚子举人，曾任巩县

知县，史载其清正廉明，勤政为民，庭无冤
狱，野无疾呼，百姓敬之。后升任邠州知
州。清代边增泰，咸丰三年武进士，宫廷侍
卫。清末民初时的边守靖，留学日本帝国
大学攻读法律，学成回国历任浙江政务厅
长、顺直议会议长。其忠贞爱国，曾率议员
要求弹劾袁世凯擅自借外债准备发动内战
之罪状。强烈抵制法国驻津领事妄图侵占
天津老西开地域，热情声援"五四"学生爱国
运动。解放后任天津市人民政府委员、全
国政协委员，1951年代表天津恒源纱厂捐
献飞机一架，支援抗美援朝。

当今边氏族人守望传承优良家风，不
断涌现优秀文武英才，积极活跃在社会各
界为国家贡献聪明才智。

6.杜氏家族。此家族以儒风和忠烈著
称，形成独具特色的优良家风，世代传承弘
扬，优秀人才辈出。

历史上杜氏家族中颇有学识者杜刚，
清代嘉庆丙戌进士，曾任奉天锦州教授。
他从小矢志攻读，苦心孤诣以学，遂成通
儒，知识渊博。著有《以文斋诗集》。

杜氏家族中，明代末期的杜依中名望
十分显赫。他童年文名颇著，尤其是应直
言之诏所献十七策，皆切中时弊，被赞誉为
“贾陆重生，欲大用之。”虽因时局变幻而未
堪大用，而以慧眼仁爱收养励杜讷，以成全
“四代在官皆有名迹，海内荣之”的励氏家
族则享誉盛名。清初朝廷御诏选用遗才，
相国陈百史荐举其宿儒高官重任，他则刚
烈坚辞不应，恪守隐士风骨气节。潜心著
撰《雨花诗集》等。

清代的杜其旋著有《雪窗集》，杜麟孙
著有《安雅堂诗赋》。杜氏家族以诗文继世

享有盛名。
7.牛氏家族。此家族在静海历史上，

享有“重文兴家，清正传世”的盛誉。族人
世代秉持这一优良家风。清代高中进士者
3人，即牛天宿、牛思任、牛思凝。还有6人
中举人。可谓英才辈出，并且为官清正。

牛天宿系康熙四十二年进士，曾任广
东西融县知县，因有惠政造福一方，当地百
姓曾为其立功德碑。著有《谦受堂集》《谦
受堂诗草》。

牛思任系康熙甲午进士，曾任江西南
城县知县、河南尉氏县知县，任上明查公
务，宽厚包容，兴水沃田，两袖清风，深受百
姓拥戴感激颂扬。

牛思凝系乾隆乙丑进士，曾任山东肥
城知县、诸城知县，为官勤政敏捷，才干卓
著。后升任贵州安定州知州、普安州知州，
为民除暴安良传为佳话。

牛曾若系乾隆举人，曾任湖南庐溪等
三县知县，后升任武冈州知州，以廉明干
练，不畏强暴，任上清理积案息事安民深得
赞誉。

8.萧氏家族。此家族以“文武兼备，清
明守正”跻身静海历史上姓氏八大家之列，
其优良家风惠及后人。明清时期出了2名
进士，一文一武，并有8位文科举人、5位武
科举人。可见文武英才一并辈出。

萧汝默，明代嘉靖二十六年进士，后任
山东章丘县知县。萧尧年，清代康熙二十
七年武科进士，曾任湖北都司等职。萧应
祯，明代隆庆四年举人，曾任常州别驾，主
管粮运及农田水利，为官清正廉洁，后升任
开封府知府，严定税额，分毫不予妄取，深
受百姓爱戴。两袖清风，家无积蓄，病故前
后全靠同僚亲友资助治疗和殓葬。被公举
入乡贤祠。萧宝善，清代道光举人，曾任福
建闽清县知县，任职“廉明素著”，病故身后
因清贫而未回归故里。萧重，擅长诗赋，著
有《剖瓠存稿》二十卷等诗书。

二、古代名将后裔在静海姓氏家族
据《静海的历史和传说》记载，历史上

的一些名将后裔落籍静海，经考证，现择要
予以简介。

1.薛氏家族。薛氏家族系唐代大将军
薛仁贵后裔。薛仁贵有5子，元代后期，薛

仁贵第19世孙薛瑞迁信阳，明代永乐二年，
薛瑞6世孙薛景元迁直隶静海县南和顺
村。明代正德年间，薛景元6世孙(薛仁贵
29世孙)迁居今静海区薛庄子村，而后族人
又分迁静海镇、唐官屯镇、西沟乐、李八庄、
周庄子等村。薛世家族历代传承着浓郁的
“以国为家，兴家为国”的家国情怀，守望着
这一不变的优良家风。

2.岳氏家族。岳飞是中国历史上的民
族英雄。据静海《岳氏宗谱》记载，王口镇
大瓦头村的岳氏始祖岳通，系岳飞的第五
世裔孙，即岳飞三子岳霆的曾孙。岳通是
明代初期应天府总兵。永乐二年随燕王朱
棣扫北至燕，驻守静海西部地区，其岳氏随
军亲属及后辈人在大瓦头、岳庄落户。岳
通去世后，葬于大瓦头村南200米处。后
来岳氏族人又分迁至独流镇、静海镇上三
里村、河北文安县才口村以及葛尔城等
地。岳氏家族世代传承“精忠报国”的优良
家风。

3.杨氏家族。在中国历史上，“杨家
将”的故事历代传颂。据杨成庄乡砖垛村
《杨氏族谱》记载，其杨氏家族是“杨家将”的
嫡传后裔。

另据静海历史记载，宋代“杨家将”在静
海一带征战确实留下一些历史记忆。一些
村庄古老的村名及遗迹，都留下与“杨家将”
相关的历史传说。如辕门口、宗保村、望儿
庄、杨家园等，并流传着杨延昭、杨宗保、佘太
君、穆桂英、杨文广等人的战时佳话。

砖垛村杨氏家族的由来，据族谱记载本
是杨继业之长子杨延郎后裔。家族世系图
显示，杨业之19世孙杨清迁居天津武清河西
务，史称瀛西杨氏。杨清9世孙杨宏宇迁居
砖垛村立祖，现已传至10代。

杨氏家族历代传承“精武卫国”家风，
并且与时俱进，不断完善。自清代以后瀛
西杨氏家族又加事农商，文风蔚起，形成
“孝悌、友谊、为国、持家、读书”的10字家
训，族人多有建树。清代高中进士者5人，
后人英才辈出多有功名。杨氏家族由“将
门世家”兼成“书香门第。”

(注：本文根据王敬模主编《静海的历
史和传说》一书内容，并参考相关姓氏族谱
编撰而成)

我们静海高氏家族，被称为静海历史上姓氏
八大家之一。这是静海人的赞誉，也是由先祖们
的历史功名所成就。而这其中蕴涵的精髓则是优
良家风。
作为静海姓氏八大家之一的高氏，系静海高姓

人家的主支，本是宋朝末期朝廷枢密使高贵(桂)后
裔一族群。其于明代洪武年间从山东青州、乐安等
地迁居静海。高贵长子高金公后人在静海东部地
区，主要落籍南和顺、同居村等，后向树深、团瓢、韩
庄子等村迁居繁衍。高贵公二子高玉公后人在静
海西部，主要落籍宗保村、高村等地，后向王二庄、
当城等地繁衍。形成人口众多的高氏家族。
高氏家族历史悠久，先秦典籍《春秋》《世本》及

历代史书多有记载，圣祖高柴系孔子弟子并留《高
氏世宝实录》承上启下，后世历代谱牒赓续传承，因
此家世家风记载比较详尽确切。
此高氏家族有着悠久的优良家风。古代以

“忠、孝、仁”载入史册，并与时俱进，逐渐形成了“忠
义报国，孝廉仁和，诗书继世，勤俭戒奢”的家训。
并有严格的家规家戒，构成系统的优良家风。
早期的高氏家风，尽显忠义仁孝。春秋初期得

姓始祖高傒率众臣平息齐国内乱，拥立和辅佐齐桓
公成就霸业，被封监国正卿。春秋后期的远祖高张
作为齐景公时主政大夫，接纳庇护鲁国暴乱流亡的
孔子就职齐国，以此成就圣人。春秋战国之交的圣
祖高柴，系孔子弟子七十二贤之一，是为官时间最
长且职位最高者，以清正为官重仁树德载入《论
语》，并以坟庐守孝成为世传孝悌佳话。
宋朝末期本支高氏先祖高贵(桂)，更是留下忠

义壮举。当时国家民族矛盾激烈，战乱灾难深重。
元军紧逼南宋都城之下，高贵与文天祥、陆秀夫等

与投降派坚决斗争，力主率军与元军决战到底。无奈兵退广东崖山与元军海上
决战，不幸宰相文天祥被捕，继之由陆秀夫任宰相，高贵任枢密使，张世杰为宋军
统帅。这些忠臣良将为国尽忠视死如归。元军诱逼文天祥去招降，文天祥写下
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壮烈绝命诗篇而后殉国。无奈宋军战
败，陆秀夫、高贵等众臣宁死不降，与幼帝赵昺一同跳海共殉国难。后来明代在崖
山建大忠祠供奉祭典爱国将帅贤臣。解放后中央领导高度关切，广东省及地方
政府在崖山海战故地建立纪念馆，规模宏大壮观，宋代爱国将帅名垂青史，高氏先
祖留下忠义英名。

宋代以后，本支高氏家族秉持“崇文育才以资政，尚武从军以卫国，勤俭忠厚
以持家”的传统，不断有新的建树。

高氏家族历代文风兴盛，英才辈出，不乏国家栋梁之材。明清两代，在高氏
长支的静海及胶东族人中，高中进士者21名，明末宰相高弘图、清代广西巡抚高
崇基、清末翰林编修高毓浵均出自本支。在高氏二支的静海宗保村族支，出了7
位进士和5位总督及尚书侍郎级朝廷大员，高尔俨作为进士一甲之探花，官至大
学士宰相衔。学成为官者勤政善政、公正清廉。高尔俨以“勤政文端”载誉，高崇
基为官清正廉明被誉为“高青天”。

近代现代高氏族人崇文尚武报国，不断留下新的功名，抗日名将高芳先功高
殊荣。当代人民军队中高振家、高建国、高敬东、高祀忠等将军，在保卫祖国中建
功立业。高祀仁曾肩负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联络处主任要职，恪尽职守，出色工
作，为香港回归祖国做出了重要历史性贡献。

同时，近些年来高氏家族为国家培养了300多名优秀大学生，在国家社会各
个部门行业中贡献聪明才智，致力振兴中华。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身在台湾的高氏族人，以浓郁的家国情怀，旗帜鲜明地
与台独势力做斗争，为捍卫国家主权，实现国家统一不懈努力。身在香港、澳门的
高氏族人，过去为香港、澳门回归祖国积极奉献力量，后又与港独势力及其各种倒
行逆施做坚决斗争，以实际行动支持国家治港大政方针。

在新的历史环境背景下，为使族人更好地弘扬优良家风，以兴家利国，家族
又与时俱进提出“八不家戒”警示族人，即：不贪不义之财，不生非分之想，不厌苦
寒求学，不逆职责离岗，不违法纪恣行，不负家亲友邦，不图安逸奢华，不事虚伪张
狂。以此族戒规范族人言行，守望家风纯正。高氏族人将在守望弘扬优良家风
中，不断浓郁家国情怀，在修身、齐家、报国中谱写新的篇章。

我们杨成庄乡砖垛村杨氏家族，本是
宋代“杨家将”的后裔，系“杨家将”老令公
杨业长子杨延郎的后裔。族谱记载，杨业
之九世孙杨清，明朝时迁至今天津市武清
区河西务，史称“赢西杨氏”，杨清九世孙杨
宏宇在清代中期迁至管铺头村，后分三支
分别迁到砖垛村、杨成庄村和小卞庄村，至
今已传10代。
“杨家将”美名历代传颂，源自杨家历代

忠勇，战功显赫壮烈。同时也有历代作家、
戏剧家怀着对“杨家将”崇敬之情。在小说、
戏剧中对杨家将英雄事迹的创作升华，尽管
个别人物和情节与家谱记载有别，但主要内
容据实，其最本质一致的是展现的“杨家将”
历代忠勇爱国、清白传家的家国情怀。
《杨氏族谱》记载，我们杨氏的历史可追

溯到东汉时期。先祖杨震，祖孙四代位列三
公，以为官清正而有“畏四知”“远三惑”的佳
话。而后，在历史上多代延续军籍，秉持“忠
勇报国、清白传家”的家风。同时在传承守
望中，与时俱进，深化完善。清代以后，杨氏
族人大多从事农商，文风蔚起，形成“孝悌、
友谊、为国、持家、读书”十字家训，尤其重视
求拜名师教授，学子苦读修行，成绩斐然。
清代族人中进士者5人，且从文从政多有功
名，杨氏由“将门世家”兼成“书香门第”。

当代，我们杨氏精诚传承先祖“忠勇报
国，清白传家”的家风，努力弘扬“孝悌、友
谊、为国、持家、读书”的家训。尽管不能像
先祖那样为国征战沙场，但不忘为国尽忠的
不变宗旨，满怀不更的家国情怀，立足现实，
立足各自岗位，力所能及的精诚为国家、社

会和人民多做贡献，力求使优良家风在新的
历史条件下与时俱进和发扬光大。

传承优良家风，践行家国情怀，我们杨
氏族人自觉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从本族
做起。长辈们时常教育后代，要以“家国情
怀”和“十字家训”为立德树人之本，时刻以
国家利益为先，个人利益在后为根本行为准
则。自觉将个人言行与党和国家的大政方
针政策保持一致。自觉维护国家社会利益，
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做到党和国家提倡和
要求的事，要令行照办，国家社会反对和禁
止的事，坚决令行禁止。

我们杨氏家族的共产党员，更是注意摆
正国与家的关系，把优良家风融入优良党风
之中，自觉为党和国家的事业做贡献。这些
年来，在影响带动杨氏族人守望家国情怀，积
极发挥正能量上，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一是以身为范，响应号召，推进国家建
设。多年前国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征
用了砖垛村及杨成庄村周边几个村的土地
兴建农业实验场和水库。前几年，有些村民
对征地产生疑义，想要征用土地或高额征地
赔偿金，出现聚众上访现象。我们杨氏族人
积极主张并引导周围村民保持理性，要严格

依法维权，积极配合政府不搞违法聚众上
访。我们杨氏家族的代表和其他村民代表，
共同和区、乡有关部门进行情况沟通，倾诉民
情民意，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合理解决了征
地遗留问题，并且适当调整、落实了土地补偿
费。这样不但维护了国家利益，也解决了村
民群众的利益诉求，不但消除了大规模群众
上访的问题，也增强了村民群众对党和政府
的信任和维护的感情。

二是以身作则，着眼未来，维护国家大
局。杨氏家族积极响应党中央及地方各级
政府的号召，并积极落实到行动中。国家提
倡的新农村建设，倡导环境治理，我们杨氏
家族坚决支持。多年来，有些地方在治理环
境方面存在不足，很多村民不以为然，思想
上的墨守成规让这项工作举步维艰。但新
农村建设犹如一股春风吹进了我们这个村
庄，上下水管道的改造铺设，厕所的改造，集
体供暖的实现，道路的畅通，让每家每户感
受到了实实在在的便捷。在村里整理期间，
我们杨氏家族人以身作则，义务担起了平路
面，看路口，清理脏乱等工作。同时积极宣
传提高村民环保意识，让大家力往一处用，
劲往一处使，和村民一起着眼于大局意识，

促使一些工程快速完成。
三是友好和善，诚信待人，倡导优良民

风。我们杨氏族人一直奉行公道正派，敦亲
睦邻的理念。既维护家族相亲和睦，又不搞
家族观念，既友谊乡邻乡亲，又维护村级组织
工作。在这些年来村级组织的换届工作中，
自觉维护上级组织的人事安排和村民共识
意愿。杨氏族人从来不搞不正当的竞选，自
觉主持正义选贤举能，选举优秀人员当村“两
委”班子成员，同时积极支持村“两委”班子的
工作。凡是村上要办的事情，积极配合。即
使有的会伤害个人利益，也都顾全大局和集
体利益，不给村上工作设阻力出难题，有力的
促进了村级各项工作的开展，尤其是美丽乡
村建设的顺利进行。

四是孝悌谨信，严于侓己，培养优秀人
才，积极营造文明家庭。我们杨氏族人，坚
持自觉以“孝悌、友谊、为国、持家、读书”的
家训来指导自己的言行。我们知道，只有先
营造好自己的小家，将来才能创造更好的大
家，更好的促进国家文明建设。因此，我们
家族秉承着良好的家风，积极做到：对己，父
慈子孝，相亲相爱；对家庭，勤俭持家，殷实
富裕；对人，和睦乡邻，友善朋友；对社会，重
文读书，培育人才。对国家，忠于国家，努力
工作，积极奉献。

改革开放以来，杨氏家族培养出大学
毕业生20多名，成为国家各行各业的优秀
人才，仅从事教育工作的就达10人之多。
他们忠实地传承着优良家风，精诚地为国家
贡献着聪明才智，将赤诚的家国情怀写进了
自己的人生，传给了子孙后代。

家风，一般指一种由父母或祖辈提倡并
能身体力行和言传身教，用以约束和规范家
庭成员的风尚和作风。良好的家风无形地影
响着家庭中的每一个人的品质和行为，对于
家庭和社会都达受裨益。我们元家是历史上
的静海八大家之一，历史传承着孝道家风。

我记得88岁的太祖母说过这样的话：
天不会连阴雨，人总有出头之日。孝心感
动天和地，家和必定万事兴。果不其然，祖
父母一生正直善良，慈悲为怀，含辛茹苦养
育了4个儿女，都已功成名就。大伯，从戎
报效国家，曾在天安门前接受毛主席等国
家领导人检阅，从军一生立功受奖，提拔重
用，直至师级干部，后历任呼和浩特市纪委
副书记等要职。父亲，以优异成绩于静海
师范毕业后，19岁从事教育事业，先后在河
北省青县、天津市静海教育界历任完中校
长、乡镇总校长等职。记得大伯每月给祖
父寄钱，经常回故里探亲，带内蒙古特色产
品。父亲最早每月收入仅仅22.5元，每月
交给祖父烟酒等费用10元，贴补家用5元，
自己仅用5元作为伙食费用，并把省出的
粮票这月给大姑家几斤，下月给二姑家几
斤……我母亲一生很贤淑，孝敬太祖母，善
待早年丧妻的祖父。最感人的是像女儿一
样精心服侍瘫痪在床8年的祖父，做可口

饭，洗干净衣……祖父曾对乡邻们说，儿媳
就是“三闺女”……

父亲自幼对我们兄妹三人严格要求：不
孝父母，敬神无益；兄弟不和，交友无益。讲
羊羔跪乳的故事，阐明子孝妻贤的道理。他
曾经教育我们，如果连自己的父母都不能
“孝”，又何谈“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
及人之幼”呢？百善孝为先，在这方面父母
为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母亲一生孝敬奶
奶婆婆，善待早年丧妻的公公，团结邻里，在
村里口碑很好。父亲常年在河北青县教书，
母亲既要照顾太祖母、祖父还要照顾我们兄
妹3个，辛苦劳累可想而知。在饭桌上吃饭
时，母亲每次都会先给太祖母、祖父盛饭，太
祖母、祖父动筷子了，让我们再动筷子。晚
上睡觉前，母亲都会给太祖母把洗脚水打好
后再回去休息。母亲的一生是一心为子孙

后代着想的一生，她为后人做出光辉的榜
样，无愧为元氏后辈楷模。人常说：婆媳关
系是天下最难处理的。但在我家，由于母亲
的善解人意，不管子女哪家夫妻间出现矛盾
摩擦，总是首先批评自己儿女，指出缺点与
错误之处。夫妻间开诚布公，矛盾总会很快
解决，和好如初。从没有看到婆媳间红过
脸，拌过嘴。关心孙子孙女真如掌上明珠，
晚辈们也是言听计从。以至于孙女万金在
评价奶奶时简洁精辟的概括为“得人心”。
得民心者得天下，得人心者受民敬。

家庭是圃，孩子是苗。家风如春雨，家
训是泥土，孩子是幼苗，只有在家风家训的
辅助下，我们才能茁壮成长，成为一个优秀
的人。

父亲也常说，孝敬无底线。尽孝道没有
最好，只有更好，没有终点，只有起点。

父母整天辛苦工作，每当父母劳累时，我
们都会帮父母捶捶背，捏捏穴位，做点儿力所
能及的家务活。父母过生日，我们争相预订
饭店，采购食品和蛋糕等，上小学的孙辈们
也学着把手里仅有的几元零花钱给爷爷奶
奶买来罐头或鲜花等。孙女孙子上大学后，
凡是寒暑假回家的第一站一定是爷爷奶奶
家。奶奶患气喘病，经常住院治疗，孙女得知
后一定会从河北师大所在地——石家庄赶
回来日夜细心照料。奶奶亲切称孙女为
“老闺女”。

现在我们教育子女，要和睦相邻，与人
为善，心存感恩，助人为乐，要尊重社会公
德，爱护环境，言语举止要文明。

传统家训孝道教化倡导的“以身立教”
就是青少年孝德培养的重要途径和应该坚
持的核心原则。俗话说“父母是子女的样
子，子女是父母的镜子”。父母是人生最长
久的老师，父母的言行在孩子心目中最有权
威性，最具楷模的力量，他们的孝道观念及
其相关行为对孩子发生着重要的影响。

传承家风，传递家风。愿勤劳、舍己为
人和孝顺之风永远飘荡在我家上空，永远飘
荡在这个社会的上空，永远飘荡在中华民族
的上空。伴着温暖，飘进千家万户中，也飘
进每个人的心中……

静海名门望族及优良家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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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孝道优良家风
第六小学教师 元绍文

忠勇报国清白传
杨成庄乡砖垛小学 杨明远

静海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