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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市民朋友的
一封信

市民朋友们 ：
新春好！ 新春总是带来新的祝福与希
望，也催动我们踏上新征途迈入新时代。
刚刚过去的2017年 ， 在全市人民的
支持参与下 ， 在广大文明城市建设工作
者的共同努力下 ，我们齐心协力 ，真抓实
干 ， 赢得了全国文明城市 “ 三连冠 ” 的荣
誉 。 在这里谨向全体市民致以衷心的感
谢和崇高的敬意 ！
今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
之年 ，是改革开放40周年 ，是扬州承办省
运会 、省园博会的重大活动之年 ，也是建
设高品质全国文明城市的启动之年 。 为
更好地提升市民文明素质 ， 展示文明城
市形象 ， 我们在广泛征集听取意见的基
础上形成了 “守规矩 讲礼仪—
—— 扬州文
明有礼二十四条 ”， 分为文明用餐 、 清洁
卫生 、公共场所 、安全出行 、爱我家园 、热
情待客六个部分 ， 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具体化的生动体现 。 为此 ，我们倡议 ：
每一个市民都积极行动起来 ，当文明人 、
说文明话 、 做文明事 、 行文明礼 ， 担当扬
州文明的践行者和传播者 。
文明要从最基本的礼仪学起 。 “二十
四条 ”立足基本的文明礼仪 ，比如文明用
餐 ， 长者先动筷 ， 夹菜用公筷 ； 自己不酗
酒 ，与人不闹酒 ，等等 。 这些都是先辈留
给我们的文明财富和基本礼仪 ， 也是最
基本的做人规范 。
文明要从最具体的细节做起 。 文明
礼仪往往就在我们身边 ， 如文明体现在
手上 ， 应做到烟头 、 垃圾不落地 ， 开车不
加塞抢行 、 礼让斑马线 ； 文明体现在嘴
边 ， 应做到吐痰不落地 ， 打手机 、 交谈不
大声喧哗 ，不在公共场所吸烟 ；文明体现
在脚下 ，应做到购物乘车排队不插队 ，不
闯红灯 ，走路散步乘电梯靠右行等 。 您的
举手投足 、良言善行 ，都将成为这座城市
的美丽风景 。
文明要从每个人 、每个家庭抓起 。 我
们希望每个市民都争当文明市民 、 每个
家庭都争创文明家庭 ， 家家户户共创文
明社区 ，倍加爱护我们的居住环境 ，如做
到杂物不占用公共楼道 ， 不在生命通道
停车 ， 衣物不乱拉乱晒 ， 养宠爱宠不扰
民 ， 共同呵护安全 、 有序 、 干净的美好家
园。
文明礼仪还体现在热情待客上 。 我
们要主动给外地游客提供便利 ， 给外地
车辆让路让车位 ， 接受游客问路说话和
气 ，窗口服务笑脸相迎 。 只要我们文明记
心中 、笑迎天下客 ，文明扬州的名片就会
更加亮丽 。
市民朋友们 ，让我们携起手来 ，自觉
践行 “ 扬州文明有礼二十四条 ”， 以向上
向善 、 文明文雅 、 诚信诚实 、 和谐和美的
市民新形象 ， 共创共建高品质全国文明
城市 ， 为建设 “ 强富美高 ” 新扬州做出新
的更大贡献 ！
祝全体市民新春愉快 、阖家幸福 ！
扬州市文明委
2018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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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文明有礼二十四条”
受中国文明网重点推介

本报讯 （ 记者 锦岭 ）2月2 个部分，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十四条”印入乘客心中，将文
日，我市发布“扬州文明有礼二 具体化的生动体现。中国文明网 明理念融入到市民生活中，启发
十四条”，倡议每一个市民当文 通过形象生动的卡通形象，全面 市民争做“遵德守礼”的文明人，
明人、说文明话、做文明事、行文 表现了文明用餐“四个规矩”、清 树立社会积极向上的新风气。
明礼，担当扬州文明的践行者和 洁卫生“四不落地”、公共场所
扬州2011年荣获全国文明
传播者，共创共建高品质全国文 “四个注意”、安全出行“四个提 城市称号，2014年蝉联，2017年
明城市。随即，中国文明网以“守 示”以及爱我家园“四个不为”等 第三次摘此桂冠，实现全国文明
规矩 讲礼仪 画说‘扬州文明有 重点内容。
城市“三连冠”。据了解，我市将
礼二十四条’”为题进行重点推
据了解，“ 扬州文明有礼二 深化文明城市常态长效管理，制
介。
十四条”发布后，迅速在全市推 定实施新一轮文明城市创建三
“扬州文明有礼二十四条” 开。2月9日，300辆公交车成为 年行动计划，在市民日常生活行
涉及吃住行等多个领域，分为文 流动的“宣传大使”，公交电视、 为和平常待人接物方面，全面倡
明用餐、清洁卫生、公共场所、安 拉手、灯箱等载体不断宣传，将 导“守规矩、讲礼仪，扬州文明 漫画节选
全出行、爱我家园、热情待客六 “守规矩、讲礼仪，扬州文明有礼 有礼24条。”

春节是家风教育的绝好契机

人总归要朝着同一个方向赶赴，那便是家
所在的地方。
以文明乡风助力乡村振兴
春节可谓凝结着中华文化的精髓，也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培育文明乡风、
彰显着特有的风俗人情。在春节假期里，
除了团聚，更是一个传承家风的好契机。 良好家风、淳朴民风，不断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
对于每个家庭来说，家风是家庭建设的基 文明乡风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和有力保障。
加强思想引领。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中华民族的众多传统节日中，春节意 本，具有着引领方向的功效。
会主义思想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文明乡风的
义最重大。每到春节，无论身在何方，中国
思想引领，持续推动党的十九大精神进农村、入人心。
倡导文明新风。应着眼文明素质养成，通过组
织“三下乡”等多种形式，积极传播科学健康生活方
式，移风易俗、敦风化俗，引导农民摒弃落后习俗，
过上现代文明生活。
强化实践养成。应深入开展精神文明创建活
家庭是无数个单独的个体，如同细胞 圆中感受着亲情的弥足珍贵。在这样的时
一般，只有一个个的“细胞”有机组合起 刻，重温家庭的美好，感悟传统文化的魅 动，将县级文明城市和文明村镇创建作为乡村振兴
来，才能成就一个完整的社会。一个和谐 力。春节的形成与延续，历久不衰，大约便 的抓手，分类推进、层层落实，使文明创建的过程成
美满的家庭，皆是向善向美向上，这是家 是始终带有传统文化的印痕，也是因为春 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
开展环境整治。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引导
风的内核，凝聚了中华民族千年的传统美 节具有沿袭与教诲家风家训的最佳功用。
德和现代家庭的价值观。良好的家风是文
优秀的家风文化是每个人、每个家庭 广大农民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强化人与自然
化的积淀、生活的智慧。
修身齐家、处世做人的基石。只有切实地 和谐共生理念，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把
留得住文化的根本，方能守住民族的 感受优良家风的精神魂魄，才能弘扬优秀 生态文明建设落实到乡村振兴全过程，让青山常
（ 人民日报 ）
在、绿水长流、空气清新。
魂灵。春节的欢聚，激发了人情的味道，团 传统文化，获得传承创新的宏伟力量。

家风传承
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古城积淀
家风传承彰显城市厚度

文明看世界 景美人更美

近年来在各有关部门的联合治理下，中国公民
出境游素质稳步提升，中国游客日益展现出文明有
良好家风的传承，可凸显一个社会的 翰林……如今，望族之后多已远走他乡， 礼的大国公民风采。
政府在陆续开放新的出境游目的地，丰富民众
文明程度的优劣，亦可丈量一座城市的精 近年来偶有回乡，回望曾经的家族，他们
神风貌。扬州是一座文化古城，在历史流 的生命从这里开始。名门后人的身上可见 出境游选择的同时，重视制定出台规范旅游市场的
转间，积淀了两千五百多年的建城史。时 扬州这座城市的众多家庭是如何在文化 政策法规。
各部门通过将文明出境游观念贯穿于日常教
光翻转，扬州的文明基底一直凝聚不散： 传承中，形成良好家风传承和家学教养
育、游前把关和游中管制的方式，逐步提升散客出
众多积善之家一直秉承着优良家风。多年 的。
后，后世子孙回首过往，无从考证祖上的
这些年间，这些名门之后回乡之行， 游素养。
善用信用机制，激励守信、惩戒失信，充分发挥
音容，却在家族的传承有序中，感悟祖辈 总能见诸报端，引起广大读者关注。或许，
的为人之道。良好的家风如同生命的基因 多年前，那时通信缓慢、交通不畅。新年的 正面榜样作用和反面警示作用，是近年来文明出境
（ 人民日报 ）
一般，不管时间如何流逝，空间怎样变换， 大雪纷飞中，家中宗亲共聚老宅中，围坐 游管理的重要方式。
一直在这些后人的身上延续、发展。
堂屋间的火炉旁，祖辈们讲述他们的故
扬州这座城市曾孕育出众多名门望 事。后生们在故事中感悟着为人之道……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道
族：吴道台府的一门两进士、何园的祖孙
前不久，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
见》，其中指出：“切实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
展工作摆上重要日程……纳入各级党校、行政学院
教学的重要内容”。各级党校贯彻落实这一体现国
先贤孟子曾云：“天下之本在国，国之 其国，必先齐其家”。从基础做起，夯实根 家意志的中央文件，就应研究如何将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纳入教学的重要内容。
本在家。”良好家风的传承决定了家业的 基，才能由下而上，成就大业。
提出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立足于
兴败。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身
丰子恺说：“教训子女，宜在幼时。先
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 入为主，终身不移。长养慈心，勿伤物命。 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高
下平”。足见良好的家风是一个国家稳固 充此一念，可为仁圣。”在过年全家团聚的 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一项伟大工程。
《意见》对传承和发展的对象定位为“中华优秀
与发展的基础。诸葛亮在《诫子书》里写 时刻，长辈可言传，给孩子说说过去的故
道：“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 事、讲讲传统的习俗，教导后辈子孙如何 传统文化”，其中的“优秀”二字值得我们细细咀嚼、
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 为人处世之道；亦可身教，勤俭节约，从善 品味。让我们摒弃文化领域的纷争，真正静下心来
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 如流，从己做起，给孩子留下深刻印象，往 能够踏踏实实在教育上做一些建设性的工作。
（ 光明日报 ）
成学”。《触龙说赵太后》中，作者通过触龙 往能够起到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作
张旭
之口，言及了正家风的重要性——
—“欲治 用。

言传身教
良好家风成就美好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