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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善之区家风美的协同效应

禅城区把文明家风、乡风、校风建设融为一体，推进形成家庭文明新风尚，营造共建共
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最是亲情暖人心。
“禅城 50 岁大叔带 91 岁老母亲跑货运”的故事，近日在微信朋友圈刷
屏，传遍大江南北。故事的主人翁德叔是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居民。为了
照顾年过九旬的老母亲，德叔辞去了稳定的工作，回家做起货车司机，不管
货拉到哪里，都会把母亲带在身边。德叔以实际行动诠释了中华民族孝老
爱亲的传统美德。网友纷纷点赞“这是亲情最美的样子”。
家庭和睦则社会安定，家庭幸福则社会祥和，家庭文明则社会文明。
德叔平凡的事迹，是禅城区推进新时代家庭文明建设、推进形成共建共享
的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的缩影，是禅城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营造文明家风、乡风、校风的细节体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
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使千千万万
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
近年来，禅城区以佛山市创建全国一流文明城市为契机，以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开展文明家庭、文明校园、文明单位、美丽文明村居示
范点建设，在全社会培育“注重家庭、注重家风、注重家教”的氛围，把文明
家风、文明乡风、文明校风建设融为一体，形成家庭文明创建的协同效应，
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为打造新时代全国文明城市的“首善
之区”
“幸福家园”培土夯基，为禅城区在全省全市“四个走在全国前列”中
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和丰润的道德滋养。

文明家风 吹拂千家万户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和睦则社会
安定，
家庭幸福则社会祥和，
家庭文明则社
会文明。
吴主刚是佛山市公安局禅城分局民
警，妻子何少冰是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护
士。2006 年 2 月 21 日晚上，
吴主刚在与持
刀行凶歹徒搏斗的过程中，身负重伤被紧
急送往医院救治，他的妻子何少冰亲手救
治了生命垂危的丈夫，并用深情和爱唤醒
了昏迷整整 11 天的吴主刚。何少冰回忆，
11 天的昏迷期间，医院下了两次病危通知
书，吴主刚一度停止心跳，
“当时什么都无
法想，
只知道陪在他身边。
”
醒来后，
吴主刚又回到工作岗位，
成为
一名优秀的人民调解工作者。在吴主刚潜
移默化的影响下，他的儿子坚定地选择了
从警之路。吴主刚家庭先后获评全国五好
文明家庭、全国文明家庭。去年七夕，
吴主
刚还参加了央视的一个录播节目，向全国
人民分享文明家庭的心得。
在祖庙街道铁军社区，70 多岁的吴振
奇被街坊亲切地称为“小巷总管”，他是铁
军社区党委第五支部支部书记。在街坊
眼 中 ，他 既 是“ 爱 管 闲 事 ”的 楼 长 ，也 是
“闲不下来”的老党员。梯灯坏了，他自
己出钱买灯泡换；下水道堵塞了，他联系
社区找维修公司及时疏通，协调收费；楼
梯间堆放杂物，他主动进行清理……整栋
楼七层 20 多户业主的琐碎事务，都被热
心的奇叔承包。在奇叔潜移默化的影响
下，他的家庭成员工作兢兢业业，并以善
良之心待人处事，奇叔家庭荣获第一届广
东省文明家庭、佛山市“十大文明家庭”
“最美家庭”等称号。
在禅城，像德叔孝老爱亲、吴主刚夫
妻恩爱、吴振奇家庭和睦这样的文明家庭
还有很多很多，他们的良好家风就是典型
和榜样，带动和引领着整个社会家庭文明
之风的形成，越来越多的家庭由“旁观者”
变成“参与者”，用实际行动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
据统计，2015 年以来，禅城区吴主刚
家庭被评为全国文明家庭、全国五好文明
家庭；龚彪家庭、梁志豪家庭被评为全国
“最美家庭”；蔡昌壮家庭、戴杏娥家庭、蔡
石家庭被评为广东省“最美家庭”；赖润梅
家庭、伍来好家庭、梁江云家庭等 15 户家

庭被评为佛山市
“最美家庭”
；
周小川家庭、
吴振奇家庭等6户家庭被评为佛山市
“十大
文明家庭”
；
肖莉家庭、陈钟莹家庭等 12 户
家庭荣获禅城区
“最美家庭”
。全区现有南
庄镇龙津村、南庄镇紫南村、张槎街道下朗
村3个广东省家庭文明建设示范点。
禅城区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为根本，
围绕
“家庭、家教、家风”
主题，
推动家庭美德和家庭教育内化于心、外化
于行，涌现出一大批崇德向善、事迹感人、
影响广泛的文明家庭，推动全社会形成爱
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向善、共建共享的
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
文明家庭、最美家庭的不断涌现，
离不
开一座城市文明潜移默化的影响，背后是
禅城不断厚植的文明土壤。党的十八大以
来，禅城区持续推动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
活动，
开展
“传家训、立家规、扬家风”
活动，
建设和弘扬新时代良好家风，
开展
“最美家
庭”
系列评选活动，
使万千家庭成为正能量
的源头，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生动鲜
活的模样扎根城乡。
禅城区文明办负责人表示，
“以吴主刚
家庭为代表的文明家庭，
孝老爱亲、相敬如
宾、兄友弟恭、妯娌和谐、克勤克俭、忠厚传
家，
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阐释了新时代禅
城家庭文明风尚和家风文化。
”
区妇联相关负责人表示，
“我们通过举
办各种形式的分享会，
学习最美家庭，
弘扬
最美家风。
”
先进典型用实际行动把好家训
由“抽象”变成“具体”，引领禅城千万家庭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最美的家庭、
最美的人就在身边，他们的事迹更容易打
动和鼓舞我们。
”
曾经在社区参加过分享会
的市民燕姨说。
一个最美家庭，是一个故事；十个最
美家庭，是一种力量；成千上万个最美家
庭，就能铸就“首善之区”的文明形象。禅
城区每逢春节、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
阳等节点，创造性地开展“我们的节日”系
列活动，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依
托“妇女之家”
“ 青年之家”
“ 爱心学堂”以
及社区家长学校等重要阵地，激励广大家
庭崇德向善、见贤思齐，鼓励全社会积善
成德、明德惟馨，以此唤醒文明建设的家
庭力量，以丰厚的道德力量推动社会文明
进步。

■在
“仁善紫南”
第二届美德人物事迹分享会上，表彰当选的十大孝子。
（资料图）

文明乡风 助力乡村振兴
河涌环绕，
石桥流水，
踏足全国文明
村紫南村，醉人的不仅是悠然惬意的水
乡风情，还有移步换景的仁善画卷。
“不
做仁善事 枉为紫南人”
“百善孝为
先”
……沿着 5 公里长的仁善文化长廊，
一幅幅满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墙
绘，
与波光粼粼的河涌、
绿树成荫的村道
融为一体，
相映成趣。
禅城区紫南村以文化立魂，用仁善
立村，大力推进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为根本、以弘扬中华仁善传统文化
为主要内容的文明家庭建设，让中华民
族传统美德在村民心中扎根。
“没有农村
家庭的文明进步，就没有紫南村整体文
明程度的提升。”紫南村党委书记、村委
会主任潘柱升表示，
对紫南村而言，
发展
质量就是精神文明、
素质素养，
只有村民
素质的提高，紫南才有更大的空间承载
高质量的产业，
实现高质量的发展。
从 2016 年起，紫南每年都会举办
“仁善紫南”美德人物评选活动，评选出
“十大孝子”
“十大好媳妇”
“十大仁善家
庭”
等先进典型，
并把传承与弘扬优良家
风家训作为以文化人的重要内容，
将优良
家风家训镌刻在 15 条自然村的宗族祠
堂，
并融入到村规民约之中，
让家风
“摸得
着，
看得见”
“
。以前会发生婆媳吵架、
邻居
谩骂的事情，
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谐
多了，
大家都笑脸相迎。
”
说起紫南村的变
化，
村民邱伯对村风乡风感受最深。
在仁善之风的吹拂下，紫南村美德
人物持续涌现，这些来自身边的美德人
物，
把抽象的家风变成形象的示范，
他们
传递出的正能量如同一把把火炬，照亮
了人心，迅速提振村民的精气神。他们
用自己的一言一行、
一举一动改变着紫南
村，
紫南也由十年前的
“上访村”
“脏乱村”
变成如今的全国文明村、中国十佳小康
村、
中国最美村镇、
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

■2017 年 9 月，
佛山市第九小学西校区举行开笔礼。
（资料图）

文明校风 浸润幼小心灵
“老师好，阿姨好。”在佛山市第九
小学西校区学生中心主任黄丽娟的带
领下，记者走进校园，所到之处，迎面而
来的学生都面带微笑地问好。这种从
小养成的文明礼仪，让人看到了这座城
市未来的希望。
黄丽娟介绍，佛山市第九小学紧紧
围绕“用六年影响一生，让童年奠基未
来”
的办学宗旨，
大力弘扬和培育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扎实做好未成年人思想
道德建设。
漫步校园，
色彩斑斓、
充满童趣的家
风家训手抄报迅速抓住了记者的眼球。
“这些手抄报都由孩子们和家长共同完
成，他们在这个过程中重温自己家的家
风家训，回顾家庭成员间的文明故事。”
黄丽娟说，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
她
希望通过晒家风的活动，联动家长共同
催开孩子们心中的文明之花，帮助他们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迈好人生的第
一个台阶。

■在首届全国文明家庭表彰大会上，吴主刚家庭被授予“全国文明家庭”荣誉称号并获颁
荣誉证书。图为吴主刚归来后与家人和单位领导合影。
（资料图）

“紫南村是禅城广大农村以好家风
津古训》传承培育良好家风，
并以好家风
促新村风，以文化引领乡村振兴的一个
带民风、树新风、促村风，为龙津的发展
缩影。”区文明办相关负责人表示，禅城
带来源源不断的正能量。
自去年开始启动美丽文明村居示范点建
石湾镇街道鄱阳村积极开展
“星级文
设，
“ 一村一品一特色”，20 条“三美一
明户”
“五好家庭”
等评选活动，
营造向上向
优”的美丽文明示范村精彩纷呈，
“我们
善的和谐氛围；
张槎街道莲塘村通过开展
以美丽文明村居示范点建设带动文明村 “讲文明树新风宣传教育会”
等活动培育
居创建，村村‘种文化’，户户‘抓家风’， 新型村民，
进一步弘扬文明乡风；
祖庙街
悉心打造‘美丽乡村’，培育了一批社会
道扶西村则结合街道
“大数据、
微服务”
工
主义核心价值观特色品牌。
”
作，
搭建
“区街联动”
平台，
让
“好人精神”
和
在南庄镇龙津村，
“ 爱家、明德、孝 “志愿精神”
扎根群众，
深入每家每户。
义、
传承、
共融、
和美、
互助、
谦信”
这十六
好家风促新村风，结出累累硕果。
字箴言，是推动龙津村文化发展的理念
据统计，2015 年以来，禅城先后涌现 2
精髓，
“和美龙津”成为远近闻名的乡村
个全国文明村镇（南庄镇罗南村、
南庄镇
文化品牌。今年 2 月，有着百多年历史
紫南村），
其中
“紫南经验”
成为全省文明
的《龙津古训》举行了首发仪式，首届龙
村居建设标杆；
祖庙街道郊边村、
张槎街
津村“和美家庭”评选活动也同步启动。 道张槎村先后获评广东省文明村镇，南
龙津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冯耀泉表
庄镇龙津村等 28 个村获评佛山市文明
示，
《龙津古训》是先辈留给龙津后世子
村镇，
南庄镇梧村村等 12 个村获评禅城
孙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他希望依托《龙
区文明村镇。

近年来，佛山九小充分发挥家长学
办负责人表示，禅城去年将社会主义核
校在社会、学校、家庭一体化教育中的重
心价值观融入了各项教学环节，编印了
要作用，
为青少年创造良好的学习、教育 《童谣里的佛山》，强化“我的中国梦”主
和生活环境。学校每个学期都会根据各
题教育，并通过开展“中国梦”宣传、学
个年级的特点，围绕不同的主题给家长
雷锋、祭英烈、美德少年等主题活动，加
授课，
倡导家长注重言传身教，
重视品德
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这也是
教育。
“ 身教重于言教，正人必先正己。 践行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具体行动。
通过家长学校的学习，使我认识到要以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禅城区将以
身作则，才能为孩子言行作正确导航。”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一位家长通过校长信箱来信说，这样的
为指引，以“家庭文化节”为载体，在广
活动起到了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一
大家庭中继续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个家庭影响整个社会的效果。
观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统美
除了把美好的道德观念传递给孩
德，深入进行“传家训、立家规、扬家风”
子，学校还深入开展“我的中国梦”主题
主题教育，广泛开展“文明家庭”
“ 书香
教育实践活动，在孩子心中种下爱国的
家庭”
“健康家庭”
“廉洁家庭”等文明创
种子、梦想的种子。
“有一次我们播放《创
建活动，发挥优秀党员、道德模范、身边
新中国》纪录片，
孩子们惊叹中国科技领
好人等典型示范作用，突出创建为民、
先世界，
在感到自豪之余，
还纷纷表示要
人人参与，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
做研发核心技术的人。
”
黄丽娟说。
格局，使精神文明建设站在时代前沿、
“佛山九小是我们把社会主义核心
引领风气之先、充满生机活力，建设新
价值观融入学校的一个典型。”区文明
时代的佛山首善之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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