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好 故 事好 传 统好 家 规

2017年5月11日 星期四 新闻报料热线 028+96111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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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 王明浩 版式詹红霞 校对高利平

本稿全新闻
浏览封面新闻APP
www.thecover.cn

下载封面新闻APP
浏览最潮最新资讯

3 西南财经大学赵国良家庭
家规内容：以书传家、以学报国

家庭必须有爱 子女才能继续传递爱
家庭代表感言：“感谢学生，让我们有成为一个好老师的意愿。”

“此刻，我只想说两个字，感谢！”思
潮腾涌，赵国良用谢意表达，“感谢党和
国家，感谢西南财大、西南交大、四川大
学，感谢我们的学生……”成都赵国良
家庭因“以书传家、以学报国”的良好家
风，入选十佳“天府好家规”。4月28日
成果汇报晚会现场，家族代表人赵国良
分享了家规故事。

一如小女儿赵静梅所言，父亲赵国
良的谦逊发自内心，他把得奖的荣誉归
给党和国家，归给社会，“尤其是我们的
学生，因为有他们，才让我们有成为一
个好老师的意愿。”书香赵家，老师身份
浓缩了一家三代传承好家规的奋进史：
赵家三代8口人，出了3个博导，4个教
授。先后有6人在西南财经大学攻读过
本科、硕士和博士，现在有6人分别在西
南财经大学、西南科技大学和四川大学
任教。

人们忍不住好奇，是怎样杰出的家
庭教育培养出他们？“父母的行动和表
率，是最有效的教育，”赵国良揭示秘诀，

“更重要的是，家庭必须有爱，在有爱的
环境中成长，子女才能继续传递爱。”

躬身示范，学习像空气一样环绕着
这个家庭。“身处高校，学习应该成为一
个家庭运转的发动机，每个成员都要努
力学习，每天都有进步，哪天不看书心

里就不踏实，学习的目的主要是为把工
作干得更好，同时也充实自己。”赵国良
的爱人刘继芳如是说。赵家至今还保
持着一个传统：利用每年除夕全家团圆
的时刻，从老到少每个人都要当面回顾
总结过去一年的学习和工作成绩，汇报
来年的计划和打算，让每个人的奋斗目
标和方向更清晰。

关于父母立身行事的影响，两个女
儿深有体会。大女儿赵小梅讲了件趣
事：赵国良勤奋痴迷，常闭门谢客写
作。为了不被打扰，还是黄毛丫头的赵
小梅便被安排守在家门口把门，“有人
来找，我就大吼：我爸不在家。”二女儿
赵静梅清晰记得父亲做学问之专注，

“有一次他洗完菜忘了关水龙头就回到
书桌，我回家一开门就吓傻了，满地的
水已淹到他皮鞋了，他竟浑然不觉。”

家学渊源在子女身上得到进一步
传承，刘继芳讲到了二女儿赵静梅，“她
读大学时某次德育考试，其他学生不太
重视这门课，马马虎虎答完题，眨眼功
夫就走人，最后整个考场只剩她一个人
奋笔疾书，还向监考老师索要添卷纸。”

后辈交出的人生答卷，是赵国良没
有推却的骄傲，“他们比我更出色。”一
代更比一代强，亦是赵国良对家风传承
的理解。

站在成果汇报晚会舞台上，来自
甘孜州丹巴县的毕达难掩激动，“父亲
给我买过最贵的东西是一件羽绒服，
现在我依然经常穿这件衣服，就好像
父亲还陪着我一样。”毕达口中的父亲
叫毕世祥，是原中共甘孜州委常委、宣
传部长。2013年12月16日，毕世祥从
康定前往雅江、新龙两县开展群众工
作，翻越国道318线海拔4412米的高
尔寺山时，因道路结冰严重发生车祸，
因公殉职。

忠诚爱国、清廉为民、崇学尚实、
勤俭持家的十六字家规，培养了毕世

祥，也影响着毕达。2011年毕达以第
一名的成绩考入四川省林业厅森林公
安局工作，2013年2月21日，崇州羊马
镇发生特大非法收购运输楠木案，当
时毕达并非刑侦部门人员，查办这个
案件也不在他工作职责范围内，但了
解到案件的重大社会影响后，毕达主
动请缨，申请加入负责小组。经过对
案情的研判和分析，最后成功将犯罪
嫌疑人抓捕，毕达也立下三等功。

如今毕达已为人父，他说自己会像
父亲教育他一样，把十六字家规继续传
承，“荣誉就是最大的鼓舞和激励”。

1938年，年仅13岁的山西少年周
永秀参加了八路军。如今已92岁高龄
的这位老人，成为一个传奇。

曾参加过中国现代史上最浩大的
三大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
朝，直到1958年，作为最后一批撤离朝
鲜的战士，他回到了祖国。在生与死的
考验面前，这位老八路始终坚守“吃苦
在前、享乐在后，冲锋在前、退却在后”
的人生信念，并将自己的人生信念作为
家规，传承给子女、儿孙。

晚会上，身着军装、左胸前全是各
种勋章。老人始终腰板挺得笔直，声音
洪亮、中气十足，根本看不出是一位耄
耋之年的二等甲级伤残军人。老人硝
烟弥漫的战场故事，赢得了所有观众的
无限崇敬，全场的掌声，经久不息！

而老人离休前所在的绵阳九洲集
团合唱团，随后演唱的《祖国不会忘
记》，激发了所有人的共鸣……

大儿子周朝胜16岁进入九洲集团，
直到退休，依然是一名普通工人。“父亲
的经历鞭策着我。怨言？没有怨言，真
的没有。我明白父亲母亲的心，我不给

他们丢脸。”
4月28日晚会现场，老人的大孙女

周勤说，爷爷就是一本教科书，“我喜欢
听爷爷讲他的峥嵘岁月。小时候，经常
拿着爷爷的各种奖章，让他讲那些奖章
背后的故事。”周勤说，爷爷的精神一直
敲打着她成长。老人的二儿子周建胜
说：周氏家规能够获得十佳“天府好家
规”，非常高兴！“父亲是我人生的指路
灯。父亲经常教育我们，要多吃苦，少
讲待遇。所以我没有沾过父亲的光，也
没丢过父亲的脸。作为后代，我们一定
要把‘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冲锋在前、
退却在后’的周氏家规，传承下去！”

当晚的晚会现场，老八路周永秀俨
然成了明星，认识的、不认识的，都来与
他合影。一位中年男子带着女儿过来：

“快站过去，和爷爷一起照张像。这个
爷爷是我们国家的宝贝，也是你今后学
习的榜样。”

在接受记者现场采访时，老人说：
“我是一名老党员，能够获得这个荣誉
我很激动，也很开心。 感谢组委会对
我们一家的认可。”

稳步上台，接过鲜花，张仲杰老先
生缓缓地从上衣口袋里取出一张黑白
照，端于胸口。照片里的人是他的祖母
王宪群，老人将照片视若珍宝。

张仲杰说，1942年祖母以养老田的
收入出资，在李庄创办私立宪群女子中
学，父亲张官周任校长。“至今，这所中
学仍然是李庄最重要的中学，每年都向
外输送着来自李庄的人才。”

抗战时期，为避免战火，大批高等
学府和科研机构南迁。“同大迁川，李庄
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的16字简短
有力的电文一经发出，李庄上下尽全力
为这些内迁的学校、机构提供教学研究
场所。“当时我的父亲张官周以及其他

开明绅士积极发动张氏族人，有的甚至
将其供奉的祖先牌位取出宗祠，把九宫
十八庙的神像挪出埋在了地下，庙宇用
作各个学院各个系科的教研室。”而一
位名叫张乔英的族人更是让出自己的
大院，将家里五十几口人挤进偏房，腾
出房屋供给学校。在张仲杰看来，和平
年代张氏族人对“义”也有了新的诠
释。“例如在金牛区打工的张龙彬，一次
事故中，本已逃离火海的他，仍义无反
顾再次冲进大火中解救同厂工人。”

入围十佳“天府好家规”，张氏族人
倍感骄傲。“这也有助于我们继续传承
好家风家规，让更多人感受到这样的传
统和精神。”张仲杰如是说。

灰色的软呢外套搭配黑色西装裤，曲超
面带笑意走上舞台，清风徐来的气质中，更多
的是内蕴带来的沉着和淡定。来自四川省人
民医院的曲超在“天道酬勤，精益求精”的家
规要求中，稳扎稳打走着人生路。

“一个好的家规很重要，它是你人生最早
的约束，而这种约束能让你养成好的习惯。”
曲超说，来自父母的约束是最早接受到的家
规教育，“很严格，甚至向母亲开玩笑问是不
是亲生的。”然而曲超说，严格的要求促使更
快成长。

从事眼科工作十余年，曲超擅长的就是
“精”。“做好这一点需要在时间中打磨，在琐
碎中锤炼。”过去精益求精的家庭教育，现在
是曲超的言传身教。“老师对我的教育影响
深远，”晚会现场曲超的学生分享说，想要上
手术台，必须经过曲老师设置的“奇葩”考验
——用镊子剥葡萄皮。把葡萄模拟成人的
眼球，在保证不使果肉有任何缺失的情况
下，将紧黏在上的薄皮轻剥下来。事实上人
眼上操作的难度系数以及危险系数远远高
于这厚实的水果，所以曲超要求学生在一斤
又一斤的葡萄中，熟练自己的手法，磨炼自
己的意志。

曲超认为，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勤
学苦练是达到目的的唯一途径。“以前我不想
让年轻人为难，可后来发现他们的可塑性都
很强。作为一名引导者，就是要站得高看得
远，为他们指明方向严格要求，能够让他们做
得更好。”在曲超看来，入围十佳“天府好家
规”，给了她信心继续坚定步伐。

6 四川省人民医院曲超家庭
家规内容：天道酬勤，精益求精

用镊子剥葡萄皮
磨练“精益求精”

家庭代表感言：“获奖给予我信心坚定步伐。”

在德阳，范氏家族的人自小都被告
知，他们是范仲淹的后人。范仲淹第29代
孙范荣明已经70岁了，在他的眼里，能成
为范氏后人、传承范氏家风是一件非常自
豪的事情。入围十佳，他说，“这不是某个
人的成就，而是整个家族的荣誉”。

范荣明说，每年春分祭祖会，来自
全国各地的万余名范氏后人同聚范家
大院，祭祀先祖，背诵家规，场面非常
壮观。千人齐诵“岳阳楼记”的场面，
振奋人心。“范氏后人中每当有人要外
出打工或者哪家孩子离家上大学时，
总会到范家大院祠堂前，诵读家规，以
示不忘祖训。”范荣明告诉记者，这仪
式不知道是从何时开始的，但已经成
为一条不成文的规矩。

范式家规重视“廉洁”二字。范荣

明曾在御营乡（现御营镇）担任纪委书
记时，负责修建御营卫生院、御营初中
教学楼和政府办公楼。“工程开工以
后，陆续就有很多施工队老板来找我，
有负责主体工程的，也有负责装修的，
有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他们找到
我就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希望我在监
督验收工程的时候能够网开一面，能
够手松一松，数据写大一点，他们能够
多赚一点。”范荣明说，在他拒绝所有
的好处之后，有人觉得他很傻。但他
认为，作为一名范家子孙，从小祖辈就
教育儿孙要“谦恭尚廉洁”。

啥叫廉洁？在范荣明朴实的理解
中，廉洁就是不该拿的东西、不该要的
钱，一分一毫都不能要，“这样才担得
起是范仲淹后人。”

来自攀枝花的杨文仲家庭，因为
践行“舍小为大、严于律己、回报社会”
的好家规入围十佳“天府好家规”。参
加晚会的当天，杨文仲的二女儿杨玲
仍然将获奖的好消息对亲友保密。“等
拿了奖，再告诉亲戚朋友。到现在还
不敢相信我们能获奖。”杨玲受宠若
惊，珍惜奖励给予的肯定。

32年前，年幼的杨玲随父亲从北
京到云南，再到四川攀枝花扎根。印
象最深刻的，是当时连洗澡的地方都
没有。“记得那时的洗澡水，是靠太阳晒
热拿来用。”为什么要来这里？是幼年
杨玲想不明白的。杨玲的疑惑不满，
都被沉默寡言的杨文仲用眼神回绝。

成年后，杨玲终于从“支援三线建
设”这句话里读懂杨文仲。回北京工
作的机会，曾三番五次摆到杨文仲面
前，他竟然都拒绝了。同时，杨文仲也

拒绝名利，他是1949年10月1日以前
参加革命的，退休时不争离休待遇，也
从不向组织上提任何要求。2007年
杨文仲在攀枝花去世，享年83岁，一生
诠释“献了终身献子孙”的精神。

晚会现场，杨玲再次回忆起父亲，
“父亲一生光明磊落，是用实际行动书
写家风家规的标杆。”杨玲充满骄傲。
她说，父亲总是告诫家人：不向组织伸
手，“姐姐在地方企业当工人，其间企
业不景气曾下岗，父母用老两口的工
资支持姐姐供孩子读书，坚决不让她
给单位添麻烦。”杨玲也深受父亲影
响，工作兢兢业业，认真负责，2008年
被中国致公党中央委员会授予“5·12
抗震救灾突出贡献奖”，被中共攀枝花
市委、攀枝花市人民政府、攀枝花军分
区授予“攀枝花市赴灾区一线抗震救
灾先进个人”称号。

“我们家一向追求节俭，我以前穿
儿子的，现在就穿孙子的了。”成果汇
报晚会现场，胡昭宜和侄子胡宏效代
表自贡贡井的胡氏家族现身。76岁的
胡昭宜指着身上的裤子对华西都市
报-封面新闻记者说道，“这就是我孙
子穿过的。”

三代人的衣服可以轮着穿，可不
是因为没钱。相反，胡家先辈经营布
业发家，后来又经营盐业，位列自贡盐
场“老四大家族”之一。然而，从“富
贵”的先辈开始，“薄己厚人，勤俭持
家，不贪为宝”已是家规。胡昭宜说，

从小就听家里长辈念叨这十二个字，
他和兄弟姐妹深受感染。“他们对我们
的要求很严格。”生活上要勤俭持家，
待人接物要薄己厚人，这是胡昭宜参
加工作后父母对他的教育。

如今，自贡胡氏的十二字家规传
承到了胡宏效这一辈人身上。如何在
新时代践行好老家规，胡宏效有自己
的理解。“伯伯这一辈人以身作则，是
我们身边的榜样。”胡宏效说，看到伯
伯这一辈人打下的基础，更觉得把十
二字的家规传承下来，是担在肩膀上
的一份责任。

4 绵阳市九洲集团周永秀家庭
家规内容：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冲锋在前、退却在后

传奇老八路 三大战争炼成“十六字”家规
家庭代表感言：“一定要把艰苦朴素、吃苦耐劳的精神传承下去。”

5
宜宾市翠屏区李庄张氏家族
家规内容：敦孝悌、睦宗族，饬伦纪、辨职业，择交游、
安义命，尚勤俭、谨婚嫁，慎丧祭、训子孙

祖母的照片随身带提醒家规传承
家庭代表感言：“帮助我们继续传承好家风家规，让更多人感受到这样的传统和精神。”

7 德阳市罗江县范氏家族
家规内容：先忧后乐 为国为民

拒绝不义之财 才敢担当范仲淹的后人
家庭代表感言：“廉洁就是不该拿的东西、不该要的钱，一分一毫都不能要，

这样才担得起是范仲淹后人。”

8 攀枝花市杨文仲家庭
家规内容：心许三线、服务祖国，舍小为大、奉献社会。

32年奉献三线建设 瞒着亲友来领奖
家庭代表感言：“父亲一生光明磊落，用实际行动书写家风家规的标杆。”

9 甘孜州丹巴县毕氏家庭
家规内容：忠诚爱国、清廉为民、崇学尚实、勤俭持家

英雄父亲做榜样 践行忠诚爱国的家规
家庭代表感言：“把十六字家规继续传承，荣誉就是最大的鼓舞和激励。”

勤俭持家 爷孙三代的衣服换着穿
家庭代表感言：“传承家规是担在肩上的责任。”

10 自贡市贡井区胡氏家族
家规内容：薄己厚人，勤俭持家，不贪为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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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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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南财经大学赵国
良家庭代表。

绵阳市九洲集团
周永秀家庭代表。

宜宾市翠屏区李
庄张氏家族代表。

四川省人民医院曲
超家庭代表。

德阳市罗江县范氏
家族代表。

攀枝花市杨文仲家
庭代表。

甘孜州丹巴县毕氏
家庭代表。

自贡市贡井区胡氏家族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