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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刊

“优良家风大家谈 守正端行益平生”优秀征文选登

静海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供稿

在静海东南隅，有一个历史
上曾经古老偏僻而文风延绵的村
庄——中旺镇姚庄子村。自明代
初年建村以来，村民们历代守望传
承着忠厚勤劳、淳朴文明的好家
风，汇聚成独具特色的好村风。如
今，这里的好村风绽放异彩，带来
了新时代村庄的文明富庶和百姓
的兴旺发达，并以出人才、出老板、
出干部而闻名。人们说这个村庄
是一块风水宝地。然而，这块风水
宝地的真正底蕴则是浓郁的文明
家风和村风。

一、尊师重教尚学。教育是文
明的源泉。这里村民们根深蒂固
的理念是尊师重教读书，历代不变
的一句口头语是“拉着棍子要饭也
让孩子上学，不当睁眼瞎。”早期先
民们从外地迁来落籍给地主当佃
农，尽管人们穷但村上私塾兴。孩
子们上不起长学，但尽量争取上农
闲时“春仨月”和“冬仨月”的短学，
每年的第一件大事则是把凑好的
几斗玉米给私塾先生送去。尽管
这几斗玉米也难以连续送得起，但

村民们有曾进过私塾的经历，加
之后来自己的学习，能认个眼前
字和会打算盘的人居多，懂得一
些古文和礼仪的人不在少数。新
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基于这个
村的文化底蕴，建起了共和国第
一批农村高级小学，并开办了扫
盲识字班。村民们迸发出空前的
上学热情，形成了大人小孩同进
学校，男女老少共上夜校的生动
局面。

改革开放后，国家教育事业大
发展，村民们崇尚教育的理念进一
步升华，把培养孩子上大学作为共
同的理想追求。这些年来，全村培
养出近百名大学生，并出了 2名静
海高考理科状元，还有 3名博士和
博士后。特别值得称道的是，这个
村的村民对孩子的教育注重“立德
树人”，孩子们在村上的学校里坚持
学雷锋做好事50多年连续不断，成
为全国学雷锋先进典型。

二、忠实本分友善。这个村村
民的家风中，深深地打上忠实本分
友善的烙印。村民们最腻烦的是

“奸诈失信对不起人”。人们的口头
禅是“说话算数，办事地道，不搞花
花肠子弯弯绕损人利己。”信奉安分
守己，不生非分之想，不图不义之
财。在对待乡邻亲友上注重和睦相
处、互相帮助。谁家有大事难事，人
们主动伸出热情之手。历史上有着
邻里之间外出互借衣帽，种地推磨
互帮牲畜农具，红白喜事盖房子帮
工不吃饭的传统习俗，人们把真挚
实在的情感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新时期，这种忠实本分友善的
村风进一步发扬光大，更使村民们
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大受裨益。村民
们互相帮助，扶持带动，建起了 60
多家工贸企业，带动了村内外上千
人就业。尤其是建起的 40多家商
贸公司，秉持“忠实守信，互利双赢”
的理念，托起了全国闻名的大邱庄
钢铁交易市场的半壁江山。

三、勤俭和睦持家。旧社会，村
民们多少代人当佃农的悲惨经历，
形成了“吃苦耐劳，勤俭节约，孝悌
和睦”持家的优良传统，蔚成良好村
风。过去老一代人改土治碱掘大锨

抬大筐修台田不怕苦累，人拉犁耙
耕种不惜力气，起五更睡半夜收割
拾柴不计冷暖。生活的艰辛困苦，
使一家人相依为命，父慈子孝，家庭
和睦。过去大多数人家都是饭做两
样，好一点的给老人孩子吃，其他人
凑合吃。如今生活条件好了，不再
为吃饭穿衣花钱犯愁了，但勤俭和
睦持家的优良传统依然不变。人们
不论从事哪个行业，都倍加珍惜，爱
岗敬业，诚实劳动，甘心情愿挣吃苦
受累的钱。不论积累多少财富依然
勤勉节约过日子，不骄不奢守本
分。尤其是把赚来的钱多用在孝敬
父母上，用在发展生产和教育子女
上。村民家庭都呈现着富庶祥和、
其乐融融的景象。

四、清正廉明从政。这个村的
村民，在历史上由于地处穷乡僻
壤，鲜有人能从政为官。新中国成
立后，在党和国家培养下，这个村
的一些优秀人才逐渐走上从政之
路。他们不忘家庭和父老乡亲们
的嘱托，坚守“当官不忘本，勤廉不
贪腐”的从政理念，在各级领导岗
位上，严格恪守政德官德，一门心
思干工作，力求做到不贪腐、不慵
懒、不是非、不奸猾，保持清正为民
担当作为本色。改革开放以来，从
这个村走上县处级及以上领导岗
位的干部 20 多人，还有获高级职
称者 40多人。在各自岗位上积极
为党和人民贡献力量。这个新时
代的文明富庶村庄，洋溢着优良家
风和优良村风的浓郁气息，为每个
家庭和全村人带来不尽福气。

“家风”又叫门风，是一个家庭祖上传
下来的某种风气、习俗，与这个家庭的兴
衰荣辱相辅相成。文明的家风是建设和
谐社会的根基。家风作为传承中华文明
的微观载体，以一种无言的教育，潜移默
化、润物无声地影响着人们的心灵。

中华民族素有“礼仪之邦”之称，向来
重视门第家风的教育和传承。也许从小
家里并没有明确提出过家风是什么，但从
父辈潜移默化的行动中就可以感知到我
们的家风：孝老爱亲、诚实守信、吃苦耐
劳、勤俭节约、与人为善、懂得感恩。孝敬
长辈，爱护晚辈；做善事，不求回报；为人
老实，不干坏事；常做好事，无怨无悔……
如此往复，一切便在潜移默化中悄然形成
并根深蒂固。

我生长在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但普通
得不能再普通的父母，却教会了我如何待
人接物，如何文明行事，让我走向社会后
能够尊重他人，也同样得到他人的尊重，
终生受益。

1965年出生的我，儿时的事情早已淡
忘，但有一句话记忆犹新。那是同学母亲
夸我的话：“看这孩子，真有教养，一定有
良好的家风。”为什么会这样夸一个十四
五的孩子呢？请让我慢慢道来。

上初中时，我第一次到同学家去，同
学的母亲问我住在哪里，家里兄弟姐妹几
个，我都娓娓道来。当她问到我父亲名字
的时候，我站起来回答。那阿姨就如上所
语夸奖了我，当时我很自豪。

听到这里，必有人会问：“提到父亲的
名字你为什么站起来回答？”这源于妈妈
给我讲的一个故事。

妈妈是个在旧社会长大的家庭妇女，
不识字，但是能给我们讲《三国演义》《水
浒传》等古典名著，许多中华民族的美德
故事成了我们姐弟几个成长的文化暖巢，
成了我们接受家风教育的主要形式。记
得妈妈讲《包公案》时，其中的一个情节给
我印象最深：公子颜查散投亲，有人问其
父名，颜起身说：“子不言父是正理，我若
不言谁知道。”然后说出父亲姓名。我就
特羡慕，便去模仿，才有后来得到同学母
亲称赞的时候。自此以后，我就更加注意
自己的言行，主动模仿历史故事中优秀人
物的做法，与人相处总是彬彬有礼。这一
习惯使我赢得了更多人的尊敬，也赢得了

事业的成功。
长大后，我才知道文明礼貌、宽容忍

让是我家的家风。“一纸家书只为墙，让他
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
秦始皇。”从我们牙牙学语时就会背诵。

现在想来，“子不言父名，徒不言师
讳”虽然是封建礼教的产物，但其蕴含的
长幼有别、孝父母、有礼貌，到什么时候都
有价值，随着时代的发展也许在表现形式
上会有所区别。可以肯定地说礼仪尊崇
到什么时候都是需要发扬的。

如今的我，同样将文明待人的家风传
承下去，将同样的故事融入时代内容教育
我的孩子，同时用潜移默化的行为影响着
我的孩子。

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我始终就是孩
子文明行事的榜样，并时刻教育孩子要处
处讲文明。家里来了客人，我本着“当面
教子，背地教妻”的家训，总是告诉或者示
意孩子主动招待客人；到亲朋好友家做客
时，我也是提前告诉孩子该如何去做才是
文明做客的行为表现；到电影院看电影
时，我总是领着孩子排队入场，小声说话，
做文明观众；到商场购物时，我也是指导
孩子喊“阿姨”、道“谢谢”；行路时，当红灯
亮起且左右并无车辆通过时，我总是攥着
孩子的小手依然耐心等待；坐公交时，我
和孩子都主动给需要的乘客让座；在社区
玩耍，我总是鼓励孩子主动和老爷爷、老
奶奶、叔叔、阿姨打招呼；去游乐场，我也
是带着孩子按照游园须知约束自己，不损
坏公用设施，既快乐游玩，又留下文明。

渐渐地，孩子长大了，我家的文明家风
也在她的身上得到传承。和同学相处她能
礼让在先；同学有了困难，她能不计个人得
失地伸出援助之手；曾经是班里、学校文明
示范岗成员，义务参加许多文明活动的宣
传活动，多次被评为市级文明学生。

如今，孩子成家立业了，眼看着他们
也在传承着我们的文明家风，我从心底感
到畅快，真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
什么种子开什么花”啊！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文明状况
不仅是社会文明的缩影，而且可以影响
和改变社会风气，营造社会新风尚。所
以，良好家风的构建与传承不是小事私
事，而是利家利民利国、造福千秋万代的
功德之事。

我的祖上，世代农民。虽然生活
艰辛，却传承下了诚信、勤俭、好学、
友善的家风。这个家风不是写在纸
上、刻在匾上传承下来的，而是通过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耳濡目染继承下
来的。
小时候，哥哥、姐姐总要在煤油

灯下看书写作业。受到哥哥、姐姐的
影响，三四年级时，我也经常地拿起
他们看过的书读得津津有味。他们
的书读完了，我又会想尽办法到处找
书看。
不知从哪儿听说，我的一个同学

有一本特别好看的小人书（一种64
开的儿童读的连环画册）。放学后，
我便借机和那个同学一起回家。在
路上，经过我的软磨硬泡，他终于同

意把那本小人书借我看两天，只有两
天。我高兴地不知怎么感谢他呢。
我随着他来到家里，只见他从柜子下
面，掏出了一个布包，小心翼翼地打
开，露出了那本我盼望已久的小人
书。我迫不及待地伸手就去拿，他一
下子挡住了我的手，眼睛看着我，威
严地说：“记得呀，只有两天，不许多
看一天。”我拍着胸脯，坚定地说：
“你就放心吧，我是个说话算数的
人。”他又和我拉了钩，才轻轻地拿起
书，放到了我的手上。

我抱着书，连跑带颠地回到家，
一头就扎进了书里。

第三天，我正走在放学的路上，
只听我那个同学在后面喊我的名
字。我听到他的声音，一下子想起

来，到时间了，我得还他书了。我带
着他，急急忙忙地跑回家，打开我放
书的那个包。我的书一本不少，可
偏偏我借的那本就没有。我又翻了
一遍，还是没有。这时，我的头上已
经满是汗水了，心突突地跳个不
停。他狠狠地瞪了我一眼，一字一
顿地说：“你是个骗子。”然后扭头跑
了出去。

几天后的星期天，我正在屋里写
作业。突然听到和几个叔叔在我家
房顶修房的爸爸怒吼着我的名字：
“XX，你出来！”我不知怎么回事，赶
紧放下笔跑了出去。往房顶一看，只
见爸爸怒睁着两只眼，胸脯一起一
伏，看样子正在生气。我莫名其妙，
问：“爸爸，什么事？”“什么事，你看

看那是谁？”我顺着他的目光，往旁边
看去。这才看到，借给我书的那个同
学正站在那里。我一下子明白了。

爸爸不知什么时候来到了我身
边，他的手里拿着10元钱，赔着笑脸
对我那同学说：“你看，他把你的书弄
丢了，赔你这些钱，你自己再买一本
吧！”我看着那位同学伸手拿过钱，头
也不回地走了，我刚想跟爸爸说，那
拾块钱可以买好几本那样的小人书
呢。可是当我看到爸爸那严肃的表
情，只好把话又咽了回去。

后来，当我慢慢长大，再和父亲
谈起这件事时，他曾这样对我说：
“10 元钱，是可以买好几本那样的
书，却不可能买回别人对你的信任。”
我深深地觉得父亲这句话很有道理。

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从父亲身上
学会了很多，比如生活要勤俭，学习
要勤勉，工作要勤奋，做人要讲诚信
等等，我觉得这就是家风吧。

随着我娶妻生子，孩子们渐渐长
大，我对生活，对友人，对工作的态度
也给孩子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
们从学生到走上工作岗位，也在一直
坚持着这些待人接物的做法，并继续
影响着他们的孩子……

我的父亲是一名普通农民，虽文化程
度不高，但知书达理，为人善良厚道，教女
有方。虽然他老人家已去世十余载，但他
对我的爱，留下的勤劳家风，使我终生难
忘，终生受益。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小学教
师，但我经常想：如果没有父亲良好的教育
观念，就不会有今天的我。

小时候，父母每天都要去地里干活
儿，烈日炎炎，很辛苦，有时中午都不能休
息。赶上抢种、麦收和秋收，都顾不上洗
脸、吃饭。那时，我还小，不懂事，看到父
亲这么辛苦，天真地问：“爸，这活儿还没
干完哪？多累呀！不干不行吗？”父亲说：
“不干怎么行？农民就得种地，不然吃什
么？”父母就这样一年一年，面朝黄土背朝
天的辛苦地劳作着。

到了五六年级，父亲说：“你们都是大
孩子了，可以学着帮父母干些农活儿啦。”
于是，到了暑假，父亲就带着我们姐妹3人
到地里去除草。我清晰记得，父亲骑着一
辆“大铁驴”，三妹坐在前面的横杠上，二
妹坐在后椅架上，后车轮右侧还挂着一个
铁丝筐，筐里放上农具、一壶水，还放上一
个可爱的大西瓜。我骑着一辆小一点儿
的、破旧的自行车跟在后边。这样，“除草
大军”就出发了。一路上，我还蛮高兴的，
心想：这是多好玩儿的便宜事啊！还有甜
甜的西瓜吃。谁知，到了地里，干了一会
活儿，感觉滋味就不好受了。太热了，真
是骄阳似火，我们都干不动了，被父亲落
下一大截。父亲和蔼地说：“再坚持一会
儿，到地头儿就休息。”我看着长长的、不
见尽头的地，像一条长龙，真是发愁。愁
啊愁，终于到地头了，我们在树荫下喝水、
吃瓜。父亲说：“歇足劲儿，一会儿继续
干。”虽然不情愿，但看着父亲劳累的身影
和不容分说的表情，只好继续干。就这样
一连干了好几天，草终于锄完了。我高兴
地说：“可干完了！”可是父亲说：“没呢！
南洼还有一块地呢！”我愁眉苦脸地说：
“啊？还有啊？”父亲摸着我的头，笑着说：

“有，有的是，不要怕累，这样才能收粮食，
粮食收得越多才越好啊！这人活着，就得
劳动，能劳动就证明身体好，身体好，越干
越有劲，越有好日子过！”我们只好继续去
干，干完一块又一块。周围邻居说：“你让
他们去干嘛？干不了多少活，还得赔上西
瓜。热病了，还不够花钱买药的。”父亲
说：“孩子嘛，就得让他们干活、吃苦，不然
不知道好好学习。”邻居又说：“都是女孩
儿，上这么多学有嘛用啊，早点儿上班挣
钱，还省得日子这么紧，长大了找个婆家
嫁了不就完了吗。”父亲不再说什么。后
来，父亲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学生的劳
动就是学习，别看你们仨都是女孩儿，只
要你们好好上学，咱条件再差，我再苦再
累，也供应你们。现在苦点儿，将来就有
好日子过了，你们可要好好上学啊！”这些
话，我至今记忆犹新。当时，我就下定决
心：一定要好好上学，不辜负父亲的期望，
将来让父母过上好日子。现在想想，父亲
的良苦用心和让孩子劳动、吃苦的教育方
法，多难得啊！多好啊！

从小学到中学，我一直按照父亲说的
话，努力学习。后来，我考上了师范，成为
一名人民教师。我深深感悟着父亲的话，
农民的劳动就是种地，学生的劳动就是学
习。那么，教师的劳动就是教书育人。而
且，只有辛勤劳动，才能担得起自己的职
责，才会有好日子过。如今，我已从教二十
余载，这二十多个春秋，我始终如一日地踏
实工作、勤奋进取，不怕苦、不怕累。我认
真备课，上好每一节课，认真批改作业，耐
心辅导学困生，不让每一个孩子掉队，争取
让每一个孩子都有最大的进步。我经常把
最难判的作文十本十本的分批带回家判，
经常把改不完作业的学生叫到办公室一一
讲解……人们都说，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光
辉的职业。而我，用自己的辛勤劳动证明
了：我无愧于教师这一职业，无愧于父亲的
教诲。勤奋学习和辛勤工作，是我劳动价
值的体现，是我人生价值的体现。

团泊村退休老校长程润湘，
今年75岁。展卷程氏谱牒，始祖
伯符，商末周初，距今3000余载，
他系131世后裔。固在本村族人
中辈份居高，人尊湘爷。他从弱
冠之年到耳顺之秋，从教四十余
载，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为人师
表，诲人不倦，培养了一批又一批
栋梁之材，为教育事业奉献了毕
生精力。他的敬业精神，言谈举
止，无不影响着子孙们的言行，陶
冶着他们的情操，为他们的成长
树立了风向标杆。

程润湘的家风淳朴，尚节
俭、耐勤劳、能艰苦，性格沉稳，
不轻许诺，重实践躬行。良好的
家风既多彩，又鲜活，格言式的
家训，不仅书在纸上，悬在墙上，
而且说在嘴上，动在情上。家训
十则：“一、对家庭有担当、对社
会有责任。二、孝父母、爱手足、
尊长辈、友邻里。三、为人正、做
事勤、和为贵、德在先。四、有知
识、有能力、有思想、讲贡献。
五、要谦虚、懂礼让、勿贪财、讲
信用。六、勿轻言、戒冲动、诚待
人、讲文明。七、要节俭、勿浪
费、不偏食、讲卫生。八、人胜
我、勿嫉妒，人弱我、勿鄙视。

九、不酗酒、不赌博、不吸毒、不
贪色。十、既懂法、更遵法，既爱
国、又爱家。”这优秀的家训，对
子孙后代有着耳濡目染、潜移默
化的影响，使他们有章可循、有
理可悟。发挥着无形胜有形的
潜在功能，教育无痕、润物有
声。此家训经长期的熏陶与积
淀，已成为家庭每个成员的自觉
意识和行为。

一则，长者做好传与带。程
润湘认为，家长是塑造孩子们的
无形力量，耳濡目染影响着孩子
世界观的形成，长者的穿戴、举
止、观点、待人接物等，无不对孩
子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上行下
效，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所以长
者的所作所为，所行所素，都要
为孩子们做楷模。

二则，程润湘经常教育子
女，“百善孝为先，常存仁孝心”，
要尊老爱幼，尊敬师长，团结同
事。对长者的孝道没有最好，只
有更好，没有终点，只有起点。
百孝顺为先，孝敬无底线。

三则，在家庭中，营造崇尚
学习的气氛，程润湘经常和子
女们讲，古人云“非学无以明
志，非学无以广才，”知书才能

明礼，学习就能升华。茶余饭
后看看书，读读报，谈天论事，
让家人从中得到更多的教化和
启迪。

四则，创造和谐文明的家庭
环境，居家里外，干净明亮，整洁
有序。激励感人的家训格言悬
挂在醒目之处。他教育子女要
和为贵，明理法，要相互体谅，相
互宽容，相互信任，相互理解，作
为家和的前提。在此基础上，才
是幸福美满的家庭。家庭是社
会的细胞，只有家庭和睦，社会
才会稳定。

五则，良好的家风要代代相
传。他经常告诫子女，要明白代
代相传不仅是家财和地位，更应
该有内涵精神。把老一辈留下
的美好品德和作风接续下来，薪
火相传，造福当代，惠及后人，发
扬光大。

程润湘治家严谨，教子有
方。通过多年对子女含辛茹苦
地教育、培养、锻造，他们已大器
有成。长子程树茂、次子程树森
多年来在天津华源集团担任副
总，创建了旭华公司和华源时
代，程树森还被评为天津市劳动
模范。

我家的家风是——诚实、守信、勤俭、节约。
诚实、守信，是从爷爷身上学来的。每逢

星期六的上午，是我学习钢琴的日子。五年
来，爷爷风雨无阻地坚持送我上课、陪我练
习，从未耽误过一次。记得一个周六的早晨
雾霾来袭，望着窗外混沌的世界，我的心不由
得忐忑起来，不知道今天能不能正常上钢琴
课。这时，爷爷对我说：“孩子，不要担心，不
要让恶劣的天气影响学习的心情，我们早出
发、慢慢走，肯定能准时到达。”听了爷爷的
话，我悬着的心一下子放了下来。爷爷信守
承诺，和我早早出发，一路上小心驾驶，终于
在上课前把我送到目的地。从那天起，我也
决心做一个像爷爷一样诚实、守信的人。

勤俭、节约，是奶奶时常在我耳边的叮
咛。她告诉我，要珍惜每一粒粮食、爱惜每
一分钱。我有一个坏毛病，吃饭经常掉饭
粒，吃剩的饭菜也会随手倒掉，不知不觉地
浪费了不少粮食。有一次，我想把吃剩的半
碗米饭和菜倒掉。奶奶看到了，问我：“你还
记得《悯农》那首诗吗？”我羞愧地低下头，轻
声背出：“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
中餐，粒粒皆辛苦。”我知道了奶奶的用意，
是在告诉我每粒粮食得来不易，都是农民用
辛勤的汗水浇灌出来的，不应该浪费。我也
知道了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道理。我下定
决心，改掉浪费的毛病，做一个懂得勤俭、节
约的好学生。
“诚实、守信、勤俭、节约”，这8个字，就是我

家的家风，我要永远牢记在心。

好家风汇成好村风 好村风滋润百家兴
静海区瀛海学校学生 高一宁

传承诚信家风
大邱庄镇津海小学退休教师 朱铮山

我的家风故事
实验小学六年级五班 蔡雅琦

老校长的家规、家训、家风
撰稿人：团泊镇退休教师 韩玉富 整理人：胡静

谨记家风 传承文明
静海区瀛海学校教师 徐桂兰

勤劳家风伴我行
静海区第六小学教师 郝学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