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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兵

从优秀家风中汲取力量
———读《百年家族的秘密：林乾讲曾国藩家训》

我和我的祖国

□寇俊杰

照出时代的变化

我最早的照片是在1976年
深秋照的， 那时我3岁， 听母
亲说这张照片是她带我去给在
煤矿上班的父亲拆洗衣被时，
在县城的照相馆照的 ， 黑白
色，两寸大，母亲和我都穿着棉
衣，母亲坐在凳子上，我戴着棉
帽， 抱着一个苹果站在她的旁
边， 瞪着好奇的大眼睛瞅着前
方，我依稀记得，当时的相机是
三角架上放着一个木匣子， 上
面盖着外红里黑的布， 摄影师
要钻在布下才能照， 那时的我
好奇： 那个人为什么要钻在布
下面呢？ 是捉迷藏吗？

我记事以后， 有人拿着相
机到村里照， 背景就是自家大
门前 ， 或是树下花前 。 照完
后 ， 摄影师记下照相人的姓
名、 住址， 等照片洗出来后再
送回来。 那时人们都不富裕，
舍得花钱照相的人不多。 侄女
照过一张保存到现在， 那时她
一岁左右， 因为太小只能坐在
一张小方桌上， 手里拿着一枝
椿树叶， 桌子后面是一棵小椿
树， 侄女似乎是第一次照相，
笑得可开心了！

没几年， 相机就进村入户
了， 而且还是彩色的， 虽然不
多 ， 但已不是什么稀罕玩艺
儿。 逢年过节家人团聚， 结婚
过寿喜庆之时， 外出旅游名胜
古迹， 人们都能用相机把它记
录下来。 这时用得最多的是傻
瓜相机， 不用调焦距， 快门一
按就成， 就是不懂摄影技术对
照相影响也不大。 不过相机还
没有普及， 用时得借， 外出旅
游时， 还得时刻跟在拿相机人
的身后， 否则就照不成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 照相
机已进入寻常百姓家， 我们家
也买了一台 ， 可是还没用几
回， 相机还跟新的似的， 就迅
速被淘汰了， 取而代之的是数
码相机。 数码相机外观小巧，
被称为 “卡片机”， 它不用买
胶卷， 不用洗相片， 当场就能
看到效果， 不满意还能随时删
除 ， 照的数量又多 ， 回家复
制、 粘贴到电脑上， 或者挑几
张洗出来， 永久保存。 2007年
我们全家去旅游 ， 我借了一
台， 照着真是过瘾。 女儿那时
六七岁， 跳舞跳得好， 为了多
给女儿留下一些童年的回忆，
不久后， 我也花2000多块买了
一台， 以后， 女儿每次参加演
出， 我都成了义务摄影师， 又
是照又是录， 可是新鲜劲儿还
没过， 数码相机也过时了， 手
机的像素越来越高， 内存越来
越大， 出门都是一机在手， 拍
人拍景， 然后发朋友圈、 微信
群， 共享共赏。

从第一张照片到现在的即
时“照片”，老百姓经历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 这不但是时代变
化的一个缩影， 更是时代变化
的有力“目睹者”，翻看旧相册
的人，忆往昔思今朝，谁不惊叹
新时代的伟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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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路 上

早晨六点， 当城市的大多数
人还在睡梦中时， 妈妈已经把她
负责的辖区清扫干净。

整洁的街道精神抖擞地迎接
着如潮水般上班上学的人流和车
流。 这就是我的妈妈， 每天起早
贪黑， 像钉子一样把自己钉在马
路上的马路天使。

她刚给我发了400元的红包，
兴奋地说这是防暑降温费， 叫我
去买书看， 买平时舍不得买的东
西。 说完就消失在微信上， 我知
道妈妈不是走在路上， 就是走在
去往马路的路上。

在早晚高峰时， 妈妈看着如
织的人流感慨： 每个人活着都不
容易， 然后她一刻不停地穿梭在
自己服务的辖区。 一会弯腰捡起
草丛里的纸、 塑料袋、 泡沫盒；
一会扫起落花、 落叶和从车上掉
落的泥土； 一会清除张贴在犄角
旮旯里的 “牛皮癣”； 一会搀扶
腿脚不灵便需要过马路的老人

家， 妈妈总说自己的脚扎在路面
上， 马路才能干净， 这是妈妈简
单质朴的工作理念。

妈妈永远都箭在弦上， 引而
待发， 雨、 雪、 雾、 冰、 酷热、
台风等恶劣特殊天气， 是妈妈最
忙碌的时刻。 去年家乡遭遇了一

场台风， 一时间狂风大作、 电闪
雷鸣、 暴雨如注， 大树被拦腰劈
断、 电线被风吹断， 城区陷入一
片漆黑 ， 家家都关门闭户 ， 商
场、 公司都停止营业， 开启放假
模式， 可妈妈他们却和交警、 武
警等肩负特殊使命的职能部门一

样逆水行舟， 橙黄、 墨绿、 白衣
和火红的服装， 在漆黑的夜里像
五颜六色的星星一闪一闪在守护
着城市的安全。

洪水退到哪里， 就清理到哪
里。 他们忙着砍割欲坠的树枝，
扶起倒伏的大树， 抠除淤堵下水
道的垃圾， 当第二天走出家门的
人们， 看到门前的马路被冲洗得
干干净净， 没有一点被洪水侵蚀
过的痕迹时， 人们说： “做梦也
没想到这么快就恢复了原貌， 好
像台风没有来过一样 。” 那刻 ，
妈妈笑了， 笑的比天使还好看。
虽然他们变成了雨人、泥人，但脸
上却是掩饰不住的喜悦和自豪。

妈妈说人总要走在路上， 走
在路上的感觉就像正在收割庄稼
的收割机！ 想收割什么完全取决
于我们的脚往哪走？

脚往哪走？ 爸爸说， 他正走
在家乡的路上。 爸爸是土生土长
从实践中走出来受人尊敬的 “土
专家”。 “老逄， 他们说我的桃
子没有老王家的甜， 味不正， 你
尝尝。” “没有问题， 这颗桃早
摘了一天， 如果再长24小时就会

更好吃。” 爸爸边尝边说边走。
又往村西的虾子塘继续查看

水稻长势， 看看有没有病虫害，
有没有私自使用化肥。 望着那些
拔节抽穗的有机水稻， 他时而眉
头紧锁， 时而展露笑颜， “老夏
家的稻子醋糟用多了， 估计会倒
伏 ； 老 李 家 的 长 势 比 去 年 好
……” 他对每家的情况都如数家
珍， 并及时回答和解决庄稼人在
农、 渔、 牧中的各种问题。

就这样， 爸爸用一双扎根田
地的脚， 诠释着自己对土地的承
诺。 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是爸爸
行走的动力。 我无数次地问， 究
竟是什么让爸爸把 “农” 字牢牢
刻在心上， 日复一日地让脚在大
地上生了根， 发了芽？ 行走在田
野上？ 爸爸说： “奔幸福哩。”

小到个人， 大到国家， 都走
在创造幸福的路上呢。 正如妈妈
所说： 在路上， 就是在收获， 在
收割， 在奔幸福。

人在路上， 工作在路上， 心
在路上， 服务在路上， 形象在路
上， 汗水在路上， 爱在路上， 幸
福就在路上！

被称为晚清 “四大名臣” 的
曾国藩 ， 在 “立德 ” “立功 ”
“立言” 上积累了丰富的人生经
验 。 这些经验 ， 涵盖了他在修
身、 齐家、 治国等方面的感悟与
心得， 时至今日， 对于我们如何
以入世的心态去做人、 做事、 做
学问 ， 依然具有启迪意义 。 为
此，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研究院
副院长、 教授林乾， 在尊重史料
的基础上， 撷取曾国藩家书、 日
记中对家风的相关论述， 围绕着
“家风正则家业恒” 的核心思想，
对其独到的家训观， 从学术、 文
化和历史的维度进行了全面解
读， 最终汇成了这本 《百年家族
的秘密： 林乾讲曾国藩家训》。

林乾以曾国藩家风家训传承
为脉络 ，从立志 、做人 、修身 、择
业、处世、齐家等几个层面系统总
结了曾国藩家训的基本内容， 并
进行了生动的拆解； 概括了曾国
藩家书与曾氏家训始终如一的精
神内涵 ： 注重教育 、 以读书为
本，不以官位财富定贤愚，表现为
“家业绵长八纲 ”“治家十要 ”和
“为人处事四察”等具体内容。

这些家训体现出曾国藩在理
政、 治学、 持家等方面的潜心思
考， 无论是对其个人修行， 还是
规范家族成员的行为理念， 都具
有高屋建瓴的指导作用。 令人耳

目一新的是， 曾国藩的家训鲜少
生硬的理论式说教， 而是总结了
前人在家风家训上所形成的正反
两方面经验 ， 再通过布道 、 规
劝 、 告诫 、 警示等多种表达方
式， 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 “曾
氏” 家训。

曾国藩的家训具有 “严教”
“勤教” “身教” 三大特点。 所
谓 “严教”， 就是持家贵在一个
“严” 上。 积几十年人生阅历和
宦海沉浮的切肤之痛， 曾国藩敏
锐地意识到， 如果家庭成员把整
个家族的荣辱兴衰都寄托在一两
个人身上， 祈望借助他们的位高
权重和显赫地位， 去实现家族的
长期兴盛， 那是不切实际的。 惟
有制定良好的家训， 从道德、 涵
养、 品格层面去提升家庭成员的
精神境界， 并以口耳相传和代代
沿袭的方式固化下来， 成为每个
家庭成员共同遵守的道德约束和
精神指南， 方能让整个家族在美
好家风的浸润下， 实现 “江山代
人才有出 ” 的可喜局面 。 至于

“勤教”， 曾国藩主张 ， 长辈要
通过不断的教育和辅导， 在提高
家庭成员学识和见识的基础上，
促进他们成长成才， 以此激励他
们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而
“身教”， 则重在知行合一。 曾国
藩不仅要求自己和家庭成员要带
头遵守族规恪守家训， 而且， 还
从读书、 修养、 孝友、 清廉上，
强调每一个家族之人都要为后人
做好示范。 如此， 一代传一代，
则 “立事、 持家皆可成矣”。

《百年家族的秘密： 林乾讲
曾国藩家训》 高度提练了曾国藩
“家训” 在传承文化、 良好家风、
品德修养等方面所具有的独特价
值， 为现代人兴家、 治家、 理家
提供了宝贵的借鉴资源， 堪称一
部优秀的家庭教科书。

诚望更多的现代人， 能从内
化于心外化于行中， 汲取优秀家
风家训的正能量， 把华夏民族传
承至今的家风和家训文化发扬光
大，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都成为新
时代的中华好儿郎。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 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 您和工会发
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 如果有， 那就用笔写下来， 给我们投稿吧。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 在这70年中， 也许您或
您的先辈上过战场， 迎来了新中
国诞生的黎明； 也许您或您的先
辈为新中国建设奉献过青春和忠
诚； 也许您家里有一张照片， 见
证了70年历史的某一个瞬间； 也

许您的名字就叫 “建国” ……
即日起， 本版开展 “我和我

的祖国” 征文活动， 征文围绕新
中国成立70周年主线 ， 以 “个
人” 与 “国家” 的关系为视角，
用文艺的形式生动展现人民群众
的爱国热情和家国情怀、 追求幸

福生活努力奋斗的精神风貌、 各
行各业的发展成就。

稿件要求 ： 800~1200字 。来
稿请注明 “我和我的祖国 ”征文
活动，并附上作者的详细个人信息。

来稿请发至 ： ldwbgh@126.
com。

“我和我的祖国”征文 期待您的来稿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本版邮箱： ldwbgh@126.com
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

投稿要求如下：
图片故事———以有趣的照片

为由头， 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
事。 可以是今天的故事， 也可以
是昨天的故事 （每篇1至4张照片
均可， 800字左右， 请注明您的
真实身份）。

青春岁月———讲出您青年时
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 每篇 500

字左右 ，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 。
家庭相册———以家庭照片的

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 （每
篇300字一张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