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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内容 

征文评选结果···················································A版 

家美外扬（王东华）········································B版 

知识塑造家风（王怀建）·································C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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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弘扬好传统，传播好家风，引导老同志自觉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党的事业增添正能量，离退

休党委组织开展了“家风、家规、家训，讲我家的故事”

征文活动，得到广大离退休老同志的积极响应。 

 经专家评审，最终评选出一等奖2篇，二等奖3篇，

三等奖2篇，优秀奖1篇。 

名单如下： 

一等奖：林青松——自家事小 国家事大 有国才有家 

                郭昌捷——空着的鸟笼 

二等奖：王东华——家美外扬 

                周德华——父母留下的无价宝 

                张晓彬——回忆童年 

三等奖：刘运蒲——我的母亲 

                王怀建——知识塑造家风 

优秀奖：张守昌——勤俭节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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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版 

“家风、家规、家训，讲我家的故事” 

征文评选结果 

继承好传统，弘扬好家风 
——“家风、家规、家训，讲我家的故事”主题征文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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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有大或小，这里指大家。 
我的家有妈妈，姐妹5人、各自的孩子和妹夫

共有1+3×5=16人。偌大的家，美在家文化，籍此
传扬。 

1.家党支部 
 “支部建在连上”。我们家有一个党支部，

建章立制，这是我的主意。我妈妈是位优秀的老共
产党员，21岁就入党了。在家中我们这一代人除了
我是党的积极分子以外都是共产党员：2×5-
1+1=10。这10人党支部未经选举妈妈天经地义就是
党支部书记了，开会时，我们叫妈妈“邵书记”，
她高兴地应答，像20年前在工作岗位上一样自然、
自豪、自信地为党工作。国庆节和春节的支部大会
人最齐，平时有电话会议、微信会议。基于现代信
息技术，冲破时空阻隔形成的种种会议形式被家党
支部运用到极致。值得一提的是每次会议我都以优
秀的党的积极分子名义“列席”，也有话语权，一
同讨论家事、国事、天下事，让5个孩子5个共青团
员和党保持一致。妈妈常告诫我们：要把坚定正确
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要有信仰。我们都听党支书
的话：努力学习，努力工作。我的微信个性签名
“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映现出向往共产主义。 

2.准历史学家是谁？——我妈妈！ 
妈妈喜欢读书，尤其是政治与历史方面的书。

读书养人，让人静心，富有智慧。摘录一段母女电
话，透过这一画面可见妈妈思维逻辑，语言幽默，
以及一斑家文化。 

女：妈妈在做什么？ 
母：我在看书。 
女：什么书？ 
母：历史书，大唐历史。我刚刚看完《美国历

届总统》。 
女：哦，从国内到国外呀！妈妈要当历史学家

吗（赞美）？ 
母：对啊！我现在已经是了（自信地笑）！ 
女：真的呀！谁说的（揶揄地问）？ 
母：我自己封的！ 
女：原来如此，向我们家的历史学家致敬（虔

诚地）！ 
3.“压岁钱”转化为奖学金——一个好主意 
每年春节我们家的5个孩子都和别人家孩子一

样期待着，却也不一样，获得的不是压岁钱，而是
奖学金。我提出并践行这一主张已有十余年的历史
了，这是根据管理学家赫兹伯格的双因素理论，调
动孩子们的积极性，把潜在的学习能力发挥出来。
依考试成绩设立5个等级，第一名1等奖学金，第二

名2等，依此类推，排不到前10名就5等，拿5等奖
学金的孩子也不抱怨，因为别无选择！只有在新的
学年里奋力前行！ 

4.“最佳妹夫奖” 
除奖学金外，我发出一个猎奇的奖项——最佳

妹夫奖！这是特殊贡献奖，获得这一奖项的妹夫十
分开心，连说“谢谢谢！”兴奋得像个孩子。由于
历史的原因，我妈和这个妹妹妹夫一家住在一起，
妹夫像妈妈的儿子，一日三餐精心制作总不差，妈
妈喜欢什么就买什么、做什么。还经常带妈妈到郊
外野游，欣赏大自然。每每听到妈高兴地告诉我这
些，我都很欣慰！妹夫朋友多，友人常请吃饭，他
都以“我得给我妈做饭”为由婉拒，还有几次竟然
把我妈妈带到饭厅，告诉大家“我带岳母来吃饭”
赢得一片掌声，正所谓“百善孝为先”。我夸他获
奖名至实归，妹夫这样回答：“大姐在外地放心，
我一定努力照顾好家。虽然机关工作忙，但人应该
热爱生活，热爱家，家人幸福，快乐，我累也高
兴！” 

5.家春晚 
每年春节，我们都“葵花朵朵向太阳”，妈在

哪，我们就都去哪！忘记从哪一年开始，大年三十
是中国春晚，初一就是我家春晚。有时还能邀请妈
妈的几位亲家及一家人前来，几十人欢聚一堂热闹
非凡，尽享亲情、友谊、和谐。我的妹妹、妹夫和
孩子们中不乏文艺才子和才女，自编自导自演，京
剧、小品、革命歌、外国曲样样俱全。我五音不全
只能把道理讲成故事，大家听了也乐！最让大家把
脸都笑痛了的事是耄耋之年的妈妈可爱，她争抢着
一曲接一曲唱，唱得比我好，真是字正腔圆，好听
也有教益。 

我们的家有点像学校，妈妈就是我们敬爱的老
师，她主张的方针是“儿子”要仁、义、礼、智、
信；女儿要温、良、恭、俭、让；外孙子和外孙女
呢？这就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作者：王东华，女，副教授，2012年管理

学院退休） 

 

家美外扬———王东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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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的历史只能从父母这一代算起，因为当
年父亲只身一人来到关外打工，后来成家，生下
我们兄弟姊妹六人，父母都没有什么文化，但是
偏偏对文化和知识非常重视，从小就教导我们要
好好念书，做个有文化有知识的人。 

在我六岁的时候，我们家住在营口市，当时
营口市已经解放了，父母就把我送到解放后的小
学读书，只是由于年龄太小，有一次放学找不到
回家的路，在大街上哭，父母才不让念了，但对
我的学习却一直抓紧。由于家里很穷，买不起书
籍之类，但在大街上，在路上捡个纸片，只要有
字就一定要看，把上面的字读一读，不识的字就
去请教邻居或其他有文化的人，学会为止。后来
母亲就带我们几个孩子搬到乡下，我又在农村上
了小学，此时已是四九年建国前夕了，父亲继续
在营口打工，给父亲写信的差事就落在我的头上
了。母亲在小石板上教我写“父亲大人，万福金
安，敬禀者…….”，后来父亲也回到了农村，有
时务农，有时打工。在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父
亲就用他挣的血汗钱给我买了一本《新华字
典》，那是一本黑漆布面的比手掌稍大一些的厚
书，我爱不释手。每年过年的对联，自己家的和
周围邻居家的都让我写，如“和风吹绿柳，时雨
润青苗”之类，这些都使我受到了文化的熏陶和
磨练。在农村，生活虽然很困难，但是到了上学
的年龄，我们兄弟姊妹六人全部都按时上学，受
到了正规的教育。 

我从小学、初中、高中一直读到了大学直到
大学毕业，读书求学期间我享受了国家的助学
金，我将牢记党和国家的关怀。但是我也忘不了
父亲母亲的含辛茹苦，我读大学期间，是母亲靠
养猪卖钱供我读书，冬天手都冻裂了、冻肿了。
我排行老大，弟弟妹妹们学习也都很优秀，成绩
突出，但是由于生活困难，为了供我读书，二弟
只读到了初中就回家务农了。另外两个弟弟也学
得很好，成绩拔尖，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
断了他们继续学习之路，可是他们自强不息。我
四弟从小队会计做起，边干边学，直到做到一乡
之长，他在农村基层干部岗位上，靠学习和钻
研，精通农村各行业务，关心老百姓疾苦，是老
百姓公认的好干部，现在已光荣退休。三弟成为
新一代有文化的农民，两个妹妹都赶上了恢复高
考的好时机，认认真真复习功课，大妹顺利考取
了沈阳粮食学校，工作后是县粮食系统的业务骨
干，小妹则当上了人民教师。 

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父母是我们当之无愧
的导师，他们善良慈爱，通情达理，总是替别人
想的多些而宁肯自己吃苦。父亲打工干的是拉锯

的活，他总是选择站在下面，费力气还总
是迷眼睛，工友们都愿意与他结对。在生
产队干活他任劳任怨，别人收工了，他说
天还没黑再拉一车土。他多次被评为五好

社员，是他们经常教导我们要守规守法，遵守纪
律，要多关心别人，要把公家的事放在前面，干
好自己的活，宁肯自己吃点苦，也别伤着别人。 

我们成家之后，秉承父母教育我们的传统教
育我的孩子，努力读书，刻苦学习，做个有文化
有能力的诚实的人。由于我们的工资不高，除了
生活的正常支出和赡养父母以外，剩下的钱已经
不多了，但我们还是省吃俭用、节约开支，在他
们还没有上学的时候，领他们去了一趟北京，看
天安门，看长城故宫，看詹天佑的铜像，看伟大
祖国的厚重历史。那时虽然经济紧张，我们还是
给孩子们订阅了《儿童时代》杂志，并且认真辅
导他们学习。努力使他们视野开阔、知识面广。
记得在小学低年级时，老师让用“伞”字组词，
一般的学生说“大伞、小伞、花伞、雨伞”之类
的，我的儿子则说出了“降落伞”一词，博得了
老师的赞扬，还在小学时，他就积极参加动手实
践活动，当时团省委举办“小制作”比赛，他和
几个小朋友用纸壳、铁皮等简单材料制作了一台
汽车起重机的模型，送到省里参赛并获奖，奖品
是一个奖杯。两个孩子都很优秀，他们按照正规
教育程序，读小学、中学、大学直到研究生毕
业。儿子还是保送的研究生。现在人他们都担负
着繁重而重要的工作，工作业绩突出，受到了单
位和领导的好评和信任。儿子在一个大型产业公
司工作，由于业绩突出，他多次登上全国汉诺威
国际博览会及其他有关国际博览会的讲坛，推介
产品，为国争光。 

我们这个家从父母一代算起，现已四代，第
四代人还在读书学习。三代人中，有人民教师四
名，有大、中、小学教师，以教授文化科学知识
为己任，研究生学历有5人，本专科学历与十余
人。是文化知识改变了我们的命运，是知识塑造
了我们的家风。我们要把爱读书、爱学习的风气
一直传承下去，发挥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
统和家庭传统的美德，直到永远。 

（作者：王怀建，男，中共党员，副教授，

2002年机械 学院退休） 

知识塑造家风——王怀建 

 



 
在我家南阳台，总是悬挂

着一枝新颖别致、时常空着的
鸟笼子。好奇怪呀，为啥光有
笼子没有鸟呢？ 

故事可以追溯到我的童
年。我生来没有别的爱好，唯
独喜欢养鸟。上小学时，我和
同伴们常去抓小鸟儿玩，还到
鸟窝里去掏未成年的小麻雀，
关在自制的笼子里喂养。养熟
的鸟儿好玩极了，但是很可
惜，这些鸟儿都未能颐养天
年，大多都英年早逝。 

成家以后有了第二代， 也
许受家庭的熏陶吧，两个儿子
也 很 喜 欢 养 鸟、玩 鸟。那 时
候，他们常听老师讲生态平衡
的道理，鸟类是人类的好朋
友，我们要爱护它们……，但
并未往心里去，更谈不上落实
到行动中。简言之，爱鸟护鸟
尚 未 纳 入 我 们 的“家 风”之
列。 

进入21世纪，情况大有改
观。感谢大自然的恩赐，我家
有了第三代，一个聪明伶俐、
颇有见地、宛如天使的小孙女
喜降我家。在社会媒体和老师
的教导下，从幼年、童年直到
青年，她就懂得从做好小事、
管好小节开始起步，“见善若
惊”，“有过则改”，踏踏实
实 修 好 公 德、私 德。管 中 窥
豹，可见一斑，她的上述优良
品性，在家庭养鸟事情上也得
到充分的体现。 

那是在一个夏天，一只绿
色鸟不知何故一下子飞进我的
办公室，抓过来一看，发现它
腿上有一处明显的伤口，我小
心翼翼将它抱回家，一如既
往，照例关进一枝陈旧的笼子
里。至于鸟儿的长久安排，何
去何从，我从未多想。还在上
小学的孙女晚上放学回来，一
眼便看见了笼中的鸟儿，问明
情况后放下书包，即马不停蹄
地忙碌起来。先用酒精、碘伏
给伤口消毒，再用创可贴仔细

包扎，最后拿来小米和水一口
一口喂它。这时的小孙女，恰
似一名德医双馨、技术娴熟的
白衣天使，竭尽全力救护受伤
的孩子。 

在小孙女的精心喂养与呵
护下，鸟儿很快就康复了，在
笼子里蹦来跳去，叽叽喳喳叫
个不停，偶尔还会发出有节奏
的鸣叫，那真是一曲美妙的音
乐之声！这只自己飞来的小鸟
儿，给我们全家带来了无限的
生机和喜乐。 

然而好景不长。一个星期
天早晨，小孙女突然郑重其事
地说： 

“爷 爷、奶 奶、爸 爸、妈
妈，你们看，这鸟儿的腿伤已
经痊愈，我们把它放飞吧！”
小孙女眼里饱含着期待和自
信。 

“这……，”全家人感到
有些突然，异口同声，却只吐
出一个字。 

“是该放飞了，只是你爷
爷舍得吗？”还是奶奶多个心
眼，只有她在关键时刻为我着
想。 

“怎么会舍不得呢，爷爷
年过七旬，自己呆在家里都受
不了，每天到处遛弯、散步；
这只鸟和我一样，活蹦乱跳
的，把它整天关在笼子里，能
快乐吗？再说了，小鸟是大自
然里的一员，它们能美化环
境，保持生态平衡，也是人类
的好朋友，树林才是它们的
家，我们不能占为己有呀。”
小家伙振振有词，诙谐幽默，
头头是道。 

“Good Job ! 说得好，我
为小孙女点赞！同意由她亲手
放飞小鸟！”我被打动了，全
家人也频频点头。 

放飞那一刻，恰似一幕别
开生面的精彩典礼。小孙女温
文尔雅，轻轻拉开鸟笼的小
门，温情脉脉地说： 

“小 宝 贝，你 可 以 高 飞

了，飞回你的家吧！” 
那鸟儿好像心领神会，看

了大家一眼，望着远方飞了出
去。但它并未飞远，而是落在
对面楼顶上，回头望了望，抖
了抖翅膀，小孙女还在向它招
手示意，真是恋恋不舍呀。两
三分钟后，小鸟终于义无反顾
地飞向远方的树林，直到消失
在蓝天里。 

“好 啦，如 今 是 鸟 去 笼
空，空鸟笼也该下架了吧。”
她妈妈插话了。 

“No  ! ”小孙女拍拍胸
脯，接着说：“我家的鸟笼要
长 久 悬 挂，命 名 为‘益 鸟
笼’，为鸟类提供多功能、全
方位服务。这里可以兼做医疗
所、收容所、以及疗养所。正
是：“家传鸟笼行友善，爱鸟
家风代代传。” 

“What a Good Idea ! 多
好的护鸟计划，多美的生态蓝
图。爷爷完全同意，还要买一
枝新鸟笼！”由于兴奋，我急
不可待地表态。 

我家孙女有如此的爱心、
耐心和善心是何等可贵呀！尽
管这些只是沧海中一滴水，但
终将成为她关爱老弱病残、与
人和谐相处的源泉。她的善举
令全家人耳目一新、赞叹不
已，更为孩子如此健康成长感
到由衷的高兴。 

从那时起，我家南阳台整
日价悬挂着那只一尘不染、格
外显眼的“益鸟笼”，愿它作
为我们家风的标志物。各种鸟
儿，迎来送往，鸟儿恋孙，孙
女爱鸟，随心为全民的生态环
境增添一丝新绿；着意为社会
的和谐友善增添一份正能量。 

Under Correction !                 
（作 者 ： 郭 昌 捷，男，教

授，2003年船舶学院退休）   

（作 者 ： 郭 佳 韵，女，辽

师大附中高一学生） 

空着的鸟笼———郭昌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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