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名辞赋家、国学家张昌余在文学、史学、美学、命名学、民俗学、科普学及书法、绘画等方面均有研究，这位老学者的家庭有着
怎样的家风家规，他对于国学家风又有怎样的理解呢？当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向张昌余提出这个问题时，他说，不仅要“天下
兴亡匹夫有责”，也要学会“忘荣辱、忘毁誉、忘浮沉”。他会让孩子们自由选择未来的职业，建议孩子们读真文化、雅文化之书。

由四川省纪委机关、省委宣传部、省精神文明办联合开展的四川首届“天府好家规”评选活动已正式启动。活动面向全省、全社会
各行业、各企事业单位职工以及普通社会家庭，征集评选经典家训家规、优秀家风家训故事。张昌余认为，这样的活动可以树立一个个
优秀的家风范本，对于良好家风的树立大有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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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黍深盟
jī shǔ shēn méng

释义：鸡黍意为招待客人
的饭菜；深盟意为深厚的交
情。指朋友之间交情深厚。
出处：《论语·微子》：“止子
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

鸡黍深盟

南充市商业银行成立于2001
年12月，自成立以来，该行积极探
索中小银行改革发展和特色化经
营之路，有效实施“做强做大”发展
战略，有力地支持了南充乃至四川
全省的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财税
收入增长。据介绍，截至 2016 年
末，该行已在成都、贵阳、巴中、凉
山、攀枝花、德阳等地设立分行 8
家，在上海、贵州、四川仪陇和雅安
设立村镇银行4家，设立金融租赁
公司1家，全行金融服务机构总数
达114家，总资产规模达到2010亿
元，2016年度缴纳各项税金11.68
亿元，成立以来捐赠教育文体、扶
贫救灾、社区等慈善公益事业5000
多万元。

南充市商业银行的成功更
名，是对该行长期以来坚守“服务
中小”的市场定位，坚持走“专业

化、特色化”的差异化发展之路所
取得显著成效的充分肯定，更名
将有助于该行在更大更广的范围
内提供高效优质的服务，更好地
支持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将有
利于显著提高该行的社会知名度
和客户认知度，进一步扩大社会
影响力、壮大发展实力；将有利于
该行进一步扩大业务拓展半径和
品牌价值提升。

据悉，该行行名的变更对于客
户和银行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
务均无影响，四川天府银行将承继
南充市商业银行的资产、机构、业
务、人员、体制机制和相关政策。
更名后，现有银行注册地、税收解
缴关系、市场定位、营业范围等保
持不变；客户所持有的南充市商业
银行的账户、卡、单、折等将继续有
效，账号保持不变，已签署的合同

也将继续有效；相关债权债务关系
均由四川天府银行所承继。

据银行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
更名为四川天府银行及所属分支机
构的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营业执
照和公章变更工作正在陆续进行
中，届时将以包括但不限于公告、通
知、短信、邮件等形式和渠道，及时、
妥善地告知客户及社会各界。未
来，四川天府银行将继续秉持“心存
善，水润物”的核心价值观，坚守“服
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
乡居民”的市场定位，围绕打造“精
品银行、特色银行、安全银行”的战
略目标，大力实施业务转型发展，立
足南充，辐射全川，开放合作，全面
提升经营管理和金融服务水平，全
力将自身打造成为一家有国际金融
背景的特色精品银行。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冉志敏

南充市商业银行
更名为四川天府银行

2017 年 1 月 23
日，中国银监会四川监
管局《关于南充市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更名的批复》（川 银 监

复【2017】32 号），审批同
意南充市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简称：南充市

商业银行）更名为四川
天府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简称：四川天府银行），

英 文 名 称 变 更 为
“SICHUAN TIANFU
BANK CO.,LTD”
（简称“SICHUAN TIANFU

BANK”）。

南充市商业银行

评选活动

·忆慈母
从不打骂子女
修身之余也尚美

张昌余是重庆垫江人，因
幼年丧父，兄妹三人几乎都是
母亲一人拉扯大。18岁那年,
他考进四川大学。“之前连县城
都没出过,知道我考上大学，一
家人都很兴奋。”兴奋之余，母
亲开始张罗儿子的行装。

虽然并不富裕，但母亲永

远都打扮得大方得体,所以张
昌余从小穿衣也干净整洁。当
时他特别希望有一件的确良或
灯芯绒的衣服。“当时这两种布
料的衣服就是潮流。”虽然张昌
余从未向母亲提及，但母亲看
出了儿子的心思。“我们家没有
别的收入，只能将自家织的土
布卖掉，再到供销社去买新
布。”那个夏天，他终于得到了
人生第一件“潮装”。

回忆起母亲，张昌余最直
观的感受就是慈母,“从来没有
打过我。”5岁多时，母亲带张
昌余去了丰都鬼城，指着“地
狱”里人们受苦的惨相告诉
他，如果作恶便会下地狱。“当
时我就下定决心，长大做个善
良的人。”

·教子女
先“正心”
多读真文化之书

在教育子女方面，张昌余
常用儒家的“正心”。他引用
《礼记·大学》里的句子：“‘古之
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
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
家者，先修其身。’很多人只知
道前面这句，但后面还有一句，

‘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
其心者，先诚其意’。”

张昌余家的客厅挂着一幅
自书的自勉新辞，其中“忘荣
辱、忘毁誉、忘浮沉”三句话令
人印象深刻。他说，两个儿子
的为人处世，也受他潜移默
化。不过在子女的职业规划

上，他并不过多干涉。
读书是张昌余的日常，但他

也不主张给孩子们列书单，而是
让他们自由看书。“当然，也不是
所有的书都看，真文化、雅文化、
异质文化的书籍，应该多读，小
说类的书籍可以少看些。”

在家庭中，年过七旬的张
昌余倡导的氛围是轻松和谐
的相处。对于教育，他也有自
己的看法。“现在的孩子们，被
安排学习的东西太多。”但他
表示，自己不会过多干涉孙子
的教育。“孙子们的教育还是
应该交给儿子们去管，我掺和
太多不合适。”闲暇之余，张昌
余也会教孙子们练练字。在他
的熏陶下，一家人的字都写得
都不错。

忘荣辱
忘毁誉
忘浮沉

四川首届“天府好家规”评选活动正式启动，全省征集“身边的好家规”故事

国学家张昌余谈家规家风：

张 昌 余
家 的 客 厅 挂
着 一 幅 自 勉
新 辞 ，其 中

“ 忘 荣 辱 、忘
毁 誉 、忘 浮
沉”令人印象
深刻。

互动/

怎样参与？
目前活动的互动平台已经

开启。如果你的身边有好家风、
好家规故事，欢迎通过封面新
闻客户端或者拨打华西都市报
热线（028）96111向我们推荐。

到活动评选阶段，将在省纪
委微信（廉洁四川）、封面新闻客
户端开通投票通道，进行十佳

“天府好家规”的投票评选。

对于“天府好家规”评选活动,张
昌余认为，仅仅空谈家训，没有样板、
范本可依，而这样的评选活动能对市
民家风的形成起到激励的作用，“有很
多看得到的样板，有了模板，大家就好
学习。”

他认为，模范人物、家庭就在我们
身边，当然，一个良好的家风家训的形
成，不是一代人的努力就能实现的，因
此，这类评选活动不仅可以聚焦现在，
还可以回顾古代的家风故事。

家风家训同样是家庭教育的重要
组成部分。张昌余说，学校教育对于
孩子的成长固然重要，家教同样不可
忽视。“这两者的重要性不能用简单的
一半对一半来概括。家教的熏陶可以
成就一个栋梁之才，家教不好的孩子，
未必能适应学校教育，两者是一个相
辅相成的关系。”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尚
智 摄影 刘陈平

张昌余认为，有良好的、
让人信服的家规家训才能成
就良好的家风。“不管成文不
成文，一个家庭都得有家规。”
他说，家风要构建慈孝的关
系，做到上慈下孝。“还要明确
国与家的关系，爱国和爱家不
能分开。”

说起近现代家教最好之

人，张昌余首推梁启超，“中国
找不出第二个，九个子女全是
成大才，还出了三个院士，这
跟他的家风家教是分不开
的。”

张昌余认为，梁启超的教
育理念，既有从祖父、父亲那里
继承下来的“义理”和“名节”，
又有西方现代教育提倡的科

学、民主、平等、自由，尊重个
性、公民责任等理念。但最重
要的是基于父爱的教育。“你们
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情感的
人，对于你们的爱情，十二分热
烈。”这样的表白，在他写给孩
子们的信中随处可见。梁启超
一生写家信超过百万字，字里
行间都流露出慈父爱子的拳拳

之心。
当然，家风不光有慈爱，严

格也是必须的，张昌余认为，在
这方面陈毅的家规也值得后人
学习,他谆谆告诫子女要有为
全人类谋幸福的远大理想，莫
要当纨绔子弟，“浪荡”一生。
这些也时常被张昌余用来教育
晚辈。

好家风须有好家规 近现代最赞梁启超家风家教·说家风

更多好样板
激励市民家风形成

·点赞“天府好家规”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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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地恋情侣车站离别
上演“向左走向右走”

车站前，黄先生用双手扶
着王小姐的肩，两人把额头凑
在了一起，似乎在说悄悄话。
两人从同一所学校本科毕业，
都学建筑设计，他是学长，她
是学妹。26岁的黄先生比王
小姐大一岁。毕业后，两人走
到一起，黄先生去了昆明工
作，王小姐留在了成都工作，
这段异地恋一谈便是四年。

“遇上‘五一’或‘十一’，
我才回成都。”四年间，除开黄
先生放假回成都，王小姐每年
还会去昆明两三次，但每次最
多能待两三天。成都到昆明
没有高铁和动车，坐快速列车
需要18个小时，“这两天飞机
票太贵了”，为了省钱，黄先生
买了火车票。

谈婚论嫁的年纪，两家人
正在纠结，到底是她跟着他去
昆明，还是他回成都工作结婚
定居。“如果让女朋友来昆明，
她父母不放心她。”黄先生决
定，先在昆明多赚些钱，再回
成都和女友结婚定居。

离别时刻，有点伤感，中
午12点过，K133次列车开始
检票进站。黄先生掏出手机
看了下时间，然后用右手食
指，刮了一下女友的鼻子。

两人站在广场的偏中位
置，右边是地铁一号线入口，左
边是车站检票口。离别后，王
小姐转身离开，向右前方的地
铁口走去，黄先生目送她离开
后，拉起行李箱向左检票进站。

月3日，春节长假结束后
的第一个工作日，成都
火车北站站前广场人潮
汹涌，大批旅客汇集在

这里。一场场略带伤感的离别，
正在这里上演。其中，有依依不
舍的情侣，有长辈来送儿女，有
只身到他乡打工的中年大叔。

人群中，黄先生和王小姐紧
靠在一起，这是一段四年的异地
恋，相聚一周后，这一天，她再次
送他踏上去异乡的旅途。火车
站外话离别的他们，也是百万返
程人群的一个缩影。

2 四年异地恋
她再次送他去异乡

火车站前话离愁

故事2
一趟旅途四张车票
他和妻子微信话别
站前广场上，另一群人很是

显眼，13个人的行李堆在一起，
等待着检票进站，他们都来自湖
北恩施巴东县水布垭镇。13人
的目的地也一致，都是到西藏林
芝。他们是铁路上的施工工人。
他们这趟旅途，一共要买四张车
票，从巴东至恩施、从恩施到成
都、从成都到拉萨、再从拉萨到林
芝，耗时差不多五天，车费加上吃
喝，“单边要八九百元。”

48岁的黄家树是其中一员，
他正拿着手机，翻看和老婆的微信
聊天记录，其中一张照片十分显眼
——满桌子都是美食，“老婆发给
我看的，家里待客炒了满满一桌
菜。老黄的大儿子30岁，孙子上
一年级，小女儿还在读大学，他在
工地上干了半辈子，基本上一年才
回家一次。

检票进站的时刻到了，老黄
简单编辑了几个字“我在成都进
站了”，发给了远在湖北老家的
妻子，埋着头拽着行李往前走。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智 摄影刘陈平

故事1

黄家树一行13人，在成都火车北站等
待中转去西藏。

异地恋的黄先生和王小姐在春节的短暂相聚后，再次面临离别。

一对情侣正在等待进站，女孩悉心地
为男友掏耳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