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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在我的记忆中，家里生活虽不富裕，但很温
馨。我有三个姐姐、一个哥哥，家大人多，全靠爸妈在地里劳作和我爸的木匠手艺维
持家里生计。每当一家人在一起时，爸妈总要唠叨：你们几个都给咱省点心，记着
啊：踏实做事，端正做人。当时我并不知道其中内涵，只知道这是二老让我们懂规
矩，不要与人争长论短。直到后来才知道，二老经常念叨的其实就是我家的家训。

在父母的慈爱教诲下，我们五个健康成长。姐姐、哥哥相继成家立业，我也
成为我们当地唯一通过考试“跳出龙门”的中专生。父母亲虽已过世多年，但他
们的养育大恩和谆谆教诲，让我们做儿女的永生难忘。

1995年，我结了婚。两个孩子的降生，让我担当起了为人妻为人母的生活
重担。丈夫是我中专的同学，为人敦厚、勤奋善良，二十多年来与我相濡以沫，共
同经营着甜蜜、幸福的小家庭。

我们传承了父辈的家风家训，结合我们在走向社会历练多年后所形成的价
值取向，逐渐形成了我们自己的家风家训。这就是：认认真真学习，端端正正做
人，快快乐乐生活。我们把这18个字工工整整写在纸上，端端正正挂在墙上，以
此鞭策、规范着家庭的每一个成员。

“认认真真学习”是我家生活的“总基调”。俗话说：“腹有诗书气自华，家开
梅兰门亦香。”读书，在我家看来是完善自我，乃至安身立命的基础。孩子启蒙就
得抓紧学，大人创业还要认真学，不学习不可思议。因此，在我们家里弥漫着浓
浓的书香味。书架上摆满了诸如文、哲、史、艺等各类书籍，墙壁上悬挂了不少激
励读书的字画。

孩子从牙牙学语开始，我便买了连环画和中外童话故事，照着给孩子们讲。
孩子上学了，每天晚饭后，我都会捧着书静静地陪伴着孩子们去做作业。而后还
会和孩子们一起品读几篇美文，提几个问题，让他们回答。每逢双休日或节假
日，我们也会带孩子们逛逛书店、看看图书馆。只要有他们喜欢的书，我们会毫
不犹豫地买下。无论是儿子还是女儿，等到初中毕业时，阅读量差不多达到20
万字，适合少儿阅读的古今中外名篇基本阅读了一遍。

作为家长，我俩是带头的学习者。1998年，由于单位改制，我俩双双下岗。面
对下岗，我们没有埋怨，没有消沉，而是以十分自信的心态，重新选择了各自事业
的发展方向。他选择了经商——创办一个机电供销公司；我选择了书法——为了
自己的孩子写一手漂亮字，也为将来举办一个书法培训班。我俩都学的是财务会
计，为了新的事业，相互鼓励，从头学起。他的门市一办起，便买了一大堆机电类
的专业书籍，不论在门市还是在家里，不分白天还是夜晚拼命地“啃”。凭借他的
知识功底，半年下来，几乎成了“机电专家”，各种机电型号、品名、性能、工作原理
等等一应烂熟于心，所经销的产品很快打开了销路，生意红红火火。

我报了“光州书法院”学习班，从“零基础”学习书法。我为中华文化的博大
和魅力所吸引，每天把家务干完，把孩子送到学校就潜心练字。从点横竖撇捺，
到真草隶篆行，一练就是五六年。买了一摞摞的经典名帖，练习用的毛边纸、宣
纸耗费无数。为了增加学养，我还攻读了书法史、诗词格律入门、美学入门等专
著。功夫不负有心人。2004年，我的书法作品在全市青年书法作品展中入展，
同年加入了榆林市书法家协会。2006年，我开始举办少儿书法培训班，招收学
员逐年增多，近年学员持续达到50多人。许多孩子经过我一两年的培训，就能
书写作品，就能在区、市、省级少儿书法展中入选或获奖，许多家长因此与我建立
了深厚的友谊。更可喜的是，我的两个孩子也一起参加书法学习，兴趣浓厚，进
步飞快，每每在学校和省、市的书法展览中获奖，让我俩倍感欣慰。

“端端正正做人”是我们家的核心“价值观”。人生第一要务是做人，其他都
是小事。端端正正做人，则反映一个人的人生品位，也是安身立命的根本。

父母的言传身教无疑是最重要的。我们注重从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培养孩
子们的良好品格。

——正直善良的品格。尊老爱幼、扶危济困、诚实守信、宽容和气等等都是
中华传统的优秀品格。我们也经常给孩子们念叨：要与人为善，尊重他人，宽容
他人，帮助他人，一诺千金等等。我们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每年春节、中秋节，无论手头的事情有多少，我们一家人都要回到老家，看望老
人，与家人共度佳节。亲戚朋友以及孩子们的朋友家有了困难，我们都会尽己所能
地帮助解决；我们也鼓励孩子们积极参加学校和社会的志愿服务活动。

2016年，我所在的社区负责人找到我，想让我举办一个面向特困家庭少儿
的免费书法学习班。我愉快接受，并将培训班命名为“圆梦书法培训班”。每期
半年，20名学生；每周一堂，一个半小时。我抛开一切琐事，精心备课、讲课，免
费为学生提供练写用的练习本、中性笔、墨汁、毛边纸。许多家长或发微信或当
面表达感激之意，我也真切地感受到了人世间那种真挚的情谊和温暖。目前，培
训班已办两期，第三期正在进行，我承诺要继续办下去，而且打算将场地搬回到
我家，学生可适当扩大到50人左右。

作为经商的丈夫，更是把诚信、尊重、厚道作为自己处事之本，打交过的客户
常常用“儒商”来评价他。无论是吃饭还是在夜间休息，只要有顾客的电话，他都
会耐心解答，产品运行中出了问题，他会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因而他的产品销
路越来越宽，生意越做越红，许多老客户成了他的“铁哥们儿”。

——自强自立的品格。端端正正的人，必须是自强自立的人。我们经常教
育孩子，人生中美好的东西很多，但只有通过自身的勤奋努力和真才实学获得
的，才是最美好的。我们的家庭可以说是提早进入小康，但孩子们并没有得到过
太多的娇宠，他们自己打扫房间，自己整理衣物，自己换洗衣服，有时还帮着父母
做饭打下手。两个孩子都是凭着自己的实力，先后考入榆林中学。特别值得一
提的是我的女儿，2013年考入延安大学后，继续保持着过去的那股旺盛的学习
劲头，学习成绩一直在院系里名列前茅。她还担任着副班长、学习委员，校学生
会干部，经常组织和参加学校和社会活动，2015年她还入了党。今年（毕业前
夕）参加陕西省委组织部组织的选调生（副科级公务员）选拔考试中，一举成功，
为我们家庭增了光。

“快快乐乐生活”是我们家庭充满活力的“润滑剂”。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
上，没有理由不快乐，关键要摆正心态。用阳光的心态对待万物，万物都是可爱
的；用艺术的目光看待生活，生活中种种不如意会巧妙化解，你会长久地拥有幸
福。在我们的家庭里，每颗心都是积极向上的，每个人都是活跃分子。每逢周
日，家人围坐一起，饭前每人要讲一段小笑话，饭后便以“剪刀石头布”游戏，分派
干家务。谁拿回了荣誉，大家都要给发奖品，以示庆贺。我们不赞成孩子死读
书，更鼓励全面发展。自从我学了书法、办了书法培训班后，带动了全家人学习
书法的热情。家里四壁贴满了书法作品，互相提意见。女儿爱写作，儿子爱篮
球，他们都快乐地参加着相关的社团活动，且学习成绩仍在不断提升。

节假日，我们一家人是必须要出去“疯”一次的。踏雪、观瀑、赏红叶、打雪仗……不一
而足。家庭成员轮流策划，明确分工；姐弟各展所长，游玩花样翻新。旅途中“成语
接龙”“歌曲联唱”“脑筋急转弯”等等，交替“上演”，一路欢歌笑语，其乐融融……

家风，是一个家庭的生活气氛，家训便是一个家庭精神道德的高地。人世间
一切美好的东西，无不是真心善爱的播种和收获。我和我的丈夫用真心经营着家
庭，用善爱滋养着孩子们的成长。我是幸福的女人，我深爱着我的家！

我的祖父是清末秀才，一生教书为业。
他老人家安于清贫，乐于教育学生。他经常
以清朝流传的《四足歌》教育后辈：“茅屋是吾
居，休想华丽的。画栋的，不久栖；雕梁的，有
坏期。只求它能遮能蔽风和雨，再休想高楼
大厦，但得个避寒足矣。淡饭充吾饥，休想美
味的。膏粱的，不久吃；珍馐的，有断时。只
求它粗茶淡饭随时济，再休想鹅豚掌蹄，但得
个不饥足矣。丑妇是吾妻，休想美貌的。俊
俏的，招是非；妖娆的，把命催。只求她温良
恭俭敬姑嫜，再休想花容月色，但得个贤惠足
矣。蠢子是吾儿，休想伶俐的。聪明的，招祸
非；刚强的，把人欺。只求他安分守己寻生
理，再休想英雄豪杰，但得个孝顺足矣！”他对
儿孙说茅屋草舍，粗茶淡饭，丑妇贤妻，孝子
蠢儿。有此四，足矣。并自己郑重地把《四足
歌》写成楷书四扇屏，让后代保存。他还说，
人人爱显地，显地是险地。显要的地位，既荣
耀，也是危险的地位。他自己不慕虚荣，也不
喜攀高结贵。有一次米脂县令请他做官，他
以“不爱高官显宦，不爱千粮万石，不爱金银
满贯，不爱牛羊满山，不爱绫罗绸缎”作答，仍
然以教书为乐。因此，他获得群众的尊敬，刚
过不惑之年，学生就给他在村头立了一块德
教碑，这块碑石至今立在我们村头。

因此，知足常乐，是我们的家教之一。不
好高骛远，不贪婪妄求，脚踏实地，正道直
行。用平常心，做平常人，做平常事。

祖父还给别人家的大门上撰写一联：志
欲光前，惟是诗书继世；心存裕后，莫如忠厚
传家。他要求后辈光前裕后，清白为人，诗书
继世，忠厚传家。

父亲继承祖父遗风，经常用祖父的言行
教育我们，他还让我学习《朱柏庐先生治家格
言》。1964年正月初一，他自己背诵《朱柏庐
先生治家格言》让我抄写在笔记本上，并把我
抄错的字做了改正。而对我印象最深的是

“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
力维艰。居身务期质朴，教子要有义方。祖
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子孙虽愚，经书不可
不读”等。父亲特别告诉我，一个家庭必须要
重视文化，没有文化的家庭，是没有出息的，
而要有文化，必须读书。并且要坚持不懈，一
日读，一日功，一日不读十日空。父亲还说家
庭要以德为邻，重视道德修养。这个笔记我
至今保存，看到父亲的手泽，就想起了父亲的
教诲。

因此，崇文尚德，也是我们的家训。
我也继承祖父遗志，编成我们《米脂升平

里张氏家谱》，用《三字歌》总结了米脂升平里
三甲张氏的良好家风：尚俭节，笃耕耘；忠国
家，孝双亲；尊师长，睦乡邻；敦礼仪，爱和平；
重友谊，谨言行。智亦勇，贤亦明，公亦正，谦
亦信。嬉无益，勤有功。办益事，当好人。

民生在诚，人生在勤。我因为“文化大
革命”，没有上过大学，但读书是我每天的功

课，即使在农村劳动时也坚持读书，我读了
祖父遗留的《论语》《左传》等书籍，还读了
《九歌》《史记》等。参加工作后，有计划地读
书学习，因此，自学成才，获得了汉语言文学
专科的自学考试毕业文凭，有了副高级职
称。每天三四点起床，或读书，或写文章，数
十年如一日笔耕不辍，日进有功。主编出版
首部《子洲县志》，还出版了《陕北风情大观》
《榆林风情录》《西北风》《毛泽东与中国农
民》等书籍。从2012年开始又应邀担任《子
洲县志》（重修本）的主编，经过5年的编纂，
于今年1月20日通过了终审，可望于今年出
版。光退休后就有数以百万字计的著作问
世，其中有《子洲民间信仰》《榆林寺庙对联》
《榆林道路交通管理志》《榆林盐业志》《重耳
和季隗》，还有两卷《张俊谊文集》。虽然年
到古稀，但仍不懈怠，每天敲着键盘，写文
章，做笔记，乐此不疲。

最近，我把祖父和父亲的教诲和我自己
的思路梳理了一下，总结出我们张氏的家训：
知足常乐，崇文尚德，不虚此日，不虚此生。

今年春节，我把“崇文尚德”写在门楣上
和贴在家中，并把张氏家训郑重其事地告诉
孩子们，要代代传承，发扬光大。还要儿孙们
努力上进，每日不虚度，一生不虚度。有所追
求，有所作为，有所成就。办益事、实事，当一
个普通人，做一个对社会有用之人，为国家作
出应有的贡献。

我的家训
张俊谊

我的老人们是乡下不识字的土农民，但
在他们身上有着许多中华传统美德，从我
们刚懂事开始，他们就用这些美德教育要
求我们。

记得在我七八岁的时候家里人就不让
我睡懒觉，爷爷经常说的两句话：“晚上不睡
是赖人，早上不起是病人。”“早睡早起不惹
是非。”要我养成良好的起居习惯。

我们很小时家里人就让我们打扫院落、
喂鸡，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大一点
后，拾柴、拾粪、剜草、沟里往家提水干这些
活，从小培养我们良好的劳动习惯。

爷爷做什么都讲条理化，他让我们帮他
拿家具，用罢一定要放回原处，不能丢三落
四邋里邋遢。

我们家那时生活条件差，穿的都是自己
家纺织的土布，添置一件新衣服后穿上要爱
惜，新衣服平时不能穿，只是出门时穿一
下。一件衣服大的穿罢小的穿，直到烂得不
能穿了。出门时没有新衣服就是旧的也要
洗干净，家里人很重视仪表和声誉。

我们外出走时，家里大人们总会叮嘱我
们：“出去后不要糟蹋人家，不能拈东拿西。”
我们出去自然不会糟蹋人家，就是每年夏天
杏儿成熟的季节，我们路过见人家成熟的红
杏落下一地，是很爱的，但记着家中大人们
的话不去捡一颗吃，更谈不上偷拿人家的东
西了。

有一年贫困户应成家过年时，因为他母
亲眼神不好，把准备下初一吃饺子的荞麦面
一半倒在脚地一半倒在泔水桶，一家人急得
哭鼻子，我母亲知道后给他家送去几斤白
面。母亲说：“人不能总想着占别人家的便
宜，我们可以不巴结权贵但不能看不起、不

关心穷苦人。”
父亲常对我们说：“穷扎不下根，关键是

人要有骨气，要往好处看，要往远处看，要艰
苦奋斗，发家致富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在我
的记忆中父母亲和大哥每天都是忙着干活，
就是冬天和天阴雨湿时也总要找些活干，为
生活奔波。

就我们这样的贫困家庭，父母还是省吃
俭用供我们上了学。我念绥师时正是国家
最困难时期，我上绥师后，因为缴不起每月
的三十斤粮票被迫休学两年。后来虽不带
粮票了，但父母已是六十几的人了，在家中
缺吃少喝没钱花的窘境下，还是坚决让我复
了学，并上完了这个学。

父亲经历和参加过土地革命战争、抗日
战争、解放战争，在对敌斗争中他三次被敌
人抓住，受尽了严刑拷打，身上留下了永久
的疤痕。一九四七年秋打榆林时，那时他是
村内党的负责人，李家沟区上来人，要我村
派一人一头毛驴，从李家沟往义合送军粮，
工作危险性很大，谁都不愿意去，他二话没
说赶着自己家的毛驴去了。和他同去的李
家塌李登业，去后不久就被敌人飞机上扔下
的炸弹炸死了。他不光担惊受怕，走时天气
还暖没带御寒的衣服，冷冻了几个月，回来
后就马上投入到他的革命工作中去。

我能学有所成登上教书育人的讲台，是
凭共产党毛主席才翻身得解放，走到了这一
步，也是我的老师们在我身上倾注血汗的结
果。我教学后不久，父亲就提醒我看望了我
的小学启蒙老师李鼎年和初中班主任刘汉
杰，去感谢他们对我的教育教诲。

我开始教学的第一天起就想着，加倍
努力把我的教学工作搞好做出成绩报答党

的恩情，不辜负老师和家中老人们对我的
期望。

爷爷和父母亲的以身作则，以及言传身
教，让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家训、家规、家
风”在教育家庭成员中的重大意义和作用。
回想当年老人们对我们的教育要求，为传承
并弘扬好我家的“家训、家规、家风”，现将其
总结如下：

咱家往昔是穷人，从来人穷志不穷，
祖上口传有家训，后代传承到而今。
齐家治国为己任，志存高远树雄心，
孩提施教重修身，兴业前景在后人。
老人关怀爱子孙，儿孙孝顺敬老人，
尊老爱幼我家风，家和开道万事兴。
开始涉世遵家训，行端立正去做人，
不亢不卑不骄横，说话做事讲诚信。
为求生存钱要挣，生财有道不损人，
发家致富靠辛勤，脚踏实地干事情。
公私钱财要分清，奉公守法管行动，
不去坑蒙拐骗人，要有尊严重名声。
人有用时得尽心，绝对不去当小人，
左邻右舍都亲近，不以利益去分等。
心中总有苦寒人，尽力施舍肯济贫，
穷富亲朋进家门，阖家老少笑颜迎。
人有喜庆当高兴，眼红妒嫉是小人，
记住独木难成林，祝愿众人都兴盛。
人际之间有纷争，化解矛盾有责任，
拨弄是非不可行，不做火上加油人。
不可恃强凌弱人，和人相处要平顺，
得饶人处且饶人，万不得已才讼争。
家贫难出读书人，身着烂衣进校门，
饿着肚子啃书本，苦尽甘来事业成。
堆金积玉也有尽，开源节流才无穷，
中华传统勤俭风，未雨绸缪理家政。

回想当年老人们对我们的教育要求
薛芳春

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资源，是推进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要力量。他们拥有独特的优势，承载着优秀的文
化和传统。为深入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深入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提出的“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的要求，引导全市广大老干部
争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宣传者、倡导者和践行者，
市委老干部局在全市老干部中开展了“家训、家规、家风”征文活动，旨在组织
老干部通过“亮家训、家规，晒家风”，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
文化基因，以良好的家风带民风促社风，涵养晴朗的党风政风，弘扬文明新风
尚，传播社会正能量。本次活动共征集各类稿件50篇，本报选登了其中3篇，
以飨读者。

征文选登

为深入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积极响
应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注重家庭、注重家教、
注重家风，引导全市广大老干部争做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宣传者、倡导者和践行者，为党
和人民的事业增添正能量，市委组织部、市委
老干部局在全市老干部中开展了“家训、家规、
家风”征文活动。活动开展以来，各县市区和
市直有关部门高度重视，深入动员，精心组织，
广大老干部积极参与。截止截稿期，共征集各
类稿件50篇。通过专家评审组评审，共评选
出一等奖1篇、二等奖2篇、三等奖3篇、优秀
奖12篇、优秀组织奖2个（名单附后）。

希望获奖作者珍惜荣誉，发扬成绩，再接
再厉，带头立家规、严家训、正家风，为弘扬中
华民族传统美德、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希望全市广大老干
部都能以获奖老干部为榜样和标杆，做家风建
设的表率，廉洁修身、齐家，教育好亲属圈、影
响好邻里圈、带动好朋友圈，帮助青少年扣好
人生的第一粒扣子，不断谱写我市老干部发挥
作用新篇章。

当前，全市上下正在深入学习贯彻省第
十三次党代会精神，立足打造“陕甘宁蒙晋
交界最具影响力的城市”新定位，围绕“十大
战略问题研究”，深入开展“解放思想、更新
观念、优化环境大讨论”活动，希望全市广大

老干部从我做起，争做好家规的制定者、好
家教的传承者和好家风的践行者，积极参与

“三亮三讲三服务”志愿服务活动，弘扬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文化基因，以
良好的家风带民风促社风，涵养晴朗的党风
政风，弘扬文明新风尚，传播社会正能量，为

全市脱贫攻坚、加强基层党建、建设“陕甘宁
蒙晋交界最具影响力的城市”发挥独特优
势，作出积极贡献。

中共榆林市委组织部
中共榆林市委老干部工作局

2017年8月8日

中共榆林市委组织部 中共榆林市委老干部工作局

评选表彰“家训、家规、家风”优秀征文作品

我爱我家
田丽丽

“家训、家规、家风”征文活动获奖名单

一等奖《我的家训》张俊谊
二等奖《我爱我家》田丽丽

《回想当年老人们对我们的教育要求》薛芳春
三等奖《我对家风的理解》蔺明华

《好家风 代代传》刘生仁
《说家风》宋增战 任彩艳

优秀奖《让好家风代代相传》杨彭荔 《我的家风》宋增战 《孝到则福至》张兰英
《感恩使我的家族获得了新生》慕效党 《民谚留下家风的足印》张有庆
《良好家风 受益无穷》李艳娥 《好家风 传承力量》左玉兰
《我们的家规》郭凤英 《家训是人生路上一盏明灯》李润英
《家风是件传家宝》叶云霞 《良好家风代代传》王秀珍
《勤俭节约我的传家宝》马满昌

优秀组织奖 中共榆阳区委老干部工作局
中共吴堡县委老干部工作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