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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由乐山市精神文明办

指导，乐山日报社、乐山市
教育局、乐山市文联主办，
新华文轩乐山市公司协办
的“我的家风家训”主题征
文获奖作品近日出炉。来
自全市各地各校学生创作
的近 300 篇作品，经过初
评、终评，最终评出一等奖1
名、二等奖 3 名、三等奖 4
名、优秀奖 7 名（小学组）。
这些作品，紧扣“我的家风
家训”主题，以家风家训、家
庭美德故事为内容，主题鲜
明、感情真挚地讲述了长辈
的言传身教、父母孜孜不倦
的教诲、家庭优良家风的传
承。本报“乐报作文”将陆
续刊发此次征文活动小学
组的获奖作品，以飨读者。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这句话道出了无规矩不成方圆的道
理。良好的家风规范着家庭成员的行为，创造了良好的家庭环
境，也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体现。每户人家的家风都有不
同，而我家的家风则是勤劳俭朴，助人为乐。

家风中怎能少了勤劳这一项？妈妈曾对我说，外公外婆在
她上中学的时候就下岗了，因为没有什么技术，只能靠摆小吃
摊维持生计，早上卖包子、馒头等早餐，晚上还要卖夜宵。所以
每天凌晨三四点就要起床做包子、馒头，熬粥。早上卖完早餐
已经九点过了，还得赶去集市上买晚上需要用的食材，回来再
摘菜、清洗、切好……一直忙到下午。到了傍晚，因为家里距离
摊点有一段距离，还要把蜂窝煤灶、锅碗瓢盆、食材等一个个搬
过去，来来回回十几趟，一直忙到深夜。妈妈放学回家自己做
饭吃，做完作业，很多时候还要帮着外公外婆照顾生意、收摊
……外公外婆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其余时间都在辛勤劳
动。正是他们的勤劳，成就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妈
妈常常这样对我说。她不但这样教育我，而且一直身体力行：
洗手的时候，她总把龙头开到最小；洗菜洗衣服用过的水，用来
冲洗厕所；吃饭时，她让我和妹妹把碗里饭刨干净……她常常
说要节约资源，不能浪费，节约是传统美德。每当我嚷着要买
名牌鞋时，她总说，不要管什么牌子，只有质量好，穿着舒服，才
适合自己，不要和别人攀比，生活是自己过的，不是给别人看
的。正是她的节俭朴素，让我匮乏的内心世界富裕起来。

乐于助人，也是我眼里的家风。外公外婆在小区里有很多
朋友，并经常帮助他们，他们也常常帮助我们家。一个冬天的
下午，我和妈妈、妹妹在小区里打羽毛球，忽然一个老婆婆走过
来问：“这里的出口在哪里？我已经走了好多圈了，都走不出
去。你们能不能带我出去？”妈妈见老奶奶年事已高，还孤身一
人，便问老奶奶：“您家在哪里？家人的电话记得吗？”问了半
天，老奶奶一问三不知，头脑也不清醒。妈妈只好领着她到了
门卫室休息，然后拍照发到小区群里，询问是哪家的老奶奶走
丢了。等了半天，也没有人回应，于是只好报了警，请警察叔叔
帮忙，等警察叔叔来了我们才离开。妈妈的做法，更让我把乐
于助人的家风铭记于心。

我的家风
四川博睿特外国语学校六年级6班 陈柯宇

像春风拂过林间的新叶，像阳光轻吻待放的花蕾，像雨水
滋润干涸的大地，良好的家风滋养了我这株成长中的幼苗……

太爷爷教我爱国，建设他乡变故乡。
我的太爷爷原本是吉林人，上世纪六十年代响应党和国家

的号召，千里之外来到了乐山605造纸厂。那时条件艰苦，当时
和太爷爷同来的有二三十户人家，半年后有三分之二的人家陆
续回了东北。我奶奶姨奶也哭着闹着要回去，太爷爷却说：“国
家安排我们来这里搞建设，我们就要服从安排，因为这里需要
我们。大家一定要有爱国情怀，国家好了你们的未来才会好
呀！”

太爷爷的后半生都奉献在了605厂，奶奶那一辈人也在这
里一呆就是55年，他乡变故乡，东北人变成了四川人。

外公教我助人为乐，把别人的事儿当成自己的事儿做。
外公是沙湾城里的一名中医，一生勤劳简朴，助人为乐。

妈妈给我讲，外公人缘好，父老乡亲都喜欢他，遇到各村镇有病
人不方便进城时，外公会利用自己的休息时间上门看诊；遇到
留守老人，他还经常把药抓好配齐了骑着自行车给送去。妈妈
回忆，小时候她周末醒来经常不见外公人影，直到日落后才见
外公笑眯眯地骑着自行车，一身泥巴脏兮兮地回来了。外婆经
常问外公：“今天跑了多少里路了？”外公总会笑着说：“不远不
远，反正只有地球的那么一点点儿。”因为外公爱穿白衬衣骑着
自行车风里来雨里去，病人和家属们最喜欢看到那白色的身
影，给他取了个绰号叫“白风雨”，直到离世的那一天。

七月那天，外公接到了一位老病人陈爷爷女儿的电活，说
陈爷爷上气不接下气，想请外公去看病。外公立马放下碗筷，
匆匆忙忙骑着自行车赶去。急救半小时后陈爷爷去世，身边只
有二十出头的小女儿在，小女儿吓得不知所措，更不知道如何
安排老人后事。这时，是外公主动留下来帮忙，忙到晚上十二
点才骑着自行车从农村返回城里。当时天黑，又下着毛毛细
雨，外公在乡间路转弯处被一辆面包车追尾撞出了二十多米
远。那天，外公仍然穿的是简朴的白衬衫……

那天，妈妈在外旅游，上午还给外公述说旅游见闻，说国庆
节带外公外婆去北京玩。可外公却严厉地对妈妈说：“不要乱
花钱，我们退休了就骑着三轮车穿越每个城市慢慢玩，路上遇
到病人，我还可以免费给他们看病。你要永远记住——助人为
乐才是最大的快乐！”

太爷爷走了，外公也离开了，我却在两位长辈爱国爱他人、
乐于助人的影响中逐渐成长起来。

家风化雨，滋养幼苗
乐师附小四年级2班 夏浩木

待人贵真诚，为人须谦和，孝道当竭力，亲情互相助。
顾中华万千年史，自甲骨出世，至唐宋元明，又至今日世

界，家道、家风、家训，未见中落，反为古今称颂，更愈兴盛。不
知古来贤人，多少托家书，表愿心，令今人见之而泪簌涕下。不
乏一众今人，感古人之志，笔书满腔心系家之情，展家道、家风、
家训是也。

家风、家训，赋以如此：礼，礼仪者，敬意者，不失言行者，无
关其貌；义，持正义者，合道义者，不失其重情义者；仁，仁爱者，
仁慈者，《论语》云：“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智，智慧者，敏于事
者，安于行者，且拥不俗智谋，理智者；信，诚实者，真于行动者，
与人与友皆如此。礼、义、仁、智、信，任失其一，遂不成大人者。

于事。尘寰之间，万事有无常，不因小挫而愤，不因大失而
丧，侃然应之。若犯事，更需鉴戒于心，以免再行歧路；若未犯，
则需谨记于心，时时检勉。豁达行事，人安，我安。事至精细
处，不必多究，为人解围，得双赢之势。

于人。不畏反敬，不轻亦敬。其人贵，忌巴结；其人卑，忌
蔑视。人有相助，必以家礼相待；人有相难，不可劫掠滋扰。《史
记》有言“见人不正，虽贵不敬也；见人有污，虽尊不下也”。常
闻、常解人忧，常替人乐，自不孤，人不悲。问之为何，家道如
此，家风家训如是也。

于父母。己为父母生、父母养，必然敬重。欲立于世，与父
母遇不合，常有之事。然，勿瞋目怒喝。不存虚伪，同父母畅心
而谈，不隐心事，不使父母忧。

于亲人。上有老者，下有小童。不欺长者，不讹幼童，近亲
远戚应同以待之。私议、暗讽皆不能为之。逢佳节，可携礼访
之，通亲朋和气，成团圆。

于天下。天下人，乃天地灵气孕育之精华，却以利益为生，
存在世道，切莫冷眼观人，热心为利。乐于助人，实为人之本
职，善解疾苦，造福祉于民生，是天下人也。仿效鉴以前朝之苏
东坡，风趣幽默，随遇而安，勤于为民谋福，终名噪天下，受天下
人敬也。

家风家训篇至此，其义书不尽。概集人之众愿，望记训彻
骨，愿长世以传之，为后人颂。

忠厚传家久
四川博睿特外国语学校六年级6班 谯程耀

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家风家训，古往今来，无数辉煌的家
庭其家风各有千秋：岳飞的家风一个“忠”字；曾国藩的家风以

“勤”为人生第一要义；周恩来总理则以“清正”二字贯穿一生。
勤俭、正直、孝悌、清廉是很多伟人的家风家训，而在我们家，

“干净整洁”便是最好的李氏家风了。
爷爷曾说，家干净了，人才不会被物所困扰和烦心；家干净

了，生活才能变得简洁美好。他时常教导我们：家净，人则净！
正如《弟子规》中所说：“房室清，墙壁净。几案洁，笔砚正。”好
的家庭一定要干净、整洁、明亮。家如明镜，才能照见生活。

记得有一次，我和哥哥正在书房里拼接乐高玩具，准备拼
一辆大货车，正当我们玩得不亦乐乎的时候，听见奶奶亲切地
叫着：“宝贝们，开饭了！”。我们扔下手里的玩具，迫不及待地
奔向餐桌，大快朵颐地吃了起来。当我们再次回到书房拼接的
时候，却怎么也找不到最后一个车轮了，我和哥哥互相埋怨起
来。奶奶闻讯赶来，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你们的玩具要及时
归好类，否则，要用的时候就找不到了。”我们终于感悟到了“干
净整洁”这条家风的重要性。从此以后，我和哥哥养成了收纳
整理的良好习惯，再也没有找不到东西的时候了。

每逢周末，我们全家都要进行卫生大扫除。我们每个人都
有不同的分工：我扫地，妈妈擦桌子，爸爸拖地，哥哥整理玩
具。我们配合得非常默契，大家互相帮助、不怕苦、不怕脏。虽
然干得非常辛苦，时常会累得满头大汗，腰酸背痛，但一家人齐
心协力，朝着一个目标共同努力，让我感觉很有意思。特别是
劳动结束，看到井然有序的书柜、焕然一新的家具、窗明几净的
客厅、温馨整洁的卧室时，我的心情格外舒畅，我为自己的付出
感到骄傲。

妈妈说：“一个家，若长期杂乱无章，人待久了，身心会变得
疲惫不安；一个家，若长期整洁干净，人待久了，身心才会变得舒
爽轻松。”这便是对我们家“干净整洁”的家风最好的诠释了吧。

朴实的李氏家风
乐山市县街小学三年级6班 李嘉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