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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城市家规家训家风建设
研讨会综述

2016年10月11日，由扬州市纪委、扬州

市社科联共同主办的“大运河城市家规家训家风

建设研讨会”召开，江苏省纪委宣传部部长拾峰

出席并讲话，扬州市委常委、纪委书记李航致

辞，扬州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张跃进，焦作市委常

委、纪委书记王宏昌等领导出席会议。会议邀请

了来自大运河沿线部分城市纪委、高校、社科研

究机构的50多名领导和专家学者出席会议。

本次会议共收到论文 31篇。同济大学教

授、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阮仪三，江

苏师范大学教授陈延斌，焦作市委常委、市纪委

书记王宏昌，扬州大学教授张其昀，宁波市纪委

宣传部副部长陈立蒙，开封市包公研究会会长李

良学，淮安市人大副秘书长孙洪斌，无锡市社科

联党组书记、主席李祖坤，宿州市纪委常委、机

关党委书记孟淑侠等9名专家学者在会上作了发

言。

阮仪三在发言中主要介绍了其先祖阮元“励

志、规约、清廉、孝悌、务实”的家训，并以

“励儿读书立其志”“《章程》规约寄予情”“自

小清明做人廉”“以身示‘孝’树典范”“因材施

教铸成才”等五个故事作为阮元家风的缩影，讲

述了当代阮氏后人传承家风的具体做法。他认

为，阮氏家风是阮元留给后人的一笔丰厚遗产，

需要后人一代一代的薪火相传和发扬光大。

陈延斌重点阐述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中国传统家训文献资料整理与优秀家风研究”

的部分研究成果。课题组对苏、鲁、豫、皖、

京、浙、桂、川、陕、辽等省、市家庭教育和家

风建设的实证调查表明，当前民众对家庭在社会

建设、家风在家庭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给予充分

肯定，对家风与社会风气、家庭教育和个人发展

的密切联系较为认可，父母仍是家庭教育的主要

角色，但其知识来源较传统社会发生显著变化。

传统家训文化的时代价值也得到民众的充分肯

定，认为传统美德仍是当代优秀家风的基本内

涵。但是调查中也发现，家庭教育中父母一方缺

失现象较为严重，成才教育重于成人教育，家风

受到世风冲击，优良家风亟待培育和弘扬，家风

和家训文献在现代家庭中的传承不够等突出问

题。他建议引导家长转变教育观念以提高家庭教

育效果，以日常生活中的熏陶来传承好家风，以

营造和优化世风来培育优良家风，将家庭、学

校、社会、媒体凝成合力是培育优秀家风的保

障。

与会专家的研讨主要围绕四个方面展开。

一、大运河城市历史上各具特色的家规家训

家风

大运河沿线城市都有较深厚的历史文化根

基，名人名门代代传承。与会专家学者从各自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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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的历史出发，梳理和介绍了各地具有代表性

的家规家训家风，综合起来有以下两类：

1.历史名人的家规家训家风

开封市包公研究会会长李良学介绍了包公

家训与家风，指出历史上的包公不仅自己铁面

无私、反贪倡廉，而且订立了一则训诫子孙如

何做官的反贪《家训》，其后代子孙恪守《家

训》中体现的仁孝、廉政、民本精神，逐渐形

成了“孝肃家风”，其子包绶、其孙包永年，以

及后世子孙包兆龙、包玉刚等都将包公家风发

扬光大，做到了“以民为本，宽民利国”。

洛阳市纪委课题组认为，范仲淹带头践行

与培育了家族 “孝、俭、廉”的家风，并在家

书中对后辈提出了勤于学习、清廉节俭、洁身

修己、奉献国家、和睦同官、存恤乡里、谨慎

交友等一系列训诫，这也是他形成“先天下之

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境界的基石。

扬州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张跃进从郑板桥宦

游在外的多封家书中总结出了“亲厚待人，和

睦邻里，正确对待读书和科名，严教明理，尊

师敬长”等板桥的家政观，认为这既坚持了中

国传统的优良习俗，也体现了不苟同、求清正

的思想信念及人生境界。

淮安市人大副秘书长孙洪斌、淮安市国资

委纪检组长过向宏以周恩来同志的早期教育为

例，认为周恩来同志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正

得益于父母、家教和地域文化的共同滋养。体

现出了家庭教育肩负的立人之重任，

朱自清嫡孙朱小涛讲述了朱自清家族几代

人传承家风的往事，认为真挚朴实美好的情感

和追求，正是朱家家风的精华所在，熏陶出了

朱家人“心有家国，一身正气，崇德向善，清

廉自律”的共同特征。

2.地方名门望族的家规家训家风

无锡市社科联党组书记、主席李祖坤提

出，无锡历史上有100多个氏族都有成文的家

训载于谱籍，其家训文化颇具吴地文化和工商

名城的特色，可以综合概括为“立德修身、济

世报国”“尚学重教、诗礼传家”“孝悌为要、

亲友睦邻”“注重教化、谨严家法”、“务实勤

业、工贾并重”“义善天下、普惠乡梓”。 在优

秀家训文化的熏陶下，无锡的名门望族在历史

上涌现出大批优秀人才和杰出栋梁。

镇江高等专科学校文法学院副院长、教授

张永刚重点介绍了近代桥梁专家茅以升、当代

经济学家茅于轼的家族——镇江京口草巷茅氏

家族的历史渊源，总结出了茅氏“爱国、敬

业、友善”为精神内涵的家风。

原扬州文联主席曹永森以“阮氏家风”为

例，分析了名门家风在世代传承的历史过程

中，不仅对子孙有益，更对当时的学风、社风

产生重要影响，表现出特有的社会价值。他认

为，名门家风的形成需要达到“有符合家庭实

际情况的家训、家规”“家庭成员一体遵守”

“长辈要起示范表率作用”“家训文化伦理化”

等四个条件。

扬州文化学者韦明铧、扬州文物局韦艾佳

分别从不同角度解读了扬州历代名门望族的家

风家训家规。韦明铧宏观阐述了扬州历代家风

的共同点——幼年启蒙是家教的根本，文化立

身是人格的基石，从严治家是育才的正道。韦

艾佳则将扬州名门世家家风分为六大类，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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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仕宦世家“正心求义、崇廉尚俭”，学术世家

“读书忧国、崇文重教”，儒医世家“济世积善、

精进行德”，商贾世家“职业操守、社会担当”，

书画世家“修身养性、澹泊自甘”，艺文世家

“精益求精、服务民众”。

扬州儒商研究会副会长吴献中对扬州吴氏五

代传承的家训“有福方能坐读书”进行了阐释，

认为正是崇尚读书的家风家训等精神财富，造就

了吴家近代“一门两道台”，如今“四杰两院

士”的学术辉煌。

扬州大学教授张其昀对清代扬州高邮以王念

孙、王引之父子为代表的王氏家族几代人的著

作、书信和言谈中，提炼整理了王氏家族以“修

身、勤政、求实”为中心的家训家规，认为这对

王氏家族百年以来在立身、处事、为官、治学等

方面成就声望发挥了重要作用。

扬州大学徐成通过著名的《颜氏家训》，对

中古时期琅邪（今山东临沂地区）颜氏家族遵循

礼法，恪守孝悌之道，在政治上素退止足的家风

进行了解读，认为颜氏以文化传承来维系家族门

第的行为十分典型，其家风传承成为了家族命脉

所系。

扬州报业传媒集团葛星明总结了清嘉庆至民

国时期仪征刘氏五代人对慈善家风的传承与维

护，认为刘氏家族虽然出身寒素，但不仅治学方

面独树一帜，而且更以“与人为善，成人之美，

劝人为善，救人危急，爱惜物命”的善士形象建

立了家族声誉，在区域内成为了学问和道德的高

地。

扬州大学杨丽娟对清末扬州甘泉人胡文渊家

24封“廉政家书”进行了研究，整理出胡家

“勤于政务、忠于职守，为民作主、敢于担当，

注重操守、不循私情，举办善政、严立规矩”的

清廉从政思想，以及“孝敬长辈、孝贤做人，夫

妻和美、互敬互爱，手足平等、和气相处，珍惜

物命、毋贪金钱，立志读书、为学至上”的家教

观念，反映出当时扬州为学为官之人的严谨教化

之风。

仪征市纪委课题组将仪征近代名门盛氏家族

的家风作了总结，认为求真爱国是盛氏家风的本

质，艰苦朴素、甘守清贫是盛氏家风的精华，言

传身教是盛氏家风传世的良方。盛氏家风经过几

代的传承和积淀，产生一定的影响力，至今还激

励其后人。

二、家规家训家风建设的社会意义

与会专家结合当前社会实际，集中研讨了家

规家训家风在当代社会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以

及弘扬优秀家规家训家风对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重要作用。

江苏省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王旭东提出，大运

河两岸的传统家风由于其核心思想中蕴含着身教

与躬行的品格，伴随着一代代传承与实践，传统

家风中的亲情仁爱思想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充

满温情和善意的社会规范本身，在今天依然发挥

着重要的作用。当代家风建设需要大力宣传优秀

的传统家风，发扬典范人物的作用，不断增强广

大市民的认同意识，把传统家风融化在每个市民

的观念里。同时，更需要抓好青少年群体的家

风、家教方面的引导、熏染。

徐州工程学院肖明艳提出，家风家训是培育

个人道德的基石，重视个人修养并在家庭层面进

行统一化要求，是众多名门氏族保持其家族长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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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衰的一大“法宝”。我国的家风家训文化浓

厚，不但塑造了绵延悠久的历史风貌，更奠定

了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德人格基础。

家风家训作为培育道德的基石和土壤，起到了

补充法律法规、维系社会秩序的重要作用，是

社会稳定的有力依托。

镇江市教育学会裴伟认为，家风不仅是家

族代代相袭的处世理念，也是影响家族成员未

来发展的路径。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包

含的丰富内涵，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

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

国、敬业、诚信、友善，会使当下优良家风的

内容得到极大的扩展，成了民风、世风、党风。

三、大运河城市家规家训家风建设的经验

大运河城市均开展了有关家规家训家风建

设和培育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产生了

良好的社会效应。焦作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

王宏昌、洪泽县家风办主任陈玉林、金湖县政

协姜瑞荣，以及聊城市纪委、宿州市纪委、宁

波市纪委、苏州市纪委、扬州市广陵区纪委等

课题组均对本地家规家训家风的建设工作情况

进行了介绍和经验总结。各地做法主要有以下

几点：

1.挖掘和整理本地历史文化资源中的家规

家训家风

焦作市成立了本土廉政文化资源状况调研

组，全面排查，深度梳理，搜集了一批刚正不

阿、正气浩然、清正廉洁的官员、名人史料，

整理出了一批被后人传颂的勤政廉政故事，其

共同特点是信念坚定、务实重干、勤俭持家、

清正廉明。同时重点对韩愈家风家规和何瑭家

训进行挖掘整理，以期在全市起到引领示范作

用。

宿州以“二十四孝”之一闵子骞“单衣顺

母”和“鞭打芦花”的孝德入手，充分利用闵

子墓和闵祠等载体，把传统文化中的孝道精髓

和建设良好的家风相结合，发扬光大传统孝廉

家风，营造诚信民风，塑造家庭伦理、社会伦

理和政治伦理。

苏州市总结出了苏州家风文化中“尚诗

书、重良序；善治家、存国念；为良吏、急国

课”的吴地文化特征，系统整理吴地士族大家

家风家训，汲取家规家风、乡规民约中的精

华，编纂了《家国千年——苏州历史上的家风

与家规》，遴选了苏州历史上近30个士族大家的

家风家训，彰显了苏州地区“一人义则一家举

义，一家善则一地向善，一地仁则一国兴仁”

的文化实践。

宁波积极挖掘培育本市历史上世代传承中

形成的道德规范、传统习惯、为人之道、生活

作风等，并抓住社会热点，对中国第一个诺贝

尔科学奖获得者屠呦呦的家族家风进行了深入

发掘，总结和树立了屠家“重学重教、礼义传

家”的家风典型。

2.广泛开展各具特色的家规家训家风宣传

活动

焦作市主要开展了家庭助廉宣传教育、培

树“最美家庭”典型和“最美家庭”巡讲，并

动员党员干部与家人互赠手写家书，将评选出

来的优秀家庭故事、家书、家训格言、廉政书

画在官方微信予以展示。

宿州市重点促进孝廉家风由单向向双向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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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由接受向给予转变，由惠己向“博孝”转

变，由爱家向爱国转变，“打文化牌，唱道德

戏”，探索历史文化资源与当代经济社会融合发

展，使孝廉家风更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浓郁的时

代精神。

苏州市以弘扬好家风系列活动为重点，围绕

家风家规主题，开展微言博语话廉政微作品社会

征集活动，制作朱柏庐、翁同龢、王锡爵、顾炎

武等家风家规专题片，促进领导干部廉洁自律、

改进作风，推动社会风气持续好转。

宁波市提出“忠、清、信、戒、公、正、

责、效”社会主义廉政文化观，将传统家风家规

家训融入廉政文化建设资源库，以余姚王阳明故

居、海曙环天一阁文化圈、镇海宁波帮博物馆为

核心，创建家风家规家训教育基地。把家规家训

与社区文化相结合，将与廉洁自律有关的家规内

容融入社区公约修订活动，发动家庭成员订立

“廉政家规”。

洪泽县汇集众智众力，把家风建设与党的建

设、精神文明建设相结合，组织科级以上干部带

头立家规726条，公开公示并作出承诺。推行

干部廉洁家风备案制、干部家风“家访”制，发

挥各类载体的宣传作用，增强修德齐家、清风正

气的正能量。

金湖县开办了“家风家规教育馆”，开展

“寻找、征集、传播、传承家训”活动，促使人

们从历史优秀家训中汲取传统家训文化的精华，

以现代视觉审视家训文化，引导人们自觉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修身律己、崇德

向善、礼让宽容的道德风尚。

扬州市广陵区主要深入挖掘全国优秀共产党

员、全国劳动模范高仁林的精神，其“敬业奉

献，博爱清廉”的核心思想历经积淀作为传世家

风，升华成精神延续，不仅影响着高家后人，更

影响引导了一群人奋进向上。

四、通过家规家训家风研究进一步推动廉政

文化建设

与会专家认为，对家训家规家风的研究，最

终要落到实处，尤其在当前，要重视领导干部家

风建设，促使领导干部自觉加强家庭道德建设，

带头抓好家风建设，维护家庭正气，建设优良家

风，是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镇江市史志办公室调研员张国平认为，党员

干部涵养良好家风胜于万贯家财，良好家风有助

于夯实道德根基、涵养清廉之气。家风能够影响

个人的价值认知与价值底线，良好的家风能够成

为世道人心，成为风气共识，成为村规民俗，成

为一个地区一个群体的文化素质，这对于个人、

家庭、社会和国家的发展都会传递正能量、带来

正影响。党员干部必须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加强家风建设的要求，正家风、严家教、立家

训，把家庭建设成修身、齐家、成风的坚强堡

垒。如果每名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能涵养

优良的家风，必然影响带动优良党风政风、社风

民风的持续改善，营造出建设“强富美高”新江

苏的良好氛围。

聊城市纪委课题组总结了新时期共产党员的

楷模孔繁森“仁爱树人，勤廉传家”的优良家

风。认为孔繁森家风的形成，是由于中华民族传

统文化和当地公序良俗的影响，红色文化培养出

的良好品德，以及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初心，始

终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信念不变，作风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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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不变。由此可见，家事不是小事，小家连着

大家，大家连着国家，孔繁森不仅成为党的领导

干部的楷模，而且通过自己的言行，树立了良好

的家风。

宁波市纪委课题组认为，廉洁家风是抵御贪

腐的“防火墙”，干部家风是民风政风的“风向

标”，家风建设是组织监督的“好抓手”。好的家

风具有外溢性，能够逐渐影响到周围的人和事，

相互激荡，最终扩大到整体区域甚至整个社会。

包括领导干部在内的社会各界精英的家风对社会

风气有着重要影响，要从党员干部就是我们党的

“形象代言人”的角度来对待家风建设，以在党

忧党、在党为党的责任感，抓好党员干部家风建

设。

苏州市纪委课题组提出，在家风建设中，需

要剔除糟粕，构建积极健康向上的家风家训文

化，需要适应现代社会“家庭”结构变化，让优

秀的家风文化与时代精神相契合，塑造出适应当

代社会，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追求。

扬州市广陵区纪委认为，优良家风得以传世

必须要符合时代特征，必须与时俱进体现时代

性。高仁林家风的形成于传承，就在于充分体现

了个人与集体，家庭与社会，家族传承与社会发

展的辩证关系，实现了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有

机统一，并与家族传承、反哺社会相结合。家风

的创立人，传承人，受益人才是家风传承的核

心、动力和载体，也只有“以人为本”才是让优

良家风蓬勃焕发的不竭动力和生命源泉。

(扬州市社科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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