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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周刊
解析理论热点 探寻教育规律

观 点 提 示

党员干部的一言一行，对人民群众有重要的示范与引领作
用，其家风建设的成效将直接影响党员干部自身的作风和家庭
成员的言行举止，进而影响到社会风气、政治环境的良莠。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在不同场合多次谈道：“我们都要重
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
注重家风”“领导干部的家风，不是
个人小事、家庭私事，而是领导干部
作风的重要表现”“千千万万个家庭的
家风好，子女教育得好，社会风气好才
有基础”。家风对于个人、家庭、社会
和国家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广大
党员干部立家规、正家风，将严以修身
与以身作则相结合、传承传统家规家
训与弘扬时代精神相结合、家庭内部
倡导与社会外部规范相结合，必须修
好家风建设这一堂必修课。

家风为基促党风民风

家规家风犹如一个家庭的“核心
价值观”，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
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
贻害社会。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如果
没有良好的家规家风，往往是儿女不
才，家庭不睦，道德滑坡，风气低
俗，这也是不少领导干部走向严重违
法乱纪的重要原因。苏荣一案中，有
14 名 家 庭 成 员 涉 案 ， 可 谓 夫 妻 同
谋、父子上阵、兄弟串通、七大姑八
大姨共同敛财。山东省委原常委、济
南市委原书记王敏，放纵妻子、女
儿、女婿，整个家庭形成了以王敏为
核心的腐败链条，陷入了“物质生活
享乐化、精神生活颓废化、家庭生活
逐利化”的泥沼。从近些年查处的案
件看，出问题的党员干部普遍存在家
规不严、家风不正等问题，家属亲属
相互影响、恶性循环，形成家族式窝
案、家族式腐败。这一现象值得人们
警醒。

中华传统文化提倡“修身、齐
家、治国、平天下”，广大党员干部
应传承优秀家规家训，加强政德美德
建设，严私德、正家风。严私德，就
是要严格约束自己的操守和行为，所
有党员、干部都要戒贪止欲、克己奉
公，切实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用来造福
于人民。正家风，就是要把家风建设
摆在重要位置，廉洁修身，廉洁齐
家，防止“枕边风”成为贪腐的导火
索，防止子女打着自己的旗号非法牟
利，防止身边人把自己“拉下水”。
只有广大党员干部率先成为道德榜样

和良好家风的建立者与践行者，才
能立家风、正党风、带民风。

律己与律人并重

马克思说过，“道德的基础是人
类精神的自律”。自律是中国传统家
规家训中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因
物质主义、功利主义等社会思潮的
影 响 ， 部 分 领 导 干 部 理 想 信 念 淡
薄 ， 利 用 自 身 的 职 务 便 利 与 官 场

“影响力”，通过各种活动，形成以
熟人、老同事、老部下等为链条的
利益圈子，圈子里的人互相隐蔽提
携、结党营私的现象屡见不鲜。为
此 ，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提 出 “ 七 个 有
之”，要求认真排查因律己不严而带
来的拉帮结派和结党营私的行为，
为党员干部又一次敲响了警钟。

严以律己，方能为人表率。树自
律之家风是党员干部家风建设的前提
和基础，也是其强化道德自律意识、
不断提高道德修养自觉性的主要着力
点。党政干部要坚守优良家风传统，
在家风建设中筑起“欲望膨胀”“腐
化堕落”的防火墙，让家风真正成为
折射党政干部作风的一面镜子。同
时，从“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
律己”入手，高度重视廉洁修身，树
立“底线意识”，做到自省、自警，
家里家外一个样、台下台上一个样、
八小时外和八小时内一个样。党员干
部只有树立好的家风，才能有好的作
风，才能以克己奉公的形象赢得人民
群众的认可。党员干部只有率先成为
道德榜样和良好家风的建立者、守护
者，以自身清正为“齐家”树立标
杆，才能在思想上守其初心，在行动
上持之以恒，始终如一。

以身作则，方能避免大错。家庭
对人的影响是深刻的，在人的一生
中，或多或少带着原生家庭的印记。
党员干部要深入挖掘家风家训的内
涵，树家规，立家训。家规家训作为
一家之约，以家为场，以血脉为系，
辐射家庭、族群、社群，以至民族、
国家，具有唤醒理性和涵养情感的先
天优势，更容易被家庭成员以一种自
然而然的方式接受，从而达到修身立
品、自觉自律的目的。因此，每位领
导干部都要把立家规、正家风摆在重

要位置，正己修身、廉洁齐家，在管
好自己的同时，严格要求配偶、子女
和身边工作人员。特别是在针对下一
代家庭教育中，应注重“管宁割席分
坐”“许衡不食无主之梨”等传统家
庭优良事迹和传统家规家训的分享传
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尊老
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
家、邻里团结”的家庭美德内容融入
家庭教育之中，永葆共产党人的先进
性和先锋表率作用，形成良好的社会
风尚。

传承家训，培育家风

重家教、育家风是中华民族的优
良传统，以“整齐门内，提撕子孙”
为目的的家训，历来受到人们的重
视，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时至今日，重温古代流传下来
的一系列历史人物或知名家族的家风
故事，研读诸多传统家训名篇的深刻
内涵，对于剖析部分党员干部家风不
正的多重原因，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做
到廉以修身、廉以持家，培育良好家
风大有裨益。

传统家规家训是古人治家教子、
修身处世的重要载体，许多家规故
事、家训名篇被奉为治家教子的宝鉴
而流传极广，诸如 《颜氏家训》《朱
子家训》《诫子书》 等家规家训，虽
历经千年仍焕发光彩。古代家训围绕
立志、勤学、自律、诚信、勤俭、交

友、慈孝、睦邻、清廉、家国等主题，
跨时代地回应了现实家风建设中的慈孝
不对等问题、党员干部的严于律己问
题、以上率下问题、诚信戒欺问题，突
出以好家风培育子女好作风、塑造后人
好品行的重要性，留给后人宝贵的精神
财富。

因此，党员干部应注重立家规、正
家风。立家规，就是以严格严谨的家规
家训引导家族成员形成良好的生活、学
习、工作习惯，始终保持家教严格、重
规守矩，培养家族成员坚守底线、筑牢
防线的优秀品质；正家风，就是赋予家
风新的时代内涵，尤其是把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作为家风培育建设的重要内
容，使家风建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发展相适应，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相联系。党员干部家风建设应传承
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
革命前辈的红色家风，让家风建设顺应
时代发展潮流，汇聚成传承中华文明的
正能量。

家族内建，社会强化

家风作为每一个家族特有的风尚习
气，本质上是对家族特色的价值彰显，
体现出一个家族区别于其他家族的精神
气场。就此而言，家风建设属于家族内
部的文化建设活动。然而，“人的本质
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
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参与家风建设的家族成员不仅是家族关

系中的个人，更是活跃于家族关系之
外、存在于普遍社会关系之中的人。个
人道德品质的修习、家庭和谐家风的建
设，皆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石。因此，
优良家风建设不仅是一个家族内部的活
动，更是全社会人们共同的追求。党员
干部的一言一行，对人民群众有重要的
示范与引领作用，其家风建设的成效将
直接影响党员干部自身的作风和家庭成
员的言行举止，进而影响到社会风气、
政治环境的良莠。

因此，家风建设须依靠外部力量的
规范，尤其是对于党员干部的家庭来
说，要积极健全家风建设与绩效考核的
评价体系，用规范推进优良家风建设。
建立党员干部的激励和考核机制，明确
将家风建设纳入绩效考核评价之中，结
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面从严治党

“六个从严”的要求，从思想、作风、
治吏、反腐、执纪等方面形成具化的考
核指标，考察党政干部家规家训建设情
况，使党员干部能以身作则，自觉传承
借鉴优良家风文化，并结合党内政治生
活要求，把外在已有规约与时俱进地融
入家族内部家风建设之中。

家风亦是学风、作风，更是党风、
社风和民风。良好家风的形成有赖于家
庭成员的共同努力，有赖于关键少数的
广大党员干部的以身作则、以上率下，
有赖于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作者系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副院长、教授，浙江大学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

家风建设家风建设：：党员干部的必修课党员干部的必修课
张 彦

以革命文化培育时代新人
朱喜坤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在不同场合多次讲到文化自信，强调
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
更深厚的自信。在 5000 多年文明发
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
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
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
独特的精神标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化自信的三个来源中，革命文化
处于承前启后、承上启下的重要地
位。革命文化是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
中孕育形成的，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
导、以“革命”为精神内核和价值取向，
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具有鲜明
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它是文化自信
的实践之源、理论之源和力量之源。
开展革命文化教育，传承红色基因，是
教育引导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
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坚定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关键所在。

第一，以正确的历史观抵制历史
虚无主义。坚定文化自信，事关国运
兴衰，事关民族精神的独立性。习近
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共产党人不是历
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

者，不能数典忘祖、妄自菲薄。”因此，
开展革命文化教育，首先要坚决反对
任何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倾
向，旗帜鲜明地抵制一切解构、戏谑、
丑化、抹黑中国革命事件、革命领袖、
革命英雄的言行。须知，中国共产党
领导中国人民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历
史，是一部充满曲折的苦难与辉煌的
历史。近代以来，中国遭受的苦难之
深重、付出的牺牲之巨大，在世界历史
上都是罕见的。同时，中国所取得的
进步之伟大、成就之辉煌，在世界历史
上也是罕见的。革命文化作为这段历
史的文化沉淀，记录了中国革命百折
不挠的奋斗历程，再现了可歌可泣的
英雄伟业，展示了充满神奇的史诗篇
章。正确认识这一段历史，可以教育
广大青年学生牢记历史、激发斗志、增
强自信，引导他们面对中伤革命、中伤
领袖、中伤英雄的言行敢于亮剑。

第二，以保护、抢救的措施挖掘革
命文化资源。每份革命遗产都承载着
一段厚重历史，都是一本生动的教科
书。在这些宝贵资源中，大部分事件
重大、影响深远的资源都已经得到有
效的保护和利用。许多革命历史博物

馆、革命故址遗迹和纪念碑等，有的
已成为一座城市的标志性建筑，有的
已成为一座城市的精神符号和文化象
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先后到河北阜平和西柏坡，以及山东
临沂、福建古田、陕西延安、贵州遵
义、江西井冈山等革命老区考察并发
表重要讲话，反复强调让红色精神放
射出新的时代光芒，多次指出要把红
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
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由于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革命历史周期长、地域广泛、
英雄众多，留下的革命遗产资源极其
丰富，还有很多红色文化资源有待发
现、挖掘和保护利用，需要各地区各
部门立足当地实际，进一步梳理已挖
掘保护的丰富红色文化资源，对存在
险情的革命文物遗迹和建筑开展抢救
性挖掘。通过及时保护、精心打造、
充分利用，最大限度地挖掘革命文化
资源所承载的学术研究价值和资政育
人功能，让红色文化代代相传，红色
江山永不变色。

第三，以深入的研究促进革命文
化的传承。革命文化是优质教育资
源，要充分挖掘革命文化的内涵特质，
以文化自信支撑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研究
革命文化，必须研究革命斗争，包括军
事斗争、经济斗争等，这些革命斗争实
践为革命文化的产生提供了土壤，其
蕴含的坚忍不拔、勇往直前的奋斗精
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不畏牺牲、乐于奉献的奉献精神，都为革
命文化提供了营养，同时，革命文化也为
革命实践的发展提供了动力。研究革命
文化，要结合党的历史发展，把红色文化
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
世界文明成果的研究相结合，坚持论从
史出、史论结合，加强其学术研究，强化
其学理支撑。研究革命文化，要努力构
建独特的学术话语体系，引领研究方向，
同时要具有国际视野，着力凝聚研究力
量，反映出国内外红色文化研究的学术
前沿和最高水平。研究革命文化，要坚
持协同创新，以多元化、跨区域、整体式
的研究方式，从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理
论、政治学、历史学、新闻传播学、社会学
等多学科角度开展研究，形成红色文化
研究合力，促进革命文化的传承发展。

第四，以多样的形式讲好革命文化
故事。革命文化是革命实践的伟大创
造，是中国革命事业的精神遗产和文化
传承，是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
优良传统与品格风范的集中体现，是推
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
因此，要充分阐释革命文化的内涵，讲好
革命文化故事。

深化传播内涵。通过查证史料、寻
访革命遗址、访谈老红军老战士等方式，
抢救性记录革命历史事件，让可歌可泣
的历史人物、意义非凡的历史事件、革命
前辈的丰功伟绩栩栩如生地展现在世人
面前。目前，红色歌谣、红色经典书籍、
红色影视剧、红色旅游中的故事讲解等，
已成为满足人们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内

容。
拓宽传播渠道。充分利用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让人们在历史的发生地触摸
历史、感知历史；充分利用声光电技术，
重现当年的革命情景，以震撼的力量发
挥影响作用；通过举行学术研讨会或英
雄事迹报告会，增强红色文化传播力；开
辟红色旅游线路，提升讲解质量，打造传
播文化自信主战场；邀请老红军、老战士
等走进校园，让青年学生接受心灵洗礼，
激发“忆光荣传统，当红色传人”的热情。

抓住重点人群。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革命传统教育要从娃娃抓起，既注
重知识灌输，又加强情感培育，使红色基
因渗进血液、浸入心扉，引导广大青少年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要
以启蒙式、启迪式的教育方式，将红色文
化资源转化为喜闻乐见的教材，让青年
一代的纯洁心灵受到革命文化的熏陶，
思想和品德受到锤炼。

打造新媒体阵地。目前，网络文化已
成为一种新的文化形态，受众多、影响面
广。要结合时代元素，加强红色文化网络
资源整合，建好红色文化网站，把红色文
化中最深刻、最感人、最富有教育意义的
内容呈现在人们面前。利用文字、图片、
音频、视频、直播、论坛、微博微信等手段
进行革命文化的传播。随着智能手机的
广泛应用，充分挖掘手机移动终端的革命
文化传播功能，让青年学生无论身在何处
都能沐浴到红色文化的阳光。

（作者系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
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家风
是社会风尚的基础。领导干部的家
风状况，不是普通意义上家庭中的
小事，它直接关系到党风、政风、
民风的好坏。习近平总书记在不
同场合多次提及家风建设，要求
领导干部要高度重视家风建设。
因此，如何搞好家风建设，是每
一名领导干部面临的亟待解决的
重要课题。

良好家风是领导干部修身齐家
的重要基础。作为领导干部，只有
修好自身品性，才能管理好家庭，
也才能够形成好的家风。习近平总
书记从一个插队知青，一步步成长
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与其从父
辈那里继承的优良家风密切相关。
习仲勋曾教育子女不要搞特殊化，
不允许搞任何特权。习近平谨遵父
亲教诲，他在福建工作时，就曾告
诫亲朋好友：“不能在我工作的地
方从事任何商业活动，不能打我的
旗号办任何事，否则别怪我六亲不
认。”2001年10月15日，家人为
习仲勋在深圳举办88岁寿宴，时
任福建省长的习近平因公务繁忙未
能到场，抱愧给父亲写了一封拜寿
信，信中提到“从父亲这里继承和
吸取的高尚品质很多”，包括做
人、做事、对信仰的执着追求、赤
子情怀、简朴生活等。这些发自肺
腑的语言，让人感受到老一辈革命
家习仲勋同志为人处世的态度以及
家风的垂范作用。

良好家风是领导干部治国理政
的必备要素。如果领导干部自身不
端、家风不正，何谈治理国家？所
以，良好的家风是领导干部治国理
政的关键所在。世人景仰的周恩来
总理，正确处理治国与治家的关
系，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大业，日理
万机，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
没有留下只砖片瓦，但他留给后人
的却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即著
名的“十不准”家规。对于周总理
设立的“十不准”家规，他的家人
一直坚守至今。周恩来总理的“十
不准”家规，不仅仅是其对家人的
约束，更是对今天所有领导干部树
立良好家风的要求。

良好家风是落实全面从严治党
的战略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
调研时，首次提出“四个全面”，
而从严治党是根本。只有在从严治
党的前提条件下，才能够开启或者
驾驭依法治国和改革开放这两个轮
子，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
总的目标。从严治党务必从严治
家，只有抓住从严治家这个切入
点，才能更好地实现从严治党。因
此，无论是实现“四个全面”的战
略目标，还是巩固我们党执政地位
的现实需要，都必须把家风建设摆
在重要位置，而且要抓出成效。只
有从严的家风，才能铸就从严的党
风，才能真正让全面从严治党的根
本要求落地生根。

（作者单位：中共山东省招远
市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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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点 提 示

开展革命文化教育，传承红色基因，是教育引导青年学
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及坚定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关键所在。

专题专论

理论特稿

廉洁自律正家风。 视觉中国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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