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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青少年中开展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教育，服务好广大青少

年，是关心下一代工作的基

础。市关工委紧紧围绕这

一基本任务，狠抓落实和创

新，取得了丰硕成果。继

2015 年 3 月 4 日，中关工委

主任顾秀莲充分肯定我市

“这种做法好。德育四联

动，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

性，推动德育教育的深入开

展”成为我市享誉全国的品

牌后，今年 5 月 19 日，中关

工委主任顾秀莲在听取江

苏“学史立志，崇德向上”主

题教育的做法与体会汇报

后，在我市汇报材料上批

示：“东台市关工委‘学史立

志，崇德向善’主题教育的

做法很实在，效果很好。继

续深化，把工作越做越好。”

作为国家关工委领导，对一

个基层单位工作具体批示

十分罕见，这是给东台关工

的鼓励和鞭策。

培育青少年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是一项长期的

艰巨的任务，决不可一蹴而

就。必须深化认识抓落实，

求真务实抓落实，开拓创新

抓落实。形势在发展，社会

在变化，新生事物不断出

现，所以抓落实，要坚持从

本地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开

展工作，是我们工作的第一

要务。我们要遵照习总书

记关于“落细、落小、落实”

的要求，进一步细化任务、

细化措施、细化责任，以高

度的政治责任感和紧迫感，

满腔热忱地抓好关心下一

代工作。

把功夫下在抓落实上
记者 陈美林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课堂，家
风则是人生翻阅的第一本书。
为了传承家庭美德，为了下一代
的茁壮成长，近年来，市关工委
在老课题上创出了新特色，以

“崇德向善 注重家教”为主题，
在全市开展一系列家风家训活
动，如阵阵春风，吹遍城乡大地，
不仅汇聚起了全社会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正能量，更成
为最美东台建设的最强音。

和风润物 家传有方
——市关工委开展“崇德向善 注重家教”专题教育活动综述

家风，是指一个家庭、一个家
族的风气、风尚，亦即门风。优良
的家风，虽然各有各的特点和不
同的表现形式，或勤劳俭朴、诗书
传家，或孝悌恩爱、家庭和睦，或
重诺守信、轻财重义，或守礼谦
让、邻里互帮，或清廉正直、公而
忘私，或志存高远、家国为怀，但
总贯穿着一根共同的红线，这就
是“崇德向善”。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课堂，家
风则是人生翻阅的第一本书。接
受什么样的家风影响，决定着青
少年的人生方向，即所谓“近朱者
赤，近墨者黑”“久居兰室，必纳其
香”。宋代叶梦得在家训中规定
子女，要勤学苦读，不入俗流。他
说：“早晨起来必须先读上三五卷
书，这才正是该用心的地方，然后
才可以做其他事情。晚上点灯以
后也要这样。若别无他事，就应
该整天不离书桌。如果能这样，
一生都不会沉沦。”“如果清晨就
办流俗杂事，有时冗事缠身忙忙
碌碌，有时默默呆坐，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与书卷逐渐疏远，哪里
还能想到学问之事呢?这样一来，
即使不变成庸俗之人，也不过是
一个只知吃饭穿衣的痴呆子弟罢
了。更何况再去赌博饮酒，追求
玩物娱乐，只知交游，随心所欲地

行事呢!上述诸般，沾上一种，少
则二三年，多则五六年，没有不身
败名裂、家室败亡的。这些不需
要我讲，就能明白了。”青少年时
期不仅是长身体、铸骨骼的生理
养成期，也是长知识、开胸襟，逐
步树立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
人格养成期。广大青少年的健康
成长，关乎社会的未来、民族的未
来、国家的未来，要通过家风教
育，让孝悌谦恭、待人友善，读书
明理、益智上进，勤俭朴实、不慕
虚名，轻利重义、诚实可信，知恩
图报、爱国为民等传统美德植根
于青少年的心灵深处，引导青少
年沿着正确的人生道路，立志立
德，做一个有益于家庭、有益于他
人、有益于社会、有益于民族、有
益于国家的人。

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第一届
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明确指出：

“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
谓‘天下之本在家’。”无论过去、
现在还是将来，绝大多数人都生
活在家庭之中，无论情况如何变
化，家庭的生活依托都不可替代，
家庭的社会功能都不可替代，家
庭的文明作用都不可替代。家庭
和睦则社会安定，家庭幸福则社
会祥和，而家风则是家庭的精神
内核。家风好，就家道兴盛，和顺

美满，人才辈出；家风差，则难免
殃及子孙，贻害社会。从历史上
看，名门之所以为名门，大家之所
以为大家，并不取决于他们的权
势、钱财，而是家风的好坏。有教
养的家庭，其后代即使虎落平阳、
龙困险滩，也依旧能自强不息，在
逆境中奋起。林则徐至今传至九
世，代代有科学家和高级官员。
梁启超五个儿子，有三位成了中
国科学院院士。他们中的大多数
都是在无权无势无钱的情景下成
才而光大门风的。其中的奥秘之
一，就在于他们有严谨的家训和
优良的家风。我们要通过家风教
育，使父慈子孝、兄谦弟恭、妻贤
夫安、耕读传家、知书达理、勤俭
朴实、家和邻睦等传统美德发扬
光大，形成相亲相爱、向上向善的
家庭风尚，并且把爱家与爱党、爱
国统一起来，把家庭命运与国家
命运紧密联系起来，使家庭成为
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
重要支撑点，成为人生梦想起航
地。大家都知道安徽桐城“六尺
巷”的故事。张英一封“千里家书
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
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的信，促成了邻里和睦，社会安
定。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风不
仅是一个家庭的精神内核，也是

一个社会的价值缩影。家风不仅
关系家庭私事、个人私德，而且是
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
会公德的基点。把家风建设搞好
了，让家庭成为涵养美德、陶冶情
操的“心灵归宿”，就能支撑起全
社会的好风气。随着我国改革开
放的不断深入、经济社会发展不
断推进、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家庭结构、生活方式、利益格局都
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在现实生活
中，邻里之间、不同利益主体之
间、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难
免产生这样那样的利益碰撞和矛
盾。处理好这些碰撞和矛盾，需
要谦让、宽容和关爱。通过家风
教育，让邻里互帮、尊老爱幼、重
义轻利、关爱弱者、宽以待人、遵
纪守法等社会公德蔚然成风，就
能钝化社会矛盾，妥善化解各种
纠纷，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避
免小事惹出大麻烦。凡事严于律
己，见贤思齐，遇利先人后己，义
字当先，别人碰到难处，能及时伸
出援手；别人遭到挫折，善于慰藉
和鼓励。这样，人际关系就能和
谐友善，民风、社会风气的淳化，
对和谐社会建设、党风政风建设
也将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为“世
界大同”的人类理想添砖加瓦。

传承优良家风 强化家庭教育
东台市关工委 储开拓

家风教育于我们关工委来
讲，既是一个老课题，更是一个新
起点。家风教育要抓住讲、谈、
晒、写、评、立 6个字，创特色、出
精品，抓住这6个字，就是抓住了
家风教育的主要环节。

“讲”家风，要注意生动性。
市关工委编发了《与青少年朋友
谈家风》的讲稿，已通过东台教育
网发到各镇各有关单位。各镇和
各基层关工委要结合各自实际，
广泛开展“讲家风”活动。一是组
织好宣讲队伍。既要发动“五
老”、德育辅导员广泛参与，更要
注意推选那些自身家规严、家教
好、家风良的“五老”和德育辅导
员担任主讲，他们可以现身说法，
以增强宣讲效果。二是宣讲内容
要靠实。既要宣传名门大家的家
训家风，更要组织对本地好家规、
好家训、好家风的调查、搜集、整
理，用身边典型的人和事，诠释好
家风对个人成长、家庭兴旺、社会
和谐的影响，使青少年学有对象、
做有榜样。要多讲学成归国、业
成回乡，把爱家与爱党爱国爱家
乡统一起来。三是宣讲形式要灵
活多样。不仅要利用德育学校、
德育辅导站、广播自办节目、学校
的主题班会、国旗下的讲话等阵
地进行宣讲，还可以通过典型人
物访谈、模范人物专题报告会，以
及书法、绘画等，融入家训家风教
育的内容。今年，“五老”参加宣
讲的人数、宣讲的场数、青少年受
教育的人数，都要有新的突破。

“谈”家风，要侧重影响力。
要在“五老”和青少年中形成大家

“谈家风”的浓郁氛围，发动青少
年谈自己家庭的家风，谈好家风
对自己的习惯养成、学业促进、进

取毅力、品德修炼的积极影响。
可以在主题班会上谈，在德育学
校和校外辅导站谈，在家长会上
谈。还要发动家长讲，使“讲”

“谈”相互结合、互相渗透、老少共
勉。

“晒”家风，要突出典型性。
“晒”是在更高层次上的“讲”
“谈”，也可以说是“赛家风”。要
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发现本地
典型的人和事，挑选有严谨家训、
有良好家教、有突出事例的优良
家风，通过各种形式“晒”出来，起
到以点促面、以优带差的作用。
有些虽然没有成文的家训，但是
家教严格，父母言行优秀、子女德
才优异，又能简炼表达做人处事
原则的也可以。这样“晒家风”才
能“晒”出质量。

“写”家风，要力求广泛性。
发动青少年特别是在校学生写，
通过日记、作文、德育小报、墙报、
征文比赛，记载家训家规，反映优
良家风的影响，记录人生的轨迹，
也可以发动“五老”、学生家长写，
重点是明确家训、家规，以便传
承。

“评”家风，要把握真实性。
“评”是在“讲”“谈”“晒”“写”的基
础上，对各种家风的独特之处进
行点评、赏析。“评”的目的就是把
优良家风的各自特点讲深讲透。
这方面，大家可以认真学习和推
广五烈镇的做法。“评”家风要注
意传承效果，不能光看整理归纳
得精辟不精辟，而要看父母身体
力行、子女立德成才的情况如何，
要言行俱优。

“立”家风，要讲究精品性。
“立”是对“讲”“谈”“晒”“写”“评”
的一种成果总结。“立”就是树典

型、树旗帜、树榜样，如果说前五
个环节是一种教育实践，那么

“立”就是一种理性升华。在讲、
谈、晒、写、评的基础上，提炼出简
洁、明了的家训、家风。家训、家
风总是各有侧重，不可能仁义礼
智信面面俱到，但它又能举一反
三、滋润着做人处事方方面面。
譬如“轻才尚义”，字面上只涉及
到财、义二字，但一个“轻才尚义”
的人，不仅会看淡钱财，在如何对
待乡邻、如何处理纠纷、如何对待
长辈兄弟、如何对待国家民族上，
他就会从一个“义”字出发，演绎
出善待、谦让、孝悌亲恭、忠心报
国的善举壮怀。

“立”家风，要注意各自的特
色，言辞要简练，最后整理成册，
便于口传身授。注意处理好家风
教育中的几个问题，使教育活动
更加扎实有效。

家风教育要与“德育四联动”
相融合。家风教育的目的是引导
青少年立志立德、向上向善，与

“德育四联动”的主题是完全一致
的，实质上是“德育四联动”在社
会、学校开展的基础上再向家庭
延伸和具体化。家风教育为“德
育四联动”增添了一个新的教育
平台，提供了一个新的抓手。因
此，在家风教育活动中要充分应
用德育学校、德育小报、德育日
记、德育家庭的品牌载体。这为
创特色提供了新的领域。除了上
述活动载体，各镇各单位还可以
拓宽思路，寻求其他活动形式、其
他活动载体，使教育活动更加丰
富多彩。

家风教育要与德育家庭评比
相统一。今年的德育家庭评比，
要以家风教育为基础，把积极参

加家风教育和家风好作为衡量家
庭环境是否优良、家教方法是否
优化、父母行为是否优秀、子女德
才是否优异的必要条件。在家风
教育中，没有参加的家庭，不能作
为德育家庭的候选对象。

家风教育阶段性活动要与持
续性教育相衔接。家风的涵养孕
育是一个永恒的过程，家风的传
承需要世代延续，优良家风的形
成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九层之
台，始于垒土”“涓涓细流，汇成大
海”的过程。我们要从培育盆景
开始，变成成片的美景，最后成为
一道亮丽的社会风景。这就要求
我们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立足
长远，重视阶段性工作，把阶段性
活动成果巩固好、运用好、发展
好，使家风教育持续下去。

家风教育要与创特色关工相
结合。干什么工作都不能一般
化，关工工作同样要创自己的特
色。“德育四联动”品牌就是在基
层关工委创办手抄报、开办德育
学校等创造性工作的基础上总结
提炼出来的。不少镇关工委都在
积极想办法创特色，有的已经有
了初步的设想，也有了一定的工
作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
书记从推动国家和社会发展、改
善社会风气、强化党风廉政建设
的高度，在多个场合论述了注重
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的重要
意义。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刻领
会习总书记的讲话精神，扎扎实
实地开展家风教育，为促进文明
家庭、和谐社会建设，为推动社会
风气好转，加强党风政风建设，作
出关工的应有贡献。(关恭伟)

抓实家风教育 再创关工特色

良好的家风有着“随风潜入
夜，润物细无声”的教化作用，把
家风作为一家人立身养德做人
之本，是活动的关键。

在践行好家风活动中，富安
镇的鸿图老少同乐楼组织孩子
们和青年员工关注公益、参与公
益、热心公益。春节前后，他们
组织 10 多名青少年，前往镇敬
老院，送去糕点、水果、保暖衣等
暖心物品，并为老人们洗头、理
发、洗脚、剪指甲、打扫卫生，与
老人们拉家常。他们建立文化
合作社，到敬老院演出，让五保
老人节日不再孤独。他们还捐
出善款购买衣物 5000 多件，寄
往贵州贫困地区，给贫困孩子送
去温暖。弶港镇新曹中学的学
生们在假期中，也以活动小组为
单位，以本村、场内军烈属、低保
户、残疾人为重点，帮助他们打
扫卫生、给他们送去衣物，广受
好评。

在主题教育活动中，各个学
校、各级关工委都根据自身特色，
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家风教育。

在新街小学，教师符红梅组
织学生办起了家风小报，栏目包
括家风、名人家训、家风小故事、
孝道篇、崇尚饱学之风、爸妈眼
中的家风、我对家风的感受等，

栏目多样，内容丰富。
新曹中学今年 1月开始，组

织全校师生积极参与“读经典助
成长”和深入推进《弟子规》学习
实践活动，要求学生自主品读
《弟子规》。

安丰镇关工委把孝亲敬老、
修身齐家的道德模范请到德育
学校来，给孩子讲述他们的家风
故事；他们还带领孩子们到文明
家庭中采访，让孩子们在开门办
学中受到生动的家庭、家教、家
风教育。

……
讲家风、谈家风、晒家风、写

家风、评家风，一系列扎实有效
的家教活动，不仅在我市产生了
广泛影响，更成为全国的先进典
型。今年5月19日，中国关工委
主任顾秀莲在听取江苏“学史立
志、崇德向善”主题教育活动的
做法与体会汇报后，在我市汇报
材料上批示。

崇德向善、注重家教，我们
欣喜地看到，优良家风的形成，
正从“盆景”变成“森林”，家的温
暖弥散在广袤的东台大地，好的
家风支撑起良好的社会风气，为
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凝聚起强大
的正能量。

创新载体 引领孩子传承美德

传家风、兴家教、立家训，关
键在于有好的家长，为了辅导家
长们帮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钮
扣，迈好人生第一个台阶，市关
工委将工作的着力点放在家庭
教育上，鼓励父母以身作则、言
传身教。

在弶港镇，镇关工委与各学
校联合发起了“千户教子”活动，
给一个个家庭输入家教新风，培
育涵养出不同特色的“家”文
化。弶港小学杨文浩的家长徐
惠将阅读作为家风的重要方面，
为了保持孩子读书的习惯，夫妻
俩平时晚上从不看电视，而是坐
下来陪孩子一起读书；弶港中学
张弛的母亲王顺芹常和孩子一
起制订学习生活计划，并教会孩
子洗衣、做饭、烧菜等力所能及
的家务事；弶港小学陈诗语的家
长常阿敏则和孩子一起背唐诗。

梁垛镇梁垛村是该镇关工
委设立的家教、家风示范基地，
这个村有学龄少年儿童家庭 19

户。镇关工委通过家长学校，向
家长传授家庭教育的科学方法
理念，帮家长树立正确育儿观、
成材观、成人观的同时，要求家
长以身作则，做好榜样，注重良
好行为习惯的养成和优良品德
的塑造，支持孩子参与社会实
践，推动了家庭教育、学校教育
和社会教育的有机融合。

“你完全不必一定要出生在
书香门第，哪怕是在贫穷之家，
能有慈母父爱，家风培养，也将
受益终生。”这是五烈镇广山小
学五年级学生李欣玉参加该镇
举办的以家教家风为主题的征
文比赛中写下的文字。活动的
开展，促进了孩子们对家庭的热
爱，五烈镇有 1300 多名青少年
参与了征文比赛。征文中，有的
把家比作温馨的港湾，能遮挡风
浪；有的说家风，似一盏明灯能
照亮前方的道路；有的则把家风
比作春雨，无声滋润着他们稳步
走过春夏秋冬。

言传身教 培养孩子价值取向

4 月上旬的一个休息日，在
新街镇德育中心校，一场主题班
会正在精彩进行：

“小时候，我背书包上学校，
爸爸妈妈的交代就是，要听老师
的话，不要和同学打架，别人的
东西不能拿。”

“爸爸喜欢读古书，在我还
没上学前，就经常讲孔融让梨，
包拯勤奋好学的故事。”

“我家的家风是两个字‘真
诚’，真诚地待人，真诚地做事。”

“我的家风是尊老敬老，和
气待人。”

……
一个个学生争相走上讲台，

述说着自己理解的家风。虽然
处于不同的家庭，孩子们对家风
的理解并不一样，然而其“崇德
向善”的共通本质，依然在他们
心中产生了共鸣。

什么是家风？在活动中，孩子
们面对的第一个问题，便是理解家
风的内涵。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家庭结
构、生活方式、利益格局都发生着
深刻变化，家风在传承美德的同
时，也有着其时代内涵。

用孩子们熟悉的人、熟悉的
事，去解读家风，是最直接、最有

效的家风教育。在活动中，一位
位老干部、老战士、老教师、老专
家、老模范走进德育学校，讲名
门大家的家训家风、讲身边典型
的人和事。他们以其独特的政
治、时空、威望、经验、亲情等优
势，在孩子们心中激荡。

寻找家乡先贤的好家风，用
身边的事教育青少年传承好家
风。在富安镇，“五老”为骨干的
关心下一代队伍还带领青少年
走访了富安历代名人张瓛教子
廉洁为民、一家三代七人科举
入仕、杨锦乐善好施捐款铺青石
街、孝子程旭东割股煮汤为母治
病、场官吕应兴宁可牺牲自己也
不让百姓遭难以及朱华、王砚芬
全家几代人为穷苦孩子办学等
家风传承典型事迹，引导青少年
用身边的事作为自己的镜子。

在安丰镇，明代哲学家、泰
州学派创始人王艮不仅是典型
的孝子，还曾写有短文《孝悌
箴》，以简洁明快的句式论述了

“孝敬父母，尊兄爱弟”的家庭美
德。该镇关工委将《王艮传》中
王艮讲孝道的事迹提炼出来，并
与吴嘉纪等其他历史名人的家
风一起编成一则则故事，以此教
育青少年。

知晓家风 塑造孩子健康人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