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成都市金堂县贺氏家族
家规内容：耕读传家

“带经而锄”历代致力于兴办教学
家庭代表感言：“这是对我们整个家族的肯定，史无前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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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曹笑）历时
3个多月，四川首届“天府好家规”评
选活动结果揭晓：成都市金堂县贺氏
家庭家规、内江市威远县崔氏家庭家
规、西南财经大学赵国良家庭家规、
绵阳市九洲集团周永秀家庭家规、宜
宾市翠屏区李庄镇张氏家族家规、四
川省人民医院曲超家庭家规、德阳市
罗江县范氏家族家规、攀枝花市杨文
仲家庭家规、甘孜州丹巴县毕氏家庭
家规、自贡市贡井区胡氏家族家规等
10个家庭（家族）家规，获评十佳“天
府好家规”。

4月28日晚，四川首届“天府好
家规”评选活动成果汇报晚会在四川
电视台S1演播厅举行，同步录制。
据悉，这是国内第一台以“好家规”主
题的晚会。

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王雁飞，
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甘霖等出
席。全省21个市（州）的纪委书记、
宣传部长、文明办主任，以及大学生、
警察、社区代表等观众方阵数百人，
参与了现场录制。

2016年“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
代表、眉山人称“李妈妈”的李俊英作
为特邀嘉宾出席了晚会。她说：“三
苏的乐善好施、孝慈仁爱、非义不取，
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对我们眉
山更是如此。好的家风家训得以传
承和发展，在我看来，好的家风就是

播啥种子结啥果，是爱的给予，是爱
的付出。”

四川首届“天府好家规”评选活
动，由四川省纪委机关、四川省委宣
传部、四川省精神文明办主办，华西
都市报、四川电视台承办。由省纪委
机关、省委宣传部、省精神文明办联
手主流权威媒体，进行大型公开评选

“好家规”的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尚属
首次。

活动按照全省“传家风、立家规、
树新风”活动部署，于1月25日正式
启动，多渠道、广角度、全方位挖掘四
川好家风、好家训、好家规。历时3
个多月，共征集到各具特色的家训家
规400余篇、家风故事800多个。充分
展现了全省各地历史人文特色，全方位
展示了川人的家国情怀，是我省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实践。

评选活动组委会组织专门力量，
对征集到的家训家规进行认真甄别
筛选，对有违反政策法规、违背公序
良俗等情况的家训家规实行一票否
决，最终评选产生十佳“天府好家规”
及39项“天府好家规”提名。成果汇
报晚会近两个小时，高潮迭起，现场
观众直呼“感动”“精彩好看”。

据悉，首届“天府好家规”评选活
动成果汇报晚会将于5月12日晚7：40
在四川电视台首播，全省 21 个市
（州）电视台将陆续播出。

成都市金堂县贺氏家族代表。

《好风传家——四川
首届天府好家规》

特别节目

5月12日
晚7：40
四川卫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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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四川首届“天府好家规”评选揭晓
十佳家庭（家族）集体亮相

历时3个多月，四川首届“天府
好家规”评选活动完美收官。华西都
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专访了首届“天
府好家规”评选活动组委会负责人，
探究评选活动背后的故事。

记者：为什么要进行这样一个
评选？

组委会负责人：为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家风建设重要讲话精
神，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2016年 8
月，省纪委、省委宣传部、省精神文明
办联合发文在全省组织开展“传家
风、立家规、树新风”活动，多渠道、广
角度、全方位挖掘四川好家风、好家
训、好家规。

记者：评选活动怎么组织的？
组委会负责人：按照活动方案，

评选活动分为推荐征集、网络投票、
专家评审和结果审查等阶段。需要
说明的是，这是一次公开公正的评
选。3月28日至4月1日，经网络投
票和专家评审综合选出的50例“天
府好家规”在华西都市报、“廉洁四
川”网站、封面新闻公示。其间发现一
位候选家庭的成员受到了党纪处分，
组委会研究决定取消其评选资格。

记者：评 选 活 动 取 得 了 什 么

效果？
组委会负责人：影响很大，甚至

可以说出乎意料。评选活动启动以
来，得到中央和省、市媒体的热切关
注，华西都市报在重要版面开辟“天
府好家规”专栏，发稿40余篇，字数
超过10万字。

知名学者和专家给予了本次评
选活动高度评价。省社科院党委书
记、教授李后强评价本次评选活动

“既有历史性，又有现实性”。茅盾文
学奖评委、著名文艺评论家何开四在
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好家规要与时
俱进，是时代的感召力。”省历史学会
会长谭继和说：“家风教育要随时代
创新性转型，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
量。”中国图书馆学会常务理事、四川
省图书馆馆长何光伦教授评价：“这
次评选活动，是通过最接地气的方
式，让全社会都了解到家规家风的意
义，塑造风气、引领大众。”

在网络投票期间，共有322万余
人次参与了投票，不仅有川内群众，
还有来自美国、俄罗斯、德国、英国、
巴西等国的投票，可见这次评选活动
的影响力。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曹笑
摄影 雷远东 刘陈平

展示川人
家国情怀

生动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专访四川首届“天府好家规”评选活动组委会负责人

好家规 好传统 好故事

感动四川
十佳“天府好家规”家庭（家族）特写（一）

灯光亮起，80岁的贺宗才第一个
走上四川首届“天府好家规”评选活
动成果汇报晚会的舞台，怀里紧紧抱
着两本泛黄的线装书。

三百年带经而锄，十四代耕读种
德，父昭其子，兄勉其弟，血脉延续，
锄头与经书，浇灌出子孙的诗书天
地，言传与身教，滋养着贺氏的文明
家风。聚光灯下，贺氏家族的“锄经”
故事再次被人们翻阅。

“这本《贺氏族谱》有157年的历
史。”从怀里展开泛黄的书页，贺宗才
的话语饱含深情：“家规家训源出东
晋，历朝历代因有所增删，但精华不
变。”以保存和修缮族谱为己任，贺宗
才把印刷于清同治三年春月版——
贺氏最早的成文家规《贺氏族谱》视
如珍宝，这是第一次带出远门。

族谱中写道：“家有规，礼也。故
法不立则礼不行，礼不行家是以无
规，家无规何以保家？更何以齐家？”

“锄经”是贺氏家规精髓，以其为核心
的思想深植贺家，并且获评十佳“天
府好家规”。贺宗才说：“这个奖励，
不是对某个人的表扬，而是对我们整
个家族的肯定，史无前例。”

“锄是锄头，经是经书，出自西汉
倪宽‘带经而锄’，取‘耕读’之意。”贺
宗才的侄孙贺杰同时出现在舞台上，
进一步阐释贺氏家规。

锄与经并举，贺氏历代致力于兴
办教学。在落业地成都金堂五凤，贺
氏家族先后兴办了凤仪书院、安凤义

塾和五凤乡高小国民学校，不仅对族
内子弟谆谆教诲，也改善了五凤乡中
子弟读书的条件。

第十代族人贺麟是家族代表人
物之一，清华大学毕业后，生长于民
族危亡之际的贺麟，一直探索从思想
上、学术上来拯救中国。远渡重洋到
美国奥柏林大学、哈佛大学、德国柏
林大学攻读哲学，汇通中西，发展中
国文化。1985年，83岁的贺麟一次
性捐赠淮口中学 2万元、五凤小学
5000元、五凤黄狮村小学2000元，这
才有了“贺麟奖学金”，而当时他全部
存款仅三万元。

以此为基础，贺氏家族后来成立
“贺麟基金会”，延续贺家助学传统。
至今，这个教育基金每年都会拿出约
20万元资金表彰当地优秀学生。作
为教育基金会的一员，贺杰把这种表
彰看做是对贺氏家规最好的传承。

“耕读传家”的成都市金堂县贺氏家庭、“礼孝守法”的内江市威远县崔氏家
庭、“以书传家”的西南财经大学赵国良家庭、“吃苦在前”的绵阳市九洲集团周
永秀家庭、“孝亲敬老”的宜宾市翠屏区李庄镇张氏家族、“精益求精”的四川省
人民医院曲超家庭、“先忧后乐”的德阳市罗江县范氏家族、“心许三线”的攀枝
花市杨文仲家庭、“忠诚爱国”的甘孜州丹巴县毕氏家庭、“薄己厚人”的自贡市
贡井区胡氏家族……

当晚，十佳“天府好家规”家庭（家族）代表从四川各地赶到现场，带来其家
庭（家族）传承家规、发扬家风的故事，感人至深，收获掌声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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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江市威远县崔氏家族
家规内容：礼孝守法、团结
互助、斯文重才、文化传承

家规“扶帮带”二十几代无人因懒致贫
家庭代表感言：“对自己拥有的好家风自豪，也更加坚定了崔氏家族的信

心，要一直用好家风引领族人，带领家乡父老致富。”

4月28日，四川首届“天府好家规”评选揭晓，十佳好家规代表集体合影。

内江市威远县崔氏家族代表。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曹笑 李媛莉 刘秋凤 杨晨 秦怡
摄影 雷远东 刘陈平

绘图/杨仕成

距内江市威远县城40公里开外
的观英滩镇，人口约2.4万，其中三分
之一的人姓崔。

这支崔氏后裔，于清代康熙57年
（公元1718年）“湖广填四川”入川，一
直遵守16条家规族约：对国家要忠、
对父母要孝、对长辈要敬、对兄弟姐
妹要爱、对同事朋友要仁，尤其强调
要艰苦奋斗、努力发展……

崔氏家规尤其鼓励族人勤奋、上
进，凡家族中好吃懒做、不孝敬父母
的族人，族长都要按照家规进行“满
杖八十”之惩戒。更加上族人之间

“扶、帮、带”，所以崔氏一脉入川至
今，因家规的护佑，二十几代族人中，
无一因懒致贫，无一因贫辍学。现
在，四川崔氏家族更是人才辈出。

4月28日的首届“天府好家规”
录制晚会上，四川崔氏历史文化研究
会会长崔扬作为家庭代表，上台接受
荣誉。上世纪九十年代，崔扬抓住改
革开放的契机，通过自己的勤奋、努
力，成了威远崔氏家族远近闻名的富
裕户。富起来后，崔扬牢记家规祖
训，于2005年放弃了在成都发展得很
红火的事业，回到观音滩镇，办起了
农村合作社，带领族人脱贫致富。在
崔扬的带领下，十年间，农村合作社
的乡亲们，收入就翻了3倍。

当天晚会上，崔扬满脸笑容地告

诉记者：“真没有想到能被评为十佳
‘天府好家规’。我觉得我们家族就
两点：有困难的，族人相互帮助，不给
社会添麻烦；有能力的，努力为社会
多做贡献。”

谈及参加这次活动的感受，崔扬
的表情庄重起来：“我觉得这次这个
活动很有意义，通过参加活动，首先
对自己拥有的好家风自豪，也更加坚
定了崔氏家族的信心，要一直用好家
风引领族人，带领家乡父老致富。同
时，了解到很多其他家庭好的家风，
为完善和提高自己的家风提供了帮
助。”

崔扬回家之后，把金色大奖杯摆
放在了最显眼的地方，“这是整个
崔氏家族的荣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