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3月20日 星期一 新闻报料热线 028+96111 02

读四川

封面新闻网：www.thecover.cn 封面新闻微博：@封面新闻封面新闻微信：thecovercn 华西都市报微博：@华西都市报 华西都市报微信：ihxdsb 责编龚爱秋 版式 宜文 校对张晓

本稿全新闻
浏览封面新闻APP
www.thecover.cn

想知道您的牙齿还能存活多久？
96111免费帮您做检测
牙齿好身体才好 预防比治疗更重要

我国60岁以上的人群，平均余留
牙数量不到16颗，而欧美发达国家70
岁以上人群余留牙数量平均可达 27
颗，也就是口腔内的天然牙齿不包括镶
牙和种植牙。为什么差别大？一是我
国居民饮食喜欢煎炒烹炸，牙齿承受了
太多负担；二是国民普遍对牙齿健康不
够重视，不定期进行口腔检查，连平时
牙痛、牙齿松动甚至脱落都极少重视，
等无法正常进食了才想到去医院修复，
导致本来能留住的牙齿不得不拔掉，口
内真牙越来越少。

想要身体好 就得真牙多
对有松动牙、缺失牙的老年人来

说，拖延等于掉牙、多花钱、损害健康、
降低生活质量。如果您牙齿缺失太多，
就会导致邻牙倾斜、移位、对牙伸长，影
响进食，细菌会通过牙龈出血进入身
体，引发多种致命疾病。医学上已证实
牙齿不健康与高血压、糖尿病、肾病、胃
癌等有密切关系，如果这些患者的牙齿
不健康，也会加重病情，所以，对有慢性
病的老人来说，保护牙齿、保证余留牙的
数量至关重要！

针对我国中老年人的牙齿现状，
96111特为蓉城50岁以上人群推出“余
留牙检测”包括：

建档挂号、全景片检查、牙齿松动度
检查、口腔粘膜检查、牙髓活力测试、余
留牙保留价值评测、个性化镶牙种牙方
案设计共七项免费检测。

拨打电话96111预约报名，即可享
受每天20名的免费检测！

坚持300年
豢龙后代舞龙祭祖

3月19日上午10点，600多位刘氏
族人已经落座。这之前，男女老少已排
班论辈地祭拜完祖坟。突然，一阵锣鼓
作响，一条彩色的龙由舞龙人带着跃入
院中，脚步辗转腾挪之间，彩龙随之起
伏游移，好似腾云驾雾欲一飞冲天。舞
毕，彩龙穿过小巷，被请进了后院的祠
堂，龙灯致福开始……

舞龙祭祖，这样的仪式在刘家大院
已传下300多年，从入川之初就开始。
刘氏族人自称“豢龙”家族，举证来自刘
氏祠堂旁一块光绪十二年的墓碑上镌
刻的碑文：豢龙后代家声远，破楚苗裔
世泽长。还有一本《刘氏族谱》，第一代

“刘累”被记载为夏朝专职养“龙”的御
龙官。

为了纪念曾经驯养过龙的刘氏先
祖，后人用竹扎成龙型，舞动起来，以祈
望祥瑞永在人间，由此世代相传。

刘氏族人刘发明说，本支刘氏是雍
正年间从江西省赣州府远县南水乡太
平堡下河田迁到四川，入川之初舞龙曾
一度暂停。据说由此导致家族极为不
顺。有鉴于此，入川始祖刘立琼、刘立
璋毅然决定重新恢复舞龙。后来族人

又确定了每年春分之日舞龙祭祀先祖，
延续至今。

分散700年
同宗兄弟再聚首

无独有偶，十几公里外的龙泉驿
区洪安镇，十多天前也兴起了一场祭
祖活动。这场名为“成都市龙泉驿区
洪安刘氏宗元公后裔祭祖暨宗元公联
谊会成立大会”活动现场，也出现了舞
龙队。

会“豢（huàn）龙”的刘家有两处？
记者从当事人刘德忠那里得到答案。
19日，刘德忠出现在洛带镇宝胜村刘家
大院，作为出席嘉宾，他今天的身份是

“同宗兄弟”。
“那天，是这里的‘龙’到我们那里

舞的，”根据刘德忠的介绍，这是一次礼
尚往来，也是一次700多年后的“再聚
首”。原来，洛带镇宝胜村的刘家与洪
安镇化工新村的刘家本是同宗，“刘家
第154世祖刘广传有杨氏和马氏两位夫
人，共生了十四个儿子，其中杨氏生了
老七刘巨波，马氏生了老八刘巨涟。”刘
德忠说，2016年初他根据族谱记载到广
东寻根，才发现自己所在的刘氏家族是
刘巨涟这一支，而宝胜村的刘家在刘巨
波名下。

“1367年，刘巨波和刘巨涟兄弟分
开。”由此刘德忠觉得，这是分散700多
年后同宗兄弟的重逢。除了双方祭祖
时互相走动，两地的刘家人还一起设计
出了各自“刘家大院”的会徽，“除了字
体不一样，其他都是一样的。”

成立宗亲联谊会
每年表彰家族“先进”

“宁丢祖宗田，不丢祖宗言；富不丢
书，穷不丢猪；帮人不图报，受恩不相
忘；吃得了亏，打得拢堆……”600余人
的齐声诵读，把刘德忠的注意力拖到舞
台上。

此时，刘大荣站在台上，一句一句
带着刘氏宗亲诵读刘氏家训家规。庄
严肃穆，铿锵有力，每个字都从诵读者
的心底蹦出。

接下来，一轮颁奖环节把现场气氛
提到了最高度。“……全体族人在各个
领域涌现出一大批优秀人才，在刘氏家
族中涌现出一大批值得表扬的好家庭，
好宗亲，好媳妇，好儿孙……”主持人嘴
里念的，是关于表彰的决定，对象包括
刘氏族人。

从台上拿下红色证书后，获得“刘
家大院好媳妇”荣誉的叶荟群腆腆地跑
进人群，“以后更要好好照顾你婆婆
咯”，旁人开的玩笑，让叶荟群有些不好
意思。

刘发明说，根据刘家大院宗亲联谊
会的决定，表彰模范不仅是这一次，以
后每年都要评选。“激励刘氏族人不忘
祖宗家训家规，并将其发扬光大。”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媛莉
实习生 夏蔓 摄影报道

什么是家风文化？在谭继和看来，
家风是指家有教、祖有训，从待人接物、
为人处事到赤子之心、人格境界，从孝
悌家庭、亲仁睦邻到造福社会、忠贞爱
囯，代代感染薰陶，世世传承不息，形成
从家族到民族共同的价值认同、情感认
同和文化认同，这就是家风。历代华夏
家风，多体现在家教、祖训、书信、庭言、
遺令、家规、家俗等方面。这是华夏民
族给世界历史文化宝库留下的独特珍
贵精神遗产。

谭继和告诉记者，古老中国传承

千年的家风文化，也关乎着家国的兴
衰荣辱。例如西周时成王的叔叔周
公，用五子之歌传承的大禹精神作《诏
太子发》，教导年幼的周成王行冠礼，
学习“敬民以保社稷”。孔孟又学习
周公敬天保民思想，提倡仁与义，宋代
大儒又提出了一整套修身齐家治国平
天下的思想。谭继和感叹，如此这般
从家训变为国训的过程，就是历代华
夏祖宗对家国同构的文化认同和精神
追求的过程。

另一方面，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

家，这源自于夏商周家族公社和农村
公社宗法制度的祖宗崇拜。“从史前邦
国部族时代起，首领高举旗帜成为众
人凝聚团结的中心，这就是中字的来
源。众家围绕中心而成中国，中国由
最初指京师而扩大为指全国。中国又
凝聚万家而守护和造福于每个小家，
这是历代祖先传下来的对于文化中国
共同体的价值共识。”老子云，“治大国
如烹小鲜”，家治理得好，家和万事兴，
才能社会自然和谐、国家长足发展、民
族持续兴旺。因此，治家与治国是辩
证统一的关系。家风是全家立世做人
的风范，也是民风和社会风气形成的
根基。

家风文化 关乎家国的兴衰荣辱

省历史学会会长、省社科院研究员谭继和：

家风教育
要随时代创新性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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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首届“天府好家规”评选活动
唯一官方投票平台

这是一个令人唏嘘的故事。
大约在公元前1600年的一天，大禹

的孙子太康贪图享乐，打猎不归，导致
国都被侵占，这就是著名的“太康失国”
事件。太康的五个弟弟和母亲被赶到
洛河边，面对着奔腾的河水，这群被驱
逐的王族忆起先祖大禹的告诫，后悔不
已，作“五子之歌”，以警后人。

“五子之歌中写道，‘皇祖有训，民
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
正是当年大禹对儿子夏启的告诫。”首
届“天府好家规”评选活动评委之一，四
川省历史学会会长、省社科院研究员谭
继和告诉记者，在大禹看来，人民可以
亲近，而不可看轻。人民是国家的根
本，根本牢固，国家就安宁。

“可以说，大禹的祖训，是我们中华
民族最早的家训。”谭继和说，从大禹时
代至今，跨过千百年光阴的长河，家风
家规从未变更底线，就是要崇尚做人正
道、勤劳节俭，直至公忠体国、诚实正直
的“义方教育”。

春分日有望见阳光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吴冰清）3月20

日，“春分”至。一直在过“假春天”的成
都人，今天有望见到太阳。不过，老天爷
似乎有意将“假春天”进行到底，艳阳模
式只是暂时的，今天过后，阴雨又将回
归。

春天的周末本来应该是这样子的：
和煦的阳光洒下，暖暖的微风吹过，一家
人散步郊外，看树梢上冒出的嫩芽，听鸟
儿叽叽喳喳的演奏。然而，刚刚过去的
周末，只有阴雨，让人忍不住怀疑，这真
的是春天吗？

今天18时29分，我们将迎来“春分”
节气。分者，半也，古时人们认为，这一
天，为春季的一半。因阴雨笼罩，还没有
一点春天感的成都，今天也要来点“仪式
感”——来点阳光。今天白天，成都多
云，最高气温升至19 ℃。

然而，阴雨模式才是本周的常态。
今晚开始，小雨又要回来。

受高原波动和地面弱冷空气的影
响，25～27日，我省还有一次降水天气
过程。盆地大部阴天或阴天间多云，早
晚多降水。

春天在哪里？刚刚过完一个暖冬，
没想到等着我们的竟然是一个“假春
天”。据四川省气候中心的数据，3月以
来，全省气温除甘孜州西部的甘孜、炉
霍、新龙、理塘略偏高以外，其余地方气
温都比往年同期相比偏低1～2 ℃。

四川省气候中心预计，3月下旬到4
月，温度将明显回升并偏高，到时候别嫌
热得太快哦。

第一届中国（成都）
国际皮革、鞋材展览会开幕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谢燃岸）3月
19日，第一届中国（成都）国际皮革、鞋
材展览会在中国女鞋之都拉开帷幕，
200余家沿海及本土的优秀鞋材厂商参
展。该展览会由四川省皮革行业协会、
四川省鞋业协会、四川省鞋材协会
（筹）、成都鞋业同业公会、广州市皮革
鞋业商会、重庆市鞋业商会、蝶讯网和
中国女鞋之都·精品鞋材城共同主办，
引入沿海优质鞋材。

“西南地区两大制鞋基地苦于原材
料供应不足且无一手鞋材可用，鞋企的
产品升级和品牌建设严重滞后，近年已
无法与广州和温州的鞋业进行抗衡。成
都鞋企的客户和订单流失严重。”本届展
会主要承办方四川女鞋之都商业投资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彭军介绍，因此
今年由川渝两地的协会和产业运营平台
共同主办了第一届中国（成都）国际皮
革、鞋材展览会。本次参展的鞋材企业
均是国内各鞋材领域最具代表性的厂
商，代表了中国鞋材最顶尖的技术和最
新的趋势。

据悉，为支持成都鞋产业的发展，助
力制鞋工厂降低成本，首次进入四川的
粤港鞋材优品联盟携数十家联盟旗下的
沿海优质鞋材厂商带来总货值6000万
的鞋材现货，并将给予川渝3000万的现
金补贴。“这是西南地区有史以来规模最
大，规格最高，展品最丰富的鞋材展。我
们大量引入一手鞋材厂商是为了解决成
都鞋业的产业改造升级问题；同时，也让
沿海地区鞋材厂商看到成都鞋业的崛起
和成都鞋业人想要改造提升的信心和决
心。这对提升整个中国鞋业的产业升级
有积极作用。”彭军说。入川300余载 年年舞龙祭祖传家训

成都龙泉驿刘氏家族700年后同宗兄弟再聚首

““宁丢祖宗田宁丢祖宗田，，不丢祖宗言不丢祖宗言；；富不丢书富不丢书，，穷不丢猪穷不丢猪；；帮帮
人不图报人不图报，，受恩不相忘受恩不相忘；；吃得了亏吃得了亏，，打得拢堆……打得拢堆……””

淅淅沥沥的春雨浇湿了整个村子，
向大马路延伸的机耕道旁，闲置的几块
菜地被碳屑填平，私家车横七竖八排得
满满当当。

塑料雨棚下，600多人的坝坝宴场
面闹热。这里是成都龙泉驿区洛带镇
宝胜村刘家大院，一年一度的春分祭祖
传家训活动如期举行。

从传统到现代，怎样的家风才算是
好家风？《左传》中曾提到：“爱子，教之
以义方，弗纳于邪。”“这就是说教孩子
做人要走正道，不走邪道，这叫‘义方’
教育。”谭继和解释道，华夏家风就是用

“义方”教育的形式而形成起来和传承
下去的。事实上，每个家庭的情况千差
万别，在家规的制定上更难以有统一的
评价标准，但在谭继和眼中，家风家训
一定要是正义、健康的内容，也要随着
时代而转型，与时俱新。当代中国家风

教育，有当代中国的特色。它既是几千
年华夏家风的传承，又是以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为时代特色的新家风的创新
性转型和创造性发展。

对于当代家风，谭继和觉得主要有
三方面的意义：首当其冲就是传承和发
展祖宗传下来的“国事重于家事”的爱
国主义浩然正气教育，包括红色革命文
化教育；其次是做人正道，勤劳节俭，

“以奢靡为恥，以俭素为美”的“清白文
化”教育；最后，还需要继承传统礼教和

诗教，“人之能为人，由腹有诗书”，“知
书识礼，为做人之根本工夫”，传承耕读
传家的书香家庭、书香农居、书香城乡
的“书香教育”。

“当然远远不止这些方面，总之，现
代家风就应该是秉持修身、治家、报国、
和谐天下的理念。”谭继和总结道，这是
从传统“修齐治平”转型来的。修身是
指个人的自我修养，治家则是用良好的
家风影响人，报国是时刻谨记的家国精
神，和谐天下则是家庭和谐、社会和谐，
最终实现天下和谐。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杜江茜
摄影 雷远东

家风教育 一定是正义健康的内容

作为此次“天府好家规”评选活动
评委之一，谭继和看着全省各地的家规
家风故事，时常欣喜不已。“看见有的大
家族尽管已四散各方，但仍能从所提到
的家训，包括熟悉亲人的文风、文笔，而
找到失散的亲人，这就是家风文化的传
承力量。”

家风是植根宗族、家族、家庭的文
化，家训是根植于家族成员心中的行为
准则。对此，谭继和告诉记者，成都郫县
就是汉代大儒扬雄的家。他为其9岁儿
子扬乌著蒙学课本《凡将篇》，儿子从中

懂得尊师重道的规矩，凡扬雄讲课，扬乌
一定避席肃立，仔细笔记，莫不敢忘。

“这就是好的家风。”谭继和感叹
道，对于后代的培养，比物质更重要的，
应该是精神的富足，“教会其吾日三省
吾身，辨别忠奸善恶、行好事、乐吃亏，
豁达人生，这会是一辈子的财富。”

另一方面，在谭继和看来，好的家
风文化，不但是个人的财富，也是整个
家族的纽带。就如同钱穆先生曾指出
的，历史上许多名门望族能够绵延百
世，其背后依靠的乃是家族文化的力

量。而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有许多优
秀的家族都有自己独特的家族文化。
例如孔氏家族的儒家思想和孝道，曾氏
家族儒墨结合的德教思想，岳氏家族的
精忠报国祖训，都是华夏五千年文明的
优秀传统文化。

在家风的传承上，祠堂、乡贤祠、合
族祭祀等仪式，都是一个家族传承祖训
的重要载体。谭继和告诉记者，如今四
川全省还保存尚好的14座文庙，就是从
前地方祭拜乡贤的场所，是乡贤文化的
传习所。“可见，从家庭祠堂，到文庙、孔
庙，古人对先贤始终心存敬畏，这样的
敬畏，能让人见贤思齐，更加规范自己
的言行。”谭继和说。

家训传承 根植内心的行为准则

天府好家规评委谭继和。

刘氏族人舞龙祭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