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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沙县以优秀传统文化引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振乡风复 兴
乐礼

李 治 鞠文霞 张萃纯

“第一孝，膳食科学，营养得当……二十三孝，移风易俗，厚
养薄葬；二十四孝，坚持锻炼，身体健康。 ”走进长沙县开慧镇葛
家山村，不少人会被外墙宣传图上的“新二十四孝”吸引。

中国的“孝文化”源远流长。 葛家山村在传承、研习、甄别传
统“二十四孝”的基础上，推出了“新二十四孝”。 村里，有孝养父
母关爱老人的黄新良、火中救人的饶安、无私奉献的彭建良、古
稀之年反哺家乡的黄建芝……“百善孝为先”。 一个“孝”字，激荡
出村民们的善良情怀，涵养出农村新时期的新风尚。

葛家山村推广孝道文化， 是长沙县以优秀传统文化引领农
村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缩影。 每到春节、端午、中秋和重阳等传
统节日、节气和开学等节点时间，县域内多个乡村都举办有迎春
大典、“开笔礼”“成人礼”、传统祭礼等活动，“中国味”纯正浓厚。

结合各地区传统文化传承脉络和地理资源特点， 今年长沙
县明确了 8 个村、社区为首批精神文明建设示范点，分别是———

以“孝文化”为核心的开慧镇葛家山村、以“忠文化”为核心
的金井镇双江社区、以“和文化”为核心的安沙镇和平村、以“家
文化”为核心的高桥镇金桥村，以“福文化”为核心的江背镇五福
村、以“诚文化”为核心的青山铺镇洪河村、以“勤文化”为核心的
果园镇新明村、以“善文化”为核心的湘龙街道潇湘路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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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的大枣核桃敬献给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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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家山村的孝道文化主题
活动丰富多彩。 童立里 供图

是习字，更是学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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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文明乡风的大戏经常在
长沙县农村上演。 范远志 摄

新明村的民风宣讲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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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彰好婆媳，褒扬文明家庭，是长沙县新时期各个乡镇
的新常态。 童立里 供图

为弘扬精忠报国的精神，金井镇近日邀请书法家和乡民们共同书写“忠”字。
孙应德 供图

孝 当 先
开慧镇精神文明建设注重孝道文化的推陈

出新，孝顺家庭不少。 为方便 80岁的婆婆谭玉
珍和邻居们跳广场舞， 好儿媳刘芳和先生一合
计， 干脆把婆婆家门口一处荒地建成了文化小
广场。 两口子多方奔走，3个月投入 60多万元，
完成路面硬化、植被绿化、景观照明、体育器材
和音响设备安装调试。 邻居们现在都爱来谭娭
毑家门口跳舞。

刘重要是葛家山村荷家组村民， 在其母亲
生病期间，放下所有事情，寸步不离，熬汤喂药，
还时常开导母亲要乐观积极。邻居们说，在这个
孝子的鼓励下，老人家硬是多活了十多年。女儿
刘蔚耳濡目染，年节时回家先孝敬、帮助老年邻
居， 三伏天还上门给本组老人送防暑药和营养
品。父女俩平时连一套像样的衣服、一双好看的
鞋子都难得找出来， 却愿意出钱出力照顾素昧
平生的孤寡老人和残疾人。这家人用本真的善、
素朴的情，将孝道不断延伸扩大，惠及社会，带
动了更多乡亲汇入大爱的海洋。

走进开慧镇葛家山村，公园里、建筑物、走
廊上、墙上，随处可见“孝”文化的宣传内容，孝
道文化贯穿各类群众活动。 每年 24 个节气，村
里都会围绕“新二十四孝”的一个方面进行重点
宣传。 平时注重为老人们筹办各类主题文化活
动。“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如今的葛家山成为
远近闻名的“孝道村”，外地游客慕名带着孩子
来接受教育。

和 为 贵
2018 年 2 月，安沙镇和平村举办了第一届

文明家庭颁奖典礼。 获奖的有积极抗洪救灾的
李定华家庭， 儿媳妇十三年如一日照顾婆婆和
和丈夫的彭凤娇家庭等。在和平村，这样的文明
家庭还有很多……

杨美娥和丈夫童克强不仅是成功的教师、孝
顺的儿女、称职的父母亲，还是村民们心中的好
邻居。家住百亩塘组的五保户黎六生身患多种疾
病，其妻瘫痪在床，家中生活十分困难。杨美娥夫
妇不时送上可口的饭菜，帮助料理家事，还为其
凑医药费，周围居民都称赞这个爱心之家。

和平村的精神文明建设以“和为贵”、“和乐
互助一家亲”等为核心理念，倡导“和”文化。 村
里经常有健康向上的群众文娱活动， 村民参加
后，家庭关系越来越和美，邻里关系变得越来越
和谐。

福 临 门
江背镇五福村精神文明建设以“福”文化为

中心。 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
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建成了“五福”景观
石、法治广场、福文化墙体绘画等。

“弟子规，圣人训。 首孝悌，次谨信……”在
五福小学，一年级小学生入学时，要在学校操场
上体验传统的人生第一礼———“开笔礼”， 跟着
礼仪师诵读《弟子规》，向孔子像行三拜大礼。

孩子宽袍大袖， 几位主礼的老先生也身着
古代礼服，教授孩子们用毛笔学写“人”字，教育
孩子们做人与写字一样， 要踏踏实实、 堂堂正
正。小朋友一张张稚气未脱的小脸上，既有新鲜
好奇，又有融入仪式的庄严神圣感。这令人难忘
的开学第一课，或许将成为长久的人生记忆。

传统“五福临门”观念中，好德是一条。在江
背镇今年的文明家庭评选中，易炼辉就是一例。
易炼辉是一名滴滴司机，2017 年 11 月 25 日清
晨 6时许，驱车途经橘子洲大桥，目睹一女子跳
江轻生，他跳入寒冷刺骨的湘江，救下女子。

善 常 行
湘龙街道“嗲嗲娭毑和事团”远近闻名，居

民深受行善积德的传统文化感染。 潇湘路社区
精神文明建设围绕“善”字做文章，组织各类公
益活动。男女老少都有自己的志愿者团队，积极
践行“日行一善，扬善为德”的社区精神。

31 岁的列提普·图热深受社区氛围的影
响，他老家在新疆墨玉县，7 年前起在潇湘路社

区摆起了烧烤摊。平日里，社区干部和邻居没有
把列提普·图热当外人， 除了光顾他的烧烤摊，
也会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这一切，列提普·图
热记在心上。

去年夏天，暴雨肆虐长沙。列提普·图热开着
装满羊肉串的小货车来到高沙垸大堤， 和妻子、
孩子们送上 1000多根热腾腾羊肉串，慰问一线
抗洪人员。今年春节期间，列提普·图热又主动送
给社区 55位环卫工人每人一份“新年礼包”，那
是老家的红枣与核桃。 传统与现代的道德浸润，
使新疆的道德建设如肥田沃土，和汉地优秀的传
统文化一道，养成了列提普·图热善良、勇敢、乐
于助人的优良品格。

诚 为 本
冯立在青山铺镇洪河村的梅数桥集镇经营

一家小饭店，生意一直红火。 今年清明节，邻近
村的一个老板家来了城里客， 到冯立的饭店订
了两桌饭。 买单时，老板用手机微信付款 1625
元便回家了。

冯立在查账时，发现对方误把 1265元的餐
费听成 1625元，多付了钱。而此时，用餐的客人
都已经走了。冯立到处打听，开着车问路找到其
家里，退还他多付的餐费，并表达了歉意。 这位
客人深受感动。

“我宣誓，做诚信公民、以诚待人、以信立身
……”今年年初，梅数桥集镇 78 户商户举行文
明诚信宣誓签约大会。青山铺镇是历史上“茶马
古道”的一处集散地，诚信为本是传统商业文化
的重要内容。

在青山铺集镇有诚信公园、“诚” 文化展览
室；小学订立《诚信班规》，举办“诚信在我心中”手
抄报比赛，诚信的种子种到了每个人的心灵深处。

廉 养 家
高桥镇金桥村是名声在外的“家训村”，家

家户户墙上都挂着金色小楷篆刻的家训牌。
村民罗仲璜存有 30本罗氏族谱，最早记有

宋朝 1279年的事情。 族谱里记载的家规、家训
有数十页，罗仲璜提炼出 12个字：“不义之财勿
取，合理之事则从”。

家训孕育好家风。两年前一场大雨，让村里
一条水泥路被砂石掩埋， 担任过村支书的罗仲
璜和邻居一锄头、 一铁锹地将泥土清理到路两
边；村里的寺庙无人看守，担心公共财产丢失，
罗仲璜义务看护；山林防火防盗，需要有人巡逻
打扫，他又不计报酬地将责任扛了起来。老人的
儿子罗炼曾是平江贫困山区的一名特岗教师，
儿子说，不管是什么岗位，都要把家风传承好，
发扬好。

一条条家规家训，告诫后世子孙清廉守本。
廉政文化公园是金桥村的“清廉基地”，廉政文
化长廊、连心桥、静心亭等用以警示基层干部廉
政、勤政、执政为民，倡导村民以廉养家，让好家
风孕育好民风，好民风促进好社风。

勤 修 身
果园镇新明村精神文明建设以“勤”修身，

倡导“一勤天下无难事”。 杨家组彭帅一家就是
勤劳致富家庭代表。 2004 年起，彭帅的父亲彭
稳乾种植花卉苗木。 9年后，彭帅又学会了父亲
的手艺，一家人将原来 20来亩的花卉苗木基地
发展到 200 亩。 从花卉苗木到水果种植、水产
项目等等，全家人白手起家，过上了“让城里人
羡慕”的好日子。

《果园镇乡风文明倡议十条》里，明确提倡
勤俭节约，反对浪费。

党员干部从自身做起，“勤” 调研、“勤”思
考、“勤”带头，因地制宜，建设特色村落。新明村
党支部书记黄季明 7年前放弃了年薪几十万元
的厂长职位，回家乡当起了村干部。一心一意为
村民谋福利，倡导文明新风。 在他主导下，村里
婚事新办、丧事仪式简化等走向常态化。

忠 报 国
金井镇双江社区精神文明建设以“忠”为

魂。 双江社区是长沙县唯一的革命老区、“烈士
之乡”，此处民风淳朴，以精忠报国为荣。

双江社区发扬革命老区人特有的“忠”诚精
神，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今年春节，双
江社区“空手拜年”———不带礼物看望亲人朋友
的活动，赢得了广泛赞誉。

双江社区八方坪组的吴泥涵老人过世，享
年 104岁。 这位老人生前五世同堂， 子孙后代
有 127人。丧礼现场没有喧天的锣鼓、冲天的烟
花、齐鸣的鞭炮，也没有铺张的流水席。

“十三五”规划实施以来，长沙县在加快建
成更高水平全面小康社会、 率先实现基本现代
化的进程中，不断深入践行“产业兴旺、生态宜
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乡村振兴战
略， 把精神文明建设贯穿农村改革开放和现代
化全过程。

2017 年， 全县开展移风易俗大讨论活动
500 余场，18 个镇街实现全覆盖， 辐射人群近
百万。喜事新办、丧事简办、小事不办，已成为长
沙县的新风尚。 围绕复礼兴乐、破旧迎新，传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移风易俗新风尚，涌现
出一批精神文明建设示范点村（社区）。

长沙县相关负责人介绍， 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蕴含着丰富的道德理念和规范， 全县大力弘
扬中华传统美德， 力争形成人人传承发展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局面， 特别是要让农村精神文
明建设成为“强南富北、民生立县、挺进五强”征
程的重要思想动力和智慧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