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注重家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家风文化是中
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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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主题教育，我们汲取了院《干部、党员家风家
规汇编》一书中的部分内容，通过晒家风、亮家规，
让党员干部八小时外接受监督，同时也提醒党员干部
重视家庭教育，以良好家风推动党风清正、院风清朗，
更好地守住初心、践行使命。 

《家风家规选编》编者按 



院党委委员 



易中懿 
 
家风：勤学习、知上进、淡名利、厚仁义 

家规： 
自立：在不断地学习中全面提高自己，持之以恒地专注自己的事业；自强不息，
靠自身的努力立身，得到别人的尊重。 
守法：不以恶小而为之，模范遵守法纪法规和社会公德；不贪不占，洁身自好。 
诚信：忠诚于自己的信仰与事业，行必忠正；坦诚地对待自己和他人，以德养心。 
勤俭：珍惜时光、脚踏实地、勤奋好学、追求卓越；量入为出、不求奢华、知足
常乐、以俭养德。 
 



黄  俊 
家风： 
持家有道，勤劳致富； 
作风正派，公道处世； 
尊老爱幼，济贫助弱； 
爱国爱家，听党的话。 

家规： 
1.不做任何违法违纪、损人利己的事情； 
2.坚持靠双手勤劳吃饭，不走捷径、不贪便利，不取不属于自己的一分一毫； 
3.工作向高标准看齐，生活向低水平看齐； 
4.顺时不炫，居安思危；逆时不馁，奋发图强；拼劲永不丢，韧劲永不松； 
5.平等待人，正直处世；睦邻友好，感恩社会；尊重不同路的人，帮助不如自
己的人。 

 



孙洪武  
 

公私分明——把公家和私人的划情况分清楚，将公家的
与私人的界限清楚。公归公、私归私，不假公济私，不
占公家便宜，不公报私仇，不因个人私务而影响公务。 
行胜于言——做人做事要务实，从自身做起，从当前的
事做起，一步一个脚印，做到事事落实。言必求实，以
行证言；言必行，行必果。 
为人处事、以善为本——做人做事要懂得善待别人就
是在善待自己，真心善待周围的一切事物。 



沈建新 
 
真诚待人，干净做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方继朝 
 

清心低调，奋进有为。 

还红华 
 
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勤俭节约；劳逸结合，注

意锻炼身体；不把负面情绪带回家中；自己的事

情自己做，并为家庭及其他成员做力所能及的事。 



处所级干部 



刁阳隆 
 

耕读传家  忠厚济世 
认认真真读书 
――明事理、修身心、有所长 
老老实实做人 
――讲孝悌、淡名利、表里一 
勤勤勉勉做事 
――下功夫、有恒心、有不为 
和和气气处世 
――有正气、睦邻里、和为贵。 

周娜 
 

规规矩矩做人， 

认认真真做事。 



袁爱萍 
 

正德勤勉立家，乐学崇简持家，

容谅互敬爱家，尚善和睦传家。 

辛红霞 
 
1.勤俭节约，不追求奢华享乐   2.勤勉进取，提升个人能力修为 

3.清正遵纪，不逾越公私界限   4.诚实守信，培养优良道德品行 

5.友善谦逊，争做良好社会公民 6.互敬互爱，营造家庭和睦氛围 

周  敏 
 
正直诚信，勤勉上进，孝悌有爱，亲和兴家。 



罗兵前 
 

生活有境界--尊老爱幼、勤俭节约、平和包容； 

事业有追求--勤于学习、忠实工作，敢于担当； 

处事有涵养--谦虚谨慎、诚信友爱、遵纪守法。 

陈晓强 
 

真诚待人不耍奸猾，知恩图报鼎立天地； 

遇事三思不违本心，知责敬业进取永续； 

遵纪守法不逾底线，知足知止静心养气； 

互谅互让亲情至上，互帮互促共同成长。 



王永霞 
 

以孝为先，责任共当； 

以爱为本，坦诚互帮； 

以勤为要，家和致祥。 

单成骏 
 

孝顺父母，文明礼貌，勤劳刻苦，简单快乐。 



余向阳 
 

1.为人勤奋，不可偷懒懈怠；2.做事认真，不可马虎了事 

3.待人真诚，不可弄虚作假；4.尊老爱幼，不可目无尊长； 

5.勤俭持家，不可铺张浪费；6. 站坐有姿，不可散漫懒散。 

杜  平 
 

堂堂正正做人：遵纪守法、诚实守信； 

踏踏实实做事：恪尽职守、脚踏实地； 

兢兢业业读书：读书明理、修身养性； 

勤勤恳恳治家：勤俭持家、艰苦创业。 



严建民 
 

勤恳做事，清白做人，宽厚待人，勤俭持家。 

陈和明 
 

1.家庭和睦，家人平等，家事民主； 
2.待人诚恳，为人谦逊；3.尊老爱幼，亲善邻里； 
4.踏实做事，清白做人； 
5.不背后议论他人，不搬弄是非； 
6.勤俭持家，不铺张浪费；7.杜绝贪念，不取不义之财； 
8.遵纪守法，敬业爱国。 



                    王  冉 
 

家风： 
    正直：做一个无愧于心的人。 
    尊重：尊重他人，礼貌待人。 
    乐观：快乐、包容、豁达。 
    责任：勇于担当，值得托付和信赖！ 
家规： 
     谦逊做人，积极做事； 
     清欲乐施，交游广善； 
     勤俭为本，忠厚传家； 
     崇尚读书，和睦家庭； 
     乐于竞争，立足发展。 
 

于  堃 
 

仁、义、礼、智、信； 

温、良、恭、俭、让； 

忠、孝、廉、耻、勇。 



艾玉春 
 

1.诚信待人，不占便宜，珍惜生活，不抽烟酗酒； 

2.有爱心，有公德，肯帮人，邻里和睦； 

3.孝顺父母，懂得感恩，不能忘本，常回家看看老人； 

4.家庭每个成员分担家务； 

5.孩子要好学上进，要有集体精神、奉献精神，不可养尊处优。 



邵明灿 
 

1.诚实诚信做人；2.向上向善、尊老爱幼； 
3.力俭节约、保护环境；4.淡泊交往、重情轻物； 

5.工作是工作，家庭是家庭。 

姚凤腾 
 

终身学习   坚持健身    

勤奋工作   勤俭持家 

谦虚谨慎   诚信待人    

尊老爱幼   奉公守法 

吴力人 
 

尊老爱幼、宽容博爱； 

好学不倦、务实求真； 

清白做人、用心做事； 

勤俭节约、平等互助； 

强身健体、力戒陋习。 



顾  军 
 

1.处事谦让和为贵，为人诚信善为本。 

2.勤奋学习，勤恳工作，勤俭持家，勤劳致富。 

周  华 
 

1.坚持多读书，保持好奇心； 
2.独立思考，对事物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 
3.不轻易打断别人的话，表达观点尽量用让对方能够接受的方式，如果
不能的话就什么也不要说； 
4.家庭成员间多交流、多陪伴、多支持、多鼓励； 
5.杜绝奢侈浪费，坚持简单生活，自觉保护环境，多做力所能及的善事。 



徐红兵 
 

1.勤于学习，互相学习，钻研业务，力求精通； 
2.注重工作纪律，不干涉对方业务，更不能为他人不

正当利益请托、说情； 

3.工作要廉洁，生活要节俭，持家有道，引导孩子； 

4.减少应酬，修炼道德，提升境界，牢记核心价值观。 

王玉良 
 

志存高远、砥砺前行、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遵纪守法、合家安宁、一身正气、宠辱不惊； 

从善如流、待人以诚、勤奋好学、学无止境； 

俭以养德、德惠人生、德才兼备、始得大成。 



金  萍 
 

1.夫妻双方牢记“八互”：互爱、互敬、互

勉、互慰、互让、互谅、互助、互学； 

2.继承父辈“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节

约”的优良传统，教育下一代，尊老爱幼，

弘扬传承家庭美德； 

3.认真执行各项法规制度，做遵纪守法的合

格党员； 

4.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做有道德高素

质的模范公民。 

王  瑾 
 

责任为先，善良为本； 

身心健康，积极乐观； 

爱老慈幼，家庭和谐； 

拼搏努力，乐学勤思； 

忠诚履职，清白做人。 



苏国东 
 

以德立家，勤俭持家，孝悌和家，浓情暖家，

诚信守家，知足乐家，和睦兴家，忠廉为家。 

张  颖 
 

心中有爱与人为善，家人相处以和为贵； 

工作学习积极认真，为人处事以德为先； 

勤俭持家保护环境，健康生活内外兼修； 

惜时惜福知恩图报，崇尚简单知足常乐。 



杨  杰 
 

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张亚东 
 

做人正直，学会宽容， 

善待家人，学会关爱； 

尊老爱幼，学会感恩； 

勤俭节约，学会珍惜。 

纪素兰 
 

博学笃行 勤勉简朴 孝友睦邻 



陈  新 
1.家庭和睦，助人为乐，诚恳待人，共同腾飞。 
2.遇事不急噪，遇事多动脑，协商一致是最好。 
3.努力认真，求真务实，实现梦想。 

胡茂龙 
1.做人要诚实、守信、表里如一，做善良人，做善良事，勿做恶事。 
2.百善孝为先，时刻铭记要孝敬父母，尊老爱幼。 
3.平时生活要艰苦朴素，勤俭节约，不要浪费。须知一米一饭，当思来之
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4.读书做学生、工作做事情要做到三勤：手勤、脑勤、嘴巴勤，须知业精
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 
5.时间宝贵，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 
6.言传身教很重要，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 
7.家务事要全家人员共同承担。 



王伟明 
 

1.要诚实本分，多做善事、好事，能帮人

处且帮人； 

2.要孝敬老人，严教子女，与人和睦相处； 

3.要勤俭节约，不虚荣，不攀比； 

4.要常怀感恩之心、敬畏之心、宽容之心、

欣赏之心； 

5.不伸手（名利、功劳）、不计较（得失、

利益）、不抱怨（工作、领导、同事）、

不长舌（小道消息）。 

6.不占公家便宜。 

何循宏 
 

忠孝尚德，勤实敬业 



刘金兵 
 

1.百事孝为先，老吾老以及人

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2.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

而为之； 

3.遵纪守法，爱岗敬业； 

4.艰苦朴素，勤俭持家； 

5.诚信友善，家庭和睦。 

陈龙正 
 

1.善：做善事，结善缘，厚德载物； 
2.书：读万卷书，修身养性，养气保身； 

3.勤：勤俭持家，不奢靡、不贪婪，家

道恒兴； 

4.敬：礼敬父母，关爱子女，相敬如宾，

万事皆顺。 



俞明亮 
 

尊老爱幼，孝敬长辈，对人有礼貌； 

公私分明，不占公家和他人便宜； 

反对浪费，勤俭持家； 

维护居室环境，不准室内抽烟；  

要有作息时间，食寝要有规律； 

家庭大事的决定先民主而集中。 

火金琍 
 

对人诚实，不能撒谎； 
教育孩子从小养成守时的好习惯，家

长要以身作则做好表率； 

通过言传身教教育孩子孝敬老人，老

人的建康长寿，就是晚辈最大的福气； 

夫妻之间吵架或者有不愉快的事情发

生，不得到双方父母面前唠叨或告状。 



冯玲秀 
 

家风：勤俭持家  尊老爱幼   
      诚实善良  遵纪守法 
家规： 
 1.尊重长辈，孝顺父母，爱护子女。 
 2.学会感恩，知恩图报，乐于助人。 
 3.知错就改，待人真诚，为人谦虚。 
 4.清白做人，踏实做事，自强自立。 
 5.不断学习，提高修养，提升能力。 
 6.志存高远，成为社会有用之才。 



赵涵 
 

廉以齐家 德以修身 孝以敬老 静以修慧 苦以励志 

沈奇 
 

善良 大度 崇学 严禁 



刘凤权 
 

1.勤为本,德为先,和为贵,学在前； 
2.有胆有识，有礼有节，守时诚信，自强自立； 

3.夫妻相敬，忠孝并举，友爱亲朋，团结邻里； 

4.堂堂正正做人，踏踏实实做事，兢兢业业治

学，勤勤恳恳治家。 孙加祥 
 

心中有爱与人为善，家人相处以和为贵； 

工作学习积极认真，为人处事以德为先； 

勤俭持家保护环境，健康生活内外兼修； 

惜时惜福知恩图报，崇尚简单知足常乐。 

魏利辉 
 

用心做事，坦诚做人； 
尊师重长，孝顺父母！ 



施振旦 
 

1.近君子，远小人，公私分明，知足常乐； 
2.积极进取，自强不息，虚心学习，努力工作； 
3.与人相处要真诚，要用积极心态看待周围事物，不讲假话、大话、空话，
说话、做事能换位思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4.尽己所能帮助他人，然切勿以此指望获得回报，而要记住他人好处并能
竭尽报答，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 
5.晚辈尊重长辈，对年长者要耐心，每周抽出半小时汇报学习工作情况；
长辈爱护晚辈、不溺爱、不强权，平等对待晚辈，注意表达方式；子女与
父母意见冲突时，不得恶言相向，冷静处理； 
6.经常抽时间看望父母老人并与他们交流沟通，避免和及时解决各种生活
问题； 
7.量入而出，生活低调不浮夸，不能有抽烟、酗酒、赌博等不良生活嗜好； 
8.低碳生活，尽量少用车，尽量乘坐公共交通； 
9.坚持体育锻炼，每天花1小时时间锻炼身体，如快走、跑步、游泳等运
动； 
10.吃饭不看手机，睡觉时手机关机、放在卧室外。 



陈国平 
 

一、平等相处，邻里和睦 
孝顺父母、尊老爱幼，任何人不得搞特殊。与同事、朋友君子之交；与
街坊四邻相敬如宾。提倡与人为善、助人为乐，互相关心、和睦相处。 
二、勤俭节约，大事共商 
全家人都要注意生活简朴，不奢侈浪费，花钱要有计划，量入而出。家
庭大事，如投资理财、购置房产等，家庭成员共同商议，民主集中。 
三、快乐健康，积极向上 
积极向上的文化作品要分享，每天抽出时间参加体育锻炼。自觉净化社
交圈、生活圈、朋友圈，抵制低级趣味，远离毒品，不打麻将，不参与
赌博。 
四、遵纪守法，树好家风 
坚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遵守党纪国法，不逾红线、守住底线。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遵守公序良俗，弘扬道德正能量，提升思想道德
境界。 



李彬 
 

1.百善孝为先：孝敬父母，尊敬师长；老吾老，
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2.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奋发图强，勇往直前，
永不松懈，增厚美德，雅量容人，志存高远； 
3.天道酬勤：勤能补拙是良训，一分辛苦一分
才；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天才就是百分之九十
九的汗水加百分之一的灵感； 
4.遵纪守法：遵守党纪国法，坚守纪律和政治
规矩，遵守公序良俗； 
5.为人和善：待人真诚，为人谦虚，脚踏实地，
团结协作，勤俭节约。 
6.快乐生活：积极向上，知足常乐、珍惜当下、
注重锻炼、心态平和。 

冯志新 
 

对人： 
孝为先 和为贵 诚为本 

对事： 

亲持之 尽责任 淡名利 

对己： 

尚节俭 善读书 重修身 



陈  敏 
 

1.要诚实本分，多做善事、好事，能帮

人处且帮人； 

2.要孝敬老人，严教子女，和亲朋好友

和睦相处； 

3.要勤俭节约，不虚荣、不攀比； 

4.要常怀感恩、敬畏之心、宽容之心和

欣赏之心； 

5.不伸手（名利、功劳），不计较（利

益、得失、辛苦），不抱怨（工作、领

导、同事），不长舌； 

6.不占公家半点便宜。 

卢  宇 
 

诗礼继世，耕读传家。 
处事以谦让为贵，为人以诚信
为本；有胆有识，有礼有节，
有情有义，有失有得； 
见人必恭，见难心及，见功思
过，见利思义；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继而工，末为商，
不得政。 



马  艳 
 

1.一份努力一份收获。 

2.做人要做老实、诚实、善良人，多

做好事。 

3.勤俭持家，节约光荣，不攀比不跟

风不浪费。 

4.尊老爱幼、孝敬父母。 

5.奢欲贪，俭生廉。 

蒋国龙 
 

尊老爱幼 勤俭节约 互让互助 

张志勇 
 

孝敬长辈，严教子女； 

勤劳持家，尚俭戒奢； 

诚心友善，遵纪守法。 



张志勇 
 

1.诚实做人，老实做事 

2.刻己厚人，律己修身 

3.心怀感恩，淡泊名利 

4.以德立家，努力工作 

姚建中 
 

1.全体家庭成员当和睦相处、自尊自爱、

安分守已、实事求是、公平处事、清白做

人、量入为出、勤俭持家。 

2.尊重老人，每年回老家看望老人不少于

2次。 

3.关爱孩子成长，在孩子学习时，不得看

电视、玩手机。 

4.父亲不得在客厅、卧室抽烟。 

5.孩子要刻苦学习，每天练习古筝不少于

3小时。 

6.孩子要适当参与家务劳动。 



徐为民 
 

一、 勤俭持家，清白做人，不贪不奢，

洁身自好。 

二、 孝顺父母，懂的感恩，宽容博爱，

善待他人。 

三、 宽厚谦恭，救难济贫，忠厚善良，

乐于助人。 

四、 志存高远，锲而不舍，勇往直前，

自强不息。 

五、 崇尚科学，拒绝迷信，爱国敬业，

踏实求真。 

徐剑宏 
 

处世以谦为贵，为人以诚为本； 

清清白白做人，踏踏实实做事。 



李国锋 
 

一、家庭成员地位平等，家庭大事民主决策； 

二、夫妻之间互敬互爱，家务劳动共同分担； 

三、生活俭朴、不讲排场，不攀比、不浪费； 

四、尊老爱幼、邻里互助，见到长辈问声好； 

五、多看书、多学习，不信谣言、不传谣言； 

六、谨言慎行，明辨是非，闲谈莫论他人非。 

张  勇 
 

忠孝为本，勤学上进， 

互敬互谅，诚信守法。 



李大婧 
 

1.在单位工作尽职尽责，空闲时间多陪家人。 

2.遵守社会公德，以自身言行为家人做榜样。 

3.正确看待社会不良现象，加强道德修养和马哲理论素养，不人云亦云。 

4.小事“让一让”，过马路时要让一让、对人对事也都让一让。 

5.孝敬老人应细致，教育子女要严格。 

6.夫妻互敬互爱，工作上互相帮助、生活上互相照顾、互相促进学习，

激励上进。 

7.积极接受新事物，保护孩子的好奇心，引导老人丰富晚年生活。 

8.培养高尚、高雅志趣和爱好，不玩物丧志。 

9.理性消费，不浪费，不崇尚奢华生活。 

10.保持真诚、善良的性格，但同时待人处事也要多思考。 



王道营 
 

1.上要尊老,下要爱幼，全家和睦； 

2.乐于助人； 

3.换位思考，与人为善； 

4.讲公德，守规矩； 

5.公私分明，公在前，私在后； 

6.勤俭节约； 

7.爱学习，常读书，辩是非； 

8.敢于担当。  



夏礼如 
 

仁：遵孝道，宽待人 

义：尚善举，弃不义 

礼：懂谦让，睦邻里 

智：守法纪，明事理 

信：讲诚信，知廉耻 

李  胜 
 

豁达大度共前进 

自立自强负重远 

知行合一要坚持 

尽职敬业作表率 

吕晓兰 
 

1.培养正确的三观； 

2.尊老爱幼，互敬互爱； 

3.勤俭节约，心态平和； 

4.做事有原则，做人要善良。 



陆学文 
 

勤俭节约 仁爱孝道

好学善思 开拓进取

言而有信 用于担当

洁身自好 自立自强 
羊杏平 

 
立德、善能、精勤、鸿绩、尚廉 



周建涛 
尊 老 爱 幼， 严 教 子 孙； 

夫 妻 共 助， 同 舟 共 济； 

勤 劳 为 本， 节 俭 家 荣； 

多  运  动， 少  烟  酒。 

刘华洲 
 

爱国爱家，为实为善，克勤克俭，戒烟
戒赌。 
释义： 
1、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履行家
庭和社会义务。 
2、诚实做人，用心做事，明事理，知
敬畏，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
为。 
3、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性习于俭，
俭以养廉。 
4、拒绝不良生活情趣，走向与时俱进
人生。 

李倩中 
相亲相爱、无怨无怼； 

持家无偏心、节俭无邪念； 

懂得吃亏是福，理解平安最好； 

孝敬老人，尊重长辈，和睦邻里； 

多读书，少游戏；多交心，少独

处。 



杨亦扬 
 

孝顺父母：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

母责，须顺承。尊重父母的意见，即使过时的，也要尽量避免当面起

争执。 

夫妻互敬、互让：夫妻之间，要做到互相敬爱、擅于发现和欣赏对方

的优点；家庭生活中，难免会有不同意见，非原则性的问题，应互相

谦让。 

爱护但不宠溺孩子：多陪伴孩子，和他们一起看书、一起玩耍。犯了

错误要批评，有原则。 

勤劳朴实：饭吃饱，衣穿暖，勤俭节约，不盲目追求奢侈品。 

锻炼身体：生命在于运动，健全自己的身体，保持合理的规律生活。 



韦金河 
    家庭是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基点，修身齐家是
干事创业的基础。习近平指出：“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
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
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的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
家风。”老一辈革命家早就用实际行动给我们作出了表率。通过
认真学习并结合自身家庭情况特订立家风家规如下： 
  1.尊敬长辈，孝敬父母，敬重同事，爱护晚辈； 
  2.夫妻相敬，家庭和睦，凡事商量，同甘共苦； 
  3.与人为善，乐善好施，诚实守信，懂得感恩； 
  4.遵纪守法，踏实工作，举止稳重，言语文明； 
  5.尊师重道，修身养性，公私分明，励志自强； 
  6.不做亏心事，不赚昧心钱，手中有戒尺，心中有底线； 
  7.勤俭节约，杜绝浪费，一粥一饭，当思之来之不易； 
  8.每天坚持学习，主动分担家务，积极参加公益实践； 
  9.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朱方林 
 

首孝悌，俭持家，勤工作； 

重礼仪，修品行，尚廉洁；

善待人，和邻里，讲诚信；

好学习，有志向，当自强。 徐雪高 
 

传家两字读与耕 兴家两字俭与勤 



周建涛 
尊 老 爱 幼， 严 教 子 孙； 

夫 妻 共 助， 同 舟 共 济； 

勤 劳 为 本， 节 俭 家 荣； 

多  运  动， 少  烟  酒。 

刘华洲 
 

爱国爱家，为实为善，克勤克俭，戒烟
戒赌。 
释义： 
1、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履行家
庭和社会义务。 
2、诚实做人，用心做事，明事理，知
敬畏，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
为。 
3、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性习于俭，
俭以养廉。 
4、拒绝不良生活情趣，走向与时俱进
人生。 

李倩中 
相亲相爱、无怨无怼； 

持家无偏心、节俭无邪念； 

懂得吃亏是福，理解平安最好； 

孝敬老人，尊重长辈，和睦邻里； 

多读书，少游戏；多交心，少独

处。 



杨亦扬 
 

孝顺父母：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

母责，须顺承。尊重父母的意见，即使过时的，也要尽量避免当面起

争执。 

夫妻互敬、互让：夫妻之间，要做到互相敬爱、擅于发现和欣赏对方

的优点；家庭生活中，难免会有不同意见，非原则性的问题，应互相

谦让。 

爱护但不宠溺孩子：多陪伴孩子，和他们一起看书、一起玩耍。犯了

错误要批评，有原则。 

勤劳朴实：饭吃饱，衣穿暖，勤俭节约，不盲目追求奢侈品。 

锻炼身体：生命在于运动，健全自己的身体，保持合理的规律生活。 



刘红锦 
一、家风 

1、家庭和睦，尊老爱幼 2、小事谦让，大事商量 

3、不慕虚荣，量力而为 4、正当交友，明辨是非 

5、邻里友善，互帮互助 6、公益服务，奉献爱心 

二、家规 

1、不得有虐待老人、体罚儿童和家庭暴力的行为； 

2、不得做损人利已、损公肥私之事； 

3、不得歧视弱势群体和残疾人员； 

4、不说脏话、不污染环境、不损坏公共设施； 

5、不出入可能滋生犯罪的场所； 

6、远离低级趣味，不刻意追星，不放纵过度。 



叶小梅 
 

尊老爱幼、互敬互让； 

感恩惜福、多行善事； 

勤奋好学、知书达理； 

勤俭持家、公私分明。 
盛  婧 

 
勤劳节俭，诚实守信，

尊老爱幼，邻里互助。 



吴  魁 
 

诚信立身，勤奋补拙；踏实做事，清白做人。 

周林杰 
 

孝以敬老，善以待人 
俭以戒奢，苦以励志 
德以修身，廉以齐家 
孝：敬老  善：待人 
俭：戒奢  苦：励志 
德：修身  廉：齐家 

孙以文 
 

家训： 

     重德、守信、明礼 

家风： 

重德明礼、诚实守信、敬老爱幼、友善待人； 

努力工作、不懈进取、言传身教、勤俭持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