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下之本在家”。家庭，既是美好
生活的起点，也是奋斗人生的支点。日
前公布的全国“最美家庭”和五好家庭，
传递出家庭美德和正能量，为全社会树
立了建设家庭的榜样。

中国有 13 亿多人口，生活在 4 亿多
家庭中。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不是抽象
的概念，而是生动地体现在千千万万个
家庭都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平常人家
生活的不断改善上。寻找这些“最美家
庭”，了解他们的故事，从中不难找出幸
福的密码。

家是最小国

“我的父亲，他一直教育六个子女要
尊老爱幼，家庭和睦。因为，家是生命开
始的地方。”万财龙说。

家，生命开始的地方，也是心停泊的
港湾。在上海浦东书院镇的一个拆迁小
区 里 ，住 着 这 样 一 个 四 代 同 堂 的 大 家
庭，他们便是众口夸赞的万家门。万财
龙是万家门的大家长，他操持着家里的
一切事务。上至关心 90多岁老母亲的生
活起居，下到监督小辈们的行为作风，他
都事无巨细。

万家老母亲养育了六个子女，然而
在这个大家庭里的大姐，却和其他几个
子女没有血缘关系。原来，她是婚后不
育的父母抱来“领头”的。但良好的家
风，让他们没有血缘却胜似血缘。2007
年，当其他一些家庭为了拆迁款而对簿
公堂时，他们兄弟姐妹间却没有一句口
角。在搬入新小区之后，他们更是把父
母的房子当作了大家聚会的场所。

为了满足身体硬朗的老母亲独自居
住的要求，万财龙想到了在家里各个角
落安装摄像头，这样就能随时看到老母
亲的一举一动，而且家里人在手机上也
都能看到，这才让一大家子人放心。

就在去年，万财龙夫妇跟家里人一
起，帮老母亲实现了她的梦想，那就是去
北京看一看，去长城走一走。其实，那些
天，万财龙夫妇俩的心一直悬在嗓子眼
里。老母亲 90 岁高龄，大姐她们也 70 多
岁了，都是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坐飞
机，保证安全是头等大事。周详的准备、
精细的分工和孩子们的懂事，让这次旅
行很顺利。现在他们家每年都会计划这
种全家出行的活动。这样的活动，让他
们更加凝聚在一起，相亲相爱，相互扶
持，其乐融融。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从一个
个小家，就能看出整个国家的自信和幸
福。家庭建设离不开全家人的齐心协
力，离不开男女老少的理解支持。

自古“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远大
抱负，“家和万事兴”的至理名言，尊老爱
幼、母慈子孝、兄友弟恭的传统美德，这
些“传家宝”铭记在中国人的心中，融入
中国人的血脉中，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
不息、薪火相传的重要精神力量，是家庭
文明建设的宝贵精神财富。

寻找“最美家庭”就是要将这些家庭
美德发扬光大。4.1 亿群众参与线上线
下活动，寻找出 314.5 万多户各级各类

“最美家庭”，各省（区、市）举办“最美家
庭”故事会/分享会超 120 万次……这一
组组数据，勾勒出寻找“最美家庭”活动
持续 5 年来的“最美”图景。大家在晒家
风、讲家史、赛文明中寻找着家庭幸福的

密码，体会着基本的伦理道德规范，形成
向上向善的共识。

重言传更重身教

宁夏的李俊义家嫁女儿不收彩礼的
事，在街坊邻居中口耳相传，很多人都表
示不理解。

“这事难也不难，关键看你怎么看这
件事。说难就是别人都收彩礼，你不收
彩礼，难免有人议论。不难，就是很自然
而然地这么做了。现在想想这就是我们
家的家风，我们家老一辈开始办理婚丧
嫁娶就一直提倡节俭，我侄子娶媳妇、侄
女 出 嫁 都 没 有 收 彩 礼 ，在 我 这 里 也 一
样。”李俊义肯定地说。

“彩礼不重要，重要的是娃娃的幸福
和快乐。”和李俊义生活在一个社区的李
宝萍听说了李俊义的故事后向他学习，
2017年 10月份嫁女儿也没有要彩礼。

李俊义家庭的美，在于有着正确的
价值观、端正的婚姻观。他们用自己的
行动让更多家庭看到，爱情可以回归到
最初的纯洁和美好。他们家庭播下的精
神文明的种子，正在乡土民风里生根发
芽、长叶开花。

父子之严，不可以狎；骨肉之爱，不
可以简。中华民族素以重视家庭教育闻
名世界。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
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孩子们从牙牙
学语起就开始接受家庭教育。

“我家有本‘家庭日记’，用来记录一
家四口日常生活和对孩子教育。这是受
父亲的‘教育笔记’启发而来的，”因为教
子有方，张迪家庭也荣登“最美家庭”
榜。那本“教育笔记”，是张迪父亲在他

一岁五个月的时候开始记录的，已经有
36年的历史了。

张迪说，在记录的过程中发现，孩子
们为了记录他们好的一面，平时就特别
注重自己的言行举止。当他们记录下老
师和同学的赞美时，就会很开心。这对
他们是一种鼓励，同时也让他们主动地
做最好的自己。

“ 我 们 还 注 重 培 养 孩 子 的 爱 国 意
识。有时间我们就带他们参观一些展示
国家成就的展览，还会通过看书、看电视
让孩子们了解中华文化、了解祖国的山
水，让他们从小产生自豪感。”张迪的父
亲说。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家庭教育是
一切教育的基础，不止于传授知识，更要
把立德树人放在第一位，要帮助孩子铸
就光明伟岸的道德人格，在孩子心中培
育起自觉向善的道德品质。品德的养
成，有时候需要一种仪式感，比如像张迪
家庭写“家庭日记”。但有时候，可贵品
德都是在一言一行中，潜移默化地看在
孩子的眼里，走进孩子的心里。

凝聚家庭的精神内核

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无论经济社会
如何发展，对一个社会来说，家庭的生活
依托都不可替代，家庭的社会功能都不
可替代，家庭的文明作用都不可替代。
对于幸福的家庭来说，幸福也许是相似
的，都是贵在有一个精神内核，足以支撑
起整个家庭，以分享顺境时的欢愉，分担
逆境时的危难，不离不弃。

良好的家风，是筑牢家庭和睦的屏
障之一。

“家和万事兴，万家一条心，感恩父母

心，珍惜现在情。”万财龙建了一个万家微
信群，传递家风的同时，也会在小辈取得好
成绩时给予鼓励；谁在哪里做得不够好，随
时批评，并让家中其他成员监督改正。

再来看看耿志军和曲桂英家庭。他
们夫妻俩在辽宁省建平县可是小有名
气。他们是建平县最早的葵花子经营
者，也是最大的中介商。两人在建筑工
地打工时认识，结婚时他们的小家连一
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他们并没有抱
怨，坚信靠自己的双手一定能摆脱贫困，
过上富裕的日子。从做生意的第一天开
始，夫妻俩就一直坚守诚信。他俩收瓜
子都是以质论价，说定的价钱不论市场
涨价降价，都按定价收购。

“村民把货送到咱们家里，是对咱们
的信任，客商叫咱们收货也是对咱们的
信任，我一手托两家，哪一个也不想亏
咯。”耿志军说。

就在耿志军和曲桂英的生意慢慢红
火起来的时候，不幸却悄然而至。2010
年冬天，他们家一辆发往南方的货车翻下
悬崖，损失巨大。如果按照当时的定价付
款，夫妻俩这十几年卖葵花子挣的钱全搭
进去都不够。那段日子里，曲桂英哭得眼
睛都睁不开了，但她们却从没想过要出去
躲债，仍然选择拼尽全力承担责任。就在
他们为还欠款东拼西借的时候，好心的客
商找到他们预付了货款，帮他们渡过难
关。此后，耿志军和曲桂英又陆续将借的
钱款还清。他们用“一诺千金”的诚信收
获了村民和客商的信任。

诚实守信是一切道德的基础和根
本，是做人做事时刻不能放弃的原则。
耿志军和曲桂英夫妇这种在逆境中坚守
的诚信更加高贵与无价。他们不仅让身
边变得更有温度，也让诚信的光芒照进
每个人的心中。

百姓幸福有密码
□ 李万祥

《几何原本》又称《原本》，是古希腊数学家欧几
里得所著的一部数学著作。它是欧洲数学的基础，总
结了平面几何五大公理，被广泛认为是历史上最成功
的教科书。这本著作是欧几里得几何的基础。中国最
早的译本是 1607 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 （Matteo
Ricci，1552－1610） 和徐光启根据德国人克拉维乌
斯校订增补的拉丁文本《欧几里得原本》（15卷） 合
译的，定名为 《几何原本》，几何的中文名称就是由
此而得来的。该译本第一次把欧几里得几何学及其严
密的逻辑体系和推理方法引入中国，同时确定了许多
我们如今耳熟能详的几何学名词，如点、直线、平
面、相似、外似等。

徐光启(1562-1633)，字子先，号玄扈，天主教
圣名保禄，汉族，上海县法华汇(今上海市)人，明代
著名科学家、政治家。官至崇祯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
大学士、内阁次辅。毕生致力于数学、天文、历法、
水利等方面的研究，勤奋著述，尤精晓农学，除《几
何原本》 外，还译有 《泰西水法》《农政全书》 等
书，为17世纪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

明神宗万历十年（1582），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到
中国传教，“负西国异书”，即带来了十五卷的《几何原
本》。利氏“以数载习语认字，数载通经学文”，终而“融
会两境义理，有所阐译”。万历二十八年（1600），利玛
窦进京贡献，得以“侨邸燕台”；四年后，徐光启赴京会
试，考选为翰林院庶吉士。两人相识后渐有来往，徐光
启常去利玛窦寓所谈论“天主大道”，利玛窦以徐光启

“既自精心，长于文笔，与旅人辈交游颇久”，“私计得与
对译，成书不难”，故而认定徐光启为翻译《几何原本》
的合适人选。之后，利玛窦口传，徐光启笔授，二人“反
复辗转，求合本书之意，以中夏之文重复订正，凡三易
稿。迄万历三十五年（1607）春，前六卷译毕刊刻”并
改名为《几何原本》。后九卷则是到了 1857 年由中国
清代数学家李善兰（1811-1882）和英国人伟烈亚力译
完的。

万历三十五年（1607）《几何原本》在北京初次刻
印，此本即所谓“初刻本”，后经利玛窦手订，徐光启及
庞迪我（Diego de Pan-toja，1571-1618）、熊三拔

（Sabatino de Ursis，1575-1620）等校阅重修，遂成
万历三十九年（1611）之“再校本”。崇祯初年，李之藻

（1565-1630）又将其辑入《天学初函》，作为“器编”十
种之一，是为“初函本”。明刊本总体上基本承用“初刻
本”，虽版本众多，但各版本的具体内容特别是正文则
鲜有差异。入清后，《几何原本》作为西方数学典籍被
收入《钦定四库全书》。道光年间，有广东潘仕成《海山
仙馆丛书》刊本。后金陵书局于同治四年（1865），将
明译前六卷与伟烈亚力、李善兰合作续译的后九卷合
并印行，遂成全帙，世称“局本”“金陵本”。此后出版的

《几何原本》基本以此作为底本进行刻印或石印，其中
刘铎以明刊本互校，并将勘校列示于各卷之后的“《古
今算学丛书》本”较为精良。

随着《几何原本》译本问世，出现了一批研习之
作。如徐光启所做的 《勾股义》（1609），徐光启门
生孙元化的 《几何用法》（1608），其后李笃培 《中
西数学图说》（1631）、陈荩谟 《度算解》（1640）
等。入清后又继有方中通 《数度衍》（1661）、李子
金 《几 何 易 简 集》（1679）、 杜 知 耕 《数 学 钥》

（1681）、《几何论约》（1700）、王锡阐 《圜解》、梅
文鼎 《几何通解》、《几何补编》（1692）、庄亨阳

《几何原本举要》等。
同时，《几何原本》 的翻译也揭启了中西文化交

流的开篇大幕，此后，一批与西方几何学相关的数学
译著陆续问世，如《圜容较义》《测量法义》《测量全
义》《大测》《比例规解》等。这些西方著作给中国古
代数学输入了新鲜血液，引发了中国学者对几何学的
探索。

在教育方面，1862 年成立的北京同文馆设有
《几何原本》 课程，李善兰任总教习。地方学堂也以
《几何原本》 为教材，1898 年京师大学堂、1902 到
1903年兴建的一批中学堂以及1905年废除科举后兴
办的新式学校中，中学课程均采用了《几何原本》作
为蓝本的新教材。

在山西博物院珍藏的文物中，有不少与车有关。但
是，“刖（yuè）人守囿车”是其中的珍品之一。这件文物
的价值不仅在于展现了古代的机械制作工艺，更在于它
揭示了古代社会现实的另一面。历史并不都是奢华的宫
殿和多彩的霓裳，更是充满爱恨情仇的真实生活。

刖人守囿车，是 1989年在山西省闻喜县上郭村西周
墓地出土的。这件文物高 9.1 厘米,长 13.7 厘米,宽 11.3

厘米，是一件精巧的青铜厢式六轮车，一个成年人的手掌
可以轻松地将它托起。考古专家们研究认为，这可能是
一件当时贵族把玩的小物件,或是收藏小饰件的容器。
经历了2000多年的历史风霜，刖人守囿车的车厢顶盖仍
可以开启，并且顶盖开合时，车顶安装在固定轴上的四只
刻画入微的小鸟便会在重力的作用下自由转动。全车可
转动部位多达15处。

今天依然令人惊奇的是，在这样小的一个器物之上，
当年的工匠们竟然装饰了猴、虎、鸟等20多个动物形象，
采用了阴线雕刻、浅浮雕、高浮雕、圆雕、透雕等多种技
法。小车轮被两只顽皮的伏虎抱在腹中。车厢周身装饰
的各种伏兽形态各异，栩栩如生。

手艺高超的工匠通过这些奇思妙想，要表达一种什
么愿望？要记录一些什么内容？他们想塑造一种动物天
堂的快乐氛围吗？当我们的目光停留在精致的带活动插
销的车门旁时，赫然发现一个失去左脚的人在忠实地守
卫着。这个残缺的人物雕像揭示了久远之前的一个冷酷
社会生活现实。

专家们从《周礼》中找到了关于“刖者使守囿”的记
载。这里的“刖者”指的就是受过砍脚刑罚的人，而“囿”则

是指专门为王侯贵族饲养各种珍禽异兽的囿苑。“刖者使
守囿”，意思就是说:让受刑砍了脚的人去替贵族们看守囿
苑。从这些历史记载中，专家们认识到这件青铜车表达的
意境。“刖人”在看守囿苑的同时，也有些人是“守”囿车
的。这件青铜器实际上反映了西周时期对于奴隶的使用。

制造刖人守囿车的时代，经过专家考证，是在西周时
代。那时，奴隶制王朝的国家机器已经发展到顶峰，以贤
臣著称的姜太公在夏商刑罚制度的基础上制定了《九
刑》，内容包括脸上刺字、割鼻、断足、宫刑、斩首、鞭刑、流
放等内容，而可以施以这些刑罚的犯罪条款就有数千
条。这些条款很多都是用来惩罚奴隶的。等级分化在那
个时代依然十分明显，这个精致的青铜器工艺品，表现了
奴隶主阶级的生活状况，那个小小的“刖人”也让我们看
到了奴隶生活的残酷一面。

今天的我们已经无法去想象被砍掉一只脚后，用长长
的后半生与动物相依的感觉,但在那个“礼不下庶人，刑不
上大夫”的时代，那些达官贵人们见多了被施以各种刑罚
的百姓,自然能坦然地去把玩刖人守囿车一类的玩物！

刖人守囿车今天是山西博物院的一件珍贵文物，更
是一段冰冷历史的真实记载。

刖人守囿车：

奴 隶 社 会 的 两 极 人 生
□ 陈汾霞

《几何原本》：

一部成功的教科书

□ 程佳羽

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生动地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平常人家生活

的不断改善上——

《几何原本》的翻译揭启了中西文化

交流的开篇大幕，此后，一批与西方几何

学相关的数学译著陆续问世。这些西方

著作给中国古代数学输入了新鲜血液，

引发了中国学者对几何学的探索

历史并不都是奢华的宫殿和多彩的霓裳，更是充满爱恨情仇的真实生活

图为2018年度全国“最美家庭”揭晓现场。 李万祥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