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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风扬州 大运河荡漾“家风文化”

淮南日报社党委书记 、
社长 唐剑

党报是宣传家风的首要阵地
访淮南日报社党委书记、社长唐剑———

“马路上干干净净，休闲公园一
个接着一个， 我来到扬州的第一印
象，就是这是一座清新、绿色的美丽
城市。”唐剑说，他一走进扬州，就心
生喜欢，感受到这里适合居住，也适
合就业创业。

作为淮南日报社党委书记 、社
长 ，唐剑格外看重此次中国报业协
会与扬州市纪委市监委联合主办
的全国党报家风宣传·大运河城市
家风建设研讨会 。“毋庸置疑 ，党报
是宣传家风 、推进家风建设的首要
阵地 。” 唐剑说 ， 党报传播党的声
音 ，弘扬正能量 ，从某种意义上来

说 ，党报人的一言一行就代表着党
的形象。

党报如何做好家风宣传？唐剑认
为，首先宣传方面，党报要发挥、体现
主流媒体的作用， 坚定政治方向，以
家风引领报业内部建设， 传承好家
风、宣传好家风对于提升记者编辑自
身政治素质、业务能力都将起到积极
作用； 其次党报人更应以身作则，以
优良家风约束自己、提醒自己。唐剑
表示，会议结束后，他将以此次研讨
会为契机，全面加强淮南日报的家风
建设宣传。

记者 楚楚 文/图

文明有礼也是一种家风教育
访济宁日报社党委书记、社长陈玉星———

陈玉星说， 扬州和济宁一样，是
运河沿线城市， 有着深厚的文化底
蕴。 这次召开全国党报家风宣传·大
运河城市家风建设研讨会，这是在正
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宣传和弘扬优
秀的家风家训，是党报主流媒体的社
会责任和价值担当。陈玉星说，此次
研讨会是扬州报业传媒集团承办，来
扬州过程中他感受到承办方的用心。

在陈玉星看来，扬州具有独特的
家风建设资源禀赋，“扬州有不少历
代名人，他们的家规家训也展示了扬
州深厚的家风文化，近年来扬州建成
运河廉文化传承馆、扬州家风展示馆

等家风建设场所，看得出来扬州在深
入挖掘文化遗产内涵中一直很努力，
并且做到家风建设有亮点有特色，值
得其他城市学习。”

陈玉星介绍， 这两天在扬州他也
观察到，家风建设在扬州已蔚然成风。
“扬州大街小巷张贴了很多‘文明有礼
二十四条’宣传标语，扬州为家风宣传
注入了新的元素，这让我印象深刻，其
实文明有礼也是一种家风教育。”陈玉
星说，家庭是社会的最小构成单位，如
果家风都正， 社会风气自然会得到改
善，家风的形成，有利于社会良好风气
的形成。 记者 赵磊 文/图

济宁日报社党委书记 、
社长 陈玉星

传承大运河遗存蕴藏的优秀家风元素

访淄博日报社总编辑孙廷国———

运河两岸城市的家风家训值得
推广， 要传承千年大运河遗存蕴藏
的优秀家风元素 。”孙廷国说 ，扬州
作为大运河发祥地和枢纽城市 ，留
下了诸多优秀的传统家规家训家
风。

孙廷国说，全国各地党报在宣传
运河文化历史价值和现实价值，在宣
传家风建设上都有许多宝贵经验、成
功做法，值得学习借鉴，这次研讨会
在扬州举办，是一次非常好的交流机
会。

“扬州家风展示馆非常好，对党
风廉政建设也会起到推动作用。”孙

廷国说，扬州建设家风展示馆，系统
展示了扬州古代家风文化与现代家
风文明。

这次来扬州，是孙廷国第三次来
扬州，10多年前， 孙廷国作为政府官
员分管城建等工作，当时他专程来扬
州参观学习城市管理工作，“当时就
觉得扬州市容管理做得好，这次来扬
州，感受到扬州城市的精细化管理风
格，整体环境让人舒心舒畅，很少见
到占道经营、流动摊点等现象，扬州
优美的市容环境给我留下深刻印
象。”孙廷国说。

记者 赵磊 文/图
淄博日报社总编辑

孙廷国

扬州家风建设具有亲和力

访商丘日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社长、董事长刘道明———

刘道明谈起家风建设 ，对 “家 ”
有着独到的理解。

“扬州的家风建设也有着优良
传统，具有非常强大的亲和力 。”刘
道明认为 ，“小家 ”是社会的细胞 、
和谐社会的重要元素 ， 也是国家
这个 “大家 ”的组成部分 。任何一
个国家 、社会 ，都是由千千万万个
家庭组成 ，“小家 ” 的家风建设有
文化传承 、事业传承 、道德传承等
等 ，这对于社会民风 、民族精神有
着深刻的影响力 。 报业应勇于担
当 ，搭建文化平台 、思想平台 、交

流平台 ， 对于传承好家风具有非
常重要的意义 。

“20多年前 ，我第一次来扬州 ，
扬州深厚的文化底蕴兼具江南水乡
风貌，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我
第二次来扬州， 是全家来扬州观光
旅游。 这次已是我第四次到扬州。”
刘道明说， 扬州和商丘同为运河沿
线城市， 商丘也有着非常深厚的文
化底蕴，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
运河是运河沿线所有地区的共同责
任。

记者 吴忠祥 董辉 摄

言传身教就是最好的家风

访舟山日报社总编辑黄忠海———

黄忠海说：“家风， 是一个家庭
的风气、习俗 ，是一个家庭代代相
传的规矩 ，是 每 一 个 家 庭 成 员 从
小到大都需 遵 循 的 祖 训 ，是 能 够
影响家庭成 员 精 神 、品 德 及 行 为
的一种传统 风 尚 。 但 好 的 家 风 ，
往 往 是 从 父 母 言 传 身 教 中 得 来
的 。 ”

黄忠海认为 ，优秀的家风 ，能
够激励人 、 塑 造 人 、 培 养 人 。不
过 ，在部分影视作品的影响下 ，家
风的指引和约束作用正在逐步弱
化 。比如 ，以前一直提倡勤俭节约

不能浪费的习俗 ， 如今很难在影
视作品中得到具体的体现 。 一些
影视作品 ， 虽然博得了一些青年
的眼球 ， 但与主流社会价值观背
道而驰 ，不利于青少年的成长 。

“你是什么样的人，就会教出什
么样的孩子 。”黄忠海说 ，作为孩子
成长的第一任老师， 父母的言传身
教 ，孩子都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 ，对
孩子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因此，需
要父母通过言传身教有意识地引
导。

记者 乔国军 文/图

家风就是一种习惯
访新民晚报社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杨咏梅———

家风是什么？不少人有这样的困
惑。杨咏梅说，家风就是一种习惯，一
种从小在家庭教育和灌输中逐步养
成的好习惯，这就是家风。

杨咏梅说，无论是史可法、宝应
王氏、仪征盛氏、朱自清、江上青等先
辈，还是百岁老红军刘应启、情系国
防的好军嫂陈巧云，无不一一展示了
深厚的扬州家风文化。 而在20年前，
因工作需要， 杨咏梅曾来到扬州学
习。20年后，再次来扬州发现，扬州城
市的变化除了日新月异外，扬州人在
优秀家风传承方面，也走在了全国前

例。
“文明用餐为扬州再添文明风

景线。” 昨天早晨在宾馆就餐时，一
个细节引起杨咏梅的关注。那就是，
宾馆餐桌上摆放的文明用餐四个规
定的提示牌———“在家吃多少盛多
少， 不剩菜剩饭； 在外吃多少点多
少 ，吃不完打包 ；长者先动筷 ，夹菜
用公筷；自己不酗酒，与人不闹酒”，
无不传递着社会文明家风的正能
量。因此，她给扬州文明用餐四个规
定点赞。

记者 乔国军 文/图

商丘日报报业集团党委

书记、社长、董事长 刘道明

舟山日报社总编辑 黄忠海 新民晚报社党委副书记、
纪委书记 杨咏梅

家风，潜移默化熏陶人的成长

访燕赵都市报副总编辑王栋———

昨天早晨，王栋骑了一辆共享单
车， 从扬州虹桥坊温泉酒店出发，沿
着瘦西湖逛了一圈，首次来扬州的他
不禁感叹：“小桥流水、 绿树葱郁，城
市环境好；行走在大街上，可以切身
感受到这座城市古代文化的底蕴和
现代文明的气质。”

王栋认为， 自身的修养能否达
到，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庭的教育，
这就是家风。“打一个比方，把一个人
比成一粒种子，而这粒种子是长成参
天大树还是歪歪斜斜，就取决于种子
的生长环境。”王栋认为，人的健康成
长，同样离不开良好的家庭环境的熏

陶， 这是一个长期潜移默化的过程，
不是一句话、一堂课就能完成的。“网
上之前流传的那句 ‘最好的学区房，
是你家的书房’， 其实也是表达了家
庭教育、家风在孩子成长过程中扮演
了重要角色的道理。”王栋说道。

在扬期间， 一个细节让王栋印
象深刻。“我在上洗手间时， 发现墙
壁上贴着 ‘四不落地’ 的文明宣传
语，我觉得真的挺好。”他认为，文明
提示语有文化韵味，不是很生硬，让
市民易于接受， 扬州不愧为全国文
明城市。

记者 董鑫 摄影 董辉
燕赵都市报副总编辑 王栋

扬州街巷里处处有家风

访湖州发布总编辑杨晓斌———

“家与国，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
家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家是国的细
胞。” 杨晓斌说， 维系优良的传统国
风， 我们必须要建设优良的家风，每
个人、每个家都应该坚守住一些传统
文化中的优秀品质， 把这些年失去
的、淡化的家风意识重新唤醒，让家
风成为个人道德养成的摇篮，把自己
家好的传统、基因传承下去。

杨晓斌介绍，这次来扬州，扬州的
城市文明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说，
扬州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人
民日报、 中国文明网等中央媒体都对
扬州家风建设给予关注报道， 这次非

常有幸能实地参观学习。
“我参观了很多地方，感受到扬

州街巷里处处有家风，并很好地展示
出来， 这些地方就像一本活的教科
书，也像一面镜子，可照到自身家庭
的建设或个人成长中的一些不足。”
杨晓斌说，扬州利用各种“好人榜”、
“好人街”，“点线面”结合，立体化宣
传展示家风文化，推动家风家训教育
落细落小落实， 这让他印象深刻，深
受启发。他边走边看边记录，准备把
扬州的好经验、好做法带回湖州宣传
推广。

记者 吴忠祥 文/图
湖州发布总编辑 杨晓斌

九幅画作展现运河风采

“画说运河”江苏美术家采风创作成果昨展示———

本报讯 （记者 吴丹） 昨
天 ，“画说运河———江苏美术
家采风创作成果展示”活动在
扬州京杭会议中心二楼大厅
举办 。记者现场看到 ，活动共

展示了九幅作品，包括邵连的
《天光云影·大运河 》、王法的
《运河古韵 》、沈启鹏的 《壮哉
大运河 》、杨运高的 《运河春
秋 》、方国新的 《无锡南门 》、

祈恩进的 《大运河随想 》、刘
敏和吴先春的 《声声不息 》、
陈危冰的 《大运浩悠悠 》、郭
嘉的 《太平有运 》。其中最大
的一幅为沈启鹏创作的 《壮

哉大运河 》， 尺寸达 126cm×
248cm。

据介绍，“画说运河” 采风
写生创作汇集了省内极具实力
的老中青三代美术家， 既有画

院、美术馆、艺术院校等各类专
业单位的画家， 也包括了新文
艺群体的代表人物。

画家们以运河两岸的自
然风光和城市面貌为参照，在
继承和发扬 “新金陵画派”优
秀传统的基础上，从不同的审
美角度出发，用精湛的笔墨语
言表现当代的社会风貌，用壮
丽的画卷讲述运河故事、传递
运河精神。每一幅作品都紧扣
运河主题， 紧抓时代特色，具
有很高的艺术水准和学术价
值。

大运河文物精品图片展举行
充分展示大运河八省市的传统文化魅力

本报讯 （记者 吴丹） 昨天下午，
中国大运河文物精品图片展在扬州京
杭会议中心一楼大厅举行， 扬州、杭
州、宿州、北京、济南、开封等30个城市
参加了此次图片展。

图片展现场负责人朱其洲介绍，
这次大运河文物精品图片展是为了
推动大运河保护 、传承 、利用 ，做好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工作 。 “2014年 ，

大运河成功登录世界遗产名录 ，开
启了长河共览 、文化兴国 、合作共赢
的新篇章 ，今天在扬州 ，我们通过图
片展的形式让每一件文物 、 每一幅
光影 ，重现厚重温润的历史故事 ，凝
结时代的文化印记 。” 朱其洲介绍 ，
这次展览将充分展示大运河八省市
一衣带水 、山水相连 、民淳物阜的传
统文化魅力。

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根据省
委宣传部 、 省档案局和市委统一部
署，市委宣传部、市档案局于6月至9
月联合举办了 “档案见证改革开
放———扬州最美家庭档案”推荐评选
活动。

推荐评选活动启动后 ，广大市
民热烈响应 ， 积极推荐能够反映

扬 州 改 革 开 放 40年 奋 斗 历 程 、 家
庭变迁 、 生活变化的珍贵家庭档
案和系统 、完整 、规范的最美家庭
档案 。市委宣传部 、市档案局从收
到的推荐参评家庭档案中 ， 评选
出珍贵家庭档案奖 20个 、 最美家
庭 档 案 奖 20个 、组 织 奖 7个 ，现 予
公布 。

珍贵家庭档案获奖名单

陈巧云 郑翔 程顺和 刘东新
李伟

陈平 茅永宽 颜锦仪 徐承平
蒋殿龙

童金富 梅亚娣 周宏英 顾惠心
黄丽群

肖保余 阮勇忠 吴兴芬 刘宏道
丁娟

最美家庭档案获奖名单

王定 张玉顺 刁人贵 孙新琳
戚维斌

徐多庆 巫晨 陈士坡 史美鹤
张明凤

孔凡裕 王继宗 王德明 冯乐耕
李彬

范敬贵 全庆楼 陈巧云 严保朝
朱涓

推荐评选活动组织奖名单

江都区档案局
仪征市档案局

广陵区档案局
高邮市档案局
邗江区档案局
宝应县档案局
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
中共扬州市委宣传部
扬州市档案局

2018年10月

“档案见证改革开放———扬州最美家庭档案”评选结果公告

（上接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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