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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

“我的祖国我的家·弘扬广州好家风”主题演讲比赛决赛举行

我的祖国我的家 羊城传唱好家风
演讲金句

文/广
州日报全媒体记者肖桂来、伍仞 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苏韵桦 通讯员穗纪宣

什么是好家风？来自市妇联的王珊说，是父亲“先有国之大家平安稳定，后有你我小家幸福安
康”的谆谆教导；好军嫂王燕玲说，是“国家这么大，总要有人奉献”的家庭格言；番禺区思政课老师余
创华说，是人民音乐家冼星海音乐中所蕴含的“顶硬上、敢为先”精神⋯⋯

好家风里，有家更有国。每个家庭、个体的成长都离不开国家的繁荣稳定发展，只有融入时代发
展的洪流中，好家风才有生命力和感染力。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9 月 20 日，由广州市纪委监委、广州市委宣传部联合举办
的“我的祖国我的家·弘扬广州好家风”主题演讲比赛迎来决赛。经过激烈比拼，决出了本年度广州

“最美家风”。选手们用至真的感情和精彩的演讲阐释了：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好家风影响的
不仅是你我之小家，更是国之大家。

随着活动的推进，“我的祖国我的家·弘扬广州好家风”主题演讲比赛正在羊城大地掀起一股弘
扬好家风的热潮，参与活动者数以万计，直接参与演讲比赛者逾千人。选手们紧紧结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 70 年来的伟大成就，围绕“广州十大好家风”，以紧贴现实生活、展现真情实感的主题演讲，
阐释好家风的价值意蕴，演绎好家风的历史传承，讲述好家风的感人故事，展现好家风的先进事迹。

“我的祖国我的家·弘扬广州好家风”主题演
讲比赛决赛分为成人组和青少年组各 10 组，他们
之中有学生、老师，也有纪检干部、缉毒警察、地铁
员工、军嫂等，年龄跨度大、职业身份广。他们有
的“单枪匹马”上阵，有的组团登台。各路选手饱
含情感、金句频出，精彩的演绎赢得台下观众阵阵
掌声，给观众带来了深刻的心灵震撼和启迪。

青少年组的决赛中，童言童语让在场的成年
观众时而侧耳倾听，时而发出会心的笑声。来自
增城区香江学校的 8 号“兄妹档”选手朱家浚、陈牧
杭，是年龄最小的一组选手，哥哥家浚 9 岁，妹妹牧
杭 7 岁，他们在演讲中展现出家庭成员间满满的爱
意：既有父母和子女之间的爱，也有兄妹手足之间
的爱。他们告诉大家，父母在生活中的一言一行
就是自己最好的榜样，就是家风的传承。家浚说：

“妈妈教育我们，人能走多远，不问双脚，要问意
志。人能攀多高，不问双手，要问志向”。牧杭说：

“父母用行动教会我勤奋与毅力”。兄妹两人最后
以两首诗道出父母的榜样作用，引发全场鼓掌喝
彩。广州市第六十五中学学生童齐嘉，讲述了家
中长辈平日里的行为与教诲对自己的影响。“我的
奶奶教给我的是她的勤俭节约，做乡村医生的爷
爷教给我的是他的恪尽职守，我的父母教给我的
是他们的诚实守信。”童齐嘉说，自己会接过长辈
手中的接力棒，成为好家风的代言人。

成人组演讲者则给观众们带来更多沉思和感
动。花都区“村官”何莉以《军人世家、三代村官》
为题，讲述了自己一家三代传承“保家卫国”基因
的故事，她说：“在 1998 年那场特大洪水的抢险救
灾中，我的丈夫和他的战友们跳进洪水里用身体
筑起一道道人墙，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全。2008
年的冰灾维稳、2010 年的亚运安保、海关执勤都有
他们的家国情怀、使命担当！而我，也和所有的军
嫂一样在他的身后给予支持和力量。”话音刚落，
全场观众给予了她最热烈的掌声。

“小豆丁”讲述父母榜样
军嫂阐释“国是千万家”

“家风正，则社风清；家风正，则党风端。”据广
州市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介绍，2016 年以来，市纪
委监委、市委宣传部联合多部门举办“弘扬广州好
家风”系列主题活动，其中包括“广州好家风”征
选、好家风短视频征集、好家风熏陶营等，大力弘
扬广州好家风，以千千万万家庭的好家风支撑起
全社会的好风气。

今年“我的祖国我的家·弘扬广州好家风”主
题演讲比赛各分赛区干部群众参与度高，作品质
量优良，涌现出一大批优秀讲述者。从机关到社
区，从城市到乡村，广州处处都在传唱好家风，人
民群众对好家风的追求向往热情高涨，展现了广
州好家风在新时代的传承。

为了打造精品力作，比赛历经全市海选、深度
挖掘、专业集训、集中汇演等，并采取立
体、全景、多元的融媒体传播形式加以呈
现。活动期间，广州日报以及广州市纪委
监委官方网站、微信、微博、《廉洁广州导
报》、廉洁广州聚焦电视节目对参赛作品、
选手及其背后的故事进行持续集中报道。

比赛邀请演讲专家，采取作品研讨、
一对一辅导、集中指导等方式，从海选到
汇演全流程培训机制。赛后，还将通过制作演讲
作品视频、举办汇演、展览、设计线上文创产品等
方式，用活用好活动成果，组建弘扬广州好家风宣
讲团，利用新时代红色文化讲堂、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反腐倡廉教育基地等场所，深入开展宣讲活
动，持续传播广州好家风正能量，不断擦亮广州好
家风建设品牌。

这是一场好家风演讲比赛，也是一场好家风
故事会。“我的祖国我的家·弘扬广州好家风”主题
演讲比赛持续数月，正在羊城大地上激发起崇尚
好家风、学习好家风、践行好家风的热潮，广州好
家风在千家万户厚植扎根、接力传承。

全媒体宣传推广
传播广州好家风正能量

现场直击

担任比赛评委的清华大学《演讲与口才》课程
导师颜永平在赛后点评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
本在家。20 组选手讲述了对祖国、民族和家庭的
爱，让人深受感动与启发。我们中华民族有一种
巨大凝聚力，有一种优秀美德，就是家国情怀。”颜
永平表示，参赛作品无论从思想内容、故事情节，
还是语言表达、情感呈现，无论是青少年组还是成
人组，都做到了音美、形美、意美，活动专业水平
高，演讲形式新颖出彩，发挥了非常好的家风传承
社会效果。

现场一位观众则告诉记者：“演讲者的家国情
怀让我们内心澎湃不已，触动灵魂，唤醒思考，他
们讲述的故事就是好家风传承最朴实、最生动的
注脚。我深深地感受到了革命前辈的红色家风其
实就在我们身边。”

的确，好家风就是身边人身边事，就是从细微
处见真情，它总能在潜移默化中传递“赤子心，爱
国情”“诚立身，务实干”“常修身，自立强”等优秀
品质，这样的一场演讲比赛，不仅仅是一场比赛展
演，更是一场生动的家风实践教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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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赛青少年组：
10 月 1 日 18:50~19:20

决赛成人组：
10 月 2 日 18:50~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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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组获奖名单

评委观众有话说
好家风就在身边

声声入心

王珊

奖项 姓名 作品 选送单位
一等奖 王燕玲 《甘做僚机》 天河区

何 莉 《军人世家 三代村官》 花都区
二等奖 叶晨、吴昊男 《无悔的选择》 增城区

王珊 《最忆父亲》 市妇联
李德君 《孝顺，就是让父母有存在感 》 越秀区

三等奖 徐昌鹏、杨柳等 《“吵”出来的家风》 市国资委
宋世伟 《 暖男暖心 温暖前行 》 市国资委
肖宝雯 《守望家风，方守得廉政之风》 白云区
余创华 《星海回家》 番禺区
鄢中铎、莫锦清、傅玉 《警察老向》 市直机关工委

奖项 姓名 作品 选送单位
一等奖 朱家浚、陈牧杭 《家风滋润我们成长》 增城区

凌敬轩 《常修身 自立强》 黄埔区
二等奖 王雨欣、袁安国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 番禺区

周麟一 《马甲爸爸》 花都区
黄钰凌 《争做明礼守法的好少年》 越秀区

三等奖 闫茂睿 《书香浓 勤耕读》 南沙区
谭嘉乐 《诚实守信代代传》 从化区
刘容伯 《“家”油站三件宝》 海珠区
林敬修、林敬信 《传承好家风 筑梦新时代》 荔湾区
童齐嘉 《让家风在实践中传承》 白云区

成人组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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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子心，爱国情
“他一心装满国，我一手撑起家”

在演讲中，军嫂王燕玲自豪动情地讲述了她
和即将参加国庆阅兵的飞行员丈夫的家风故事，
抒发了“甘做僚机传家风，共筑强军强国梦”的家
国情怀。飞行部队有长机和僚机的说法，长机是
作战中负责攻击目标的主机，僚机则是负责跟在
长机后面或者侧面提供支援和掩护。“婚后我就把
丈夫视为长机，自己甘愿做了僚机。他一心装满
国，我一手撑起家。”

在家庭中，王燕玲担起“僚机”角色，助力丈夫
全力放飞“强军”梦想。“我扛起家庭的重担，孝敬
公婆，培养孩子，随着部队的调防 5 次举家迁徙，尽
量不让他为家分心。”王燕玲表示，17 岁的儿子从
小到大，最崇拜的人就是爸爸。“明年高考，他立志
报考军校，像爸爸一样做一名军人，实现强军强国
梦想。”王燕玲表示，今年十月一日，丈夫将参加国
庆阅兵，驾驶我国自主研发的最先进战斗机，飞越
天安门广场，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

随手帮，重仁义
“家是人生无形的学堂”

在广州地铁工作的宋世伟人称“地铁暖男”。
2016 年，他曾进入失火的邻居家，救出一名被浓烟
包围的孩子，并因此被评为“广州好人”。

接受记者采访时，宋世伟表示，家是人生无形
的学堂，在母亲的影响下，他从小就知道，要对有
需要的人伸出援手，要主动关怀他人，如今自己的
行为也影响着下一代。“女儿有一次看到电视里播
放了一则关爱贫困山区儿童的公益广告，指着电
视中的破旧课桌说‘想给他们买一个新的’，我既
惊讶又欣慰。于是，我就以她的名义资助了云南
省姚安县的一名贫困儿童，每年都按时捐助，而且
一年一年地延续了下去。”

宋世伟所在的广州地铁也是一个给市民提供
温暖的“大家庭”：乘客身体不舒服，车站备有爱心
药箱；突降暴雨，车站有免费的爱心雨伞、雨衣；市
民带婴儿出行，车站有母婴室；残障人士出行，有
工作人员专门为其服务⋯⋯去年一年，广州地铁
收到了 1500 多封来自乘客的表扬信。“从仅有的几
条线路逐渐向线网发展，广州地铁的历程证明，祖
国正在一步一步走向繁荣。作为一名‘80 后’，希
望未来祖国能更加强大。”宋世伟激动地说。

常修身，自立强
“我们的名字就蕴含了家风传承”

来自荔湾区詹天佑小学的姐弟林敬修、林敬
信，今年分别 11 岁、10 岁，他们名字的寓意源于《论
语》中“事思敬，执事敬，修己以敬，敬事而信”，蕴含
着林氏家风，强调做人要懂得修身处事。

姐弟俩和铁路有着特殊的缘分。他俩就读的
小学就是以“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命名的。他俩
的家附近有一尊詹天佑铜像，每当一家人散步经
过时，爸爸妈妈总是绘声绘色地向儿女讲述詹天
佑的故事。姐弟俩的父母也都在铁路部门工作，
是我国高铁建设事业中的一颗“螺丝钉”。“每到假
期爸爸妈妈总是忙碌，回不了家。后来爷爷告诉
我们，现在高铁网络四通八达，复兴号日行千里，
这里面就有爸爸妈妈的付出。”

“以前的人都坐蒸汽火车、绿皮火车，现在有
高铁了，出行就方便多了。”弟弟敬信对于铁路、火
车有着浓厚兴趣，对复兴号的知识也很了解。姐
弟俩还热爱发明创造，上学期做出了小流域水利
发电的小发明。“只有学到真本事，才能像詹天佑
爷爷一样，更好地报效祖国。”

廉行事，公私明
“小家的风清气正带动大家的‘朗朗乾坤’”

白云区纪委监委干部肖宝雯以《守望家风，方
守得廉政之风》为题讲述了自己的家风故事。赛
后她表示，这不仅是一场比赛，更是一场广州好家
风的精神洗礼，自己从中收获了滋养。“我邀请了
父母来到决赛现场观看比赛，回家的路上他们跟
我说，曾被好几位选手讲述的家风故事打动落
泪。”肖宝雯表示，作为一名纪检监察干部，在平时
的工作中更能体会到家风建设对党风政风的深刻
影响。“只有每一位党员干部都守好自己小家的清
正家风，才能带动党风政风持续向好，才能在全社
会营造廉洁氛围。”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什么是规矩？“道德与法律
就是我们要做到的规矩。”来自越秀区文德路小学学
生黄钰凌说，自己的法官爸爸经常讲述法律案例，告
诫自己生活中要养成懂礼貌，在校遵守校规，过马路
时做到红灯停绿灯行等好习惯。

诚立身，务实干
“新时代需要‘顶硬上、敢为先’的好家风”

番禺区思政课教师余创华为大家讲述了《星
海回家》的故事。冼星海的故乡是番禺，余创华
说，“顶硬上”是儿时萦绕在星海耳边的劳动号子，
是母亲黄苏英传给星海的好家风，更是融入星海
血液的精神内核。作为一名思政课老师，余创华
将冼星海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让我们和星海一
样，坚守一颗中国心，我们所在的地方就是中国，
我们怎么样，中国便怎么样，我们顶硬上，中国便
顶硬上！”

孝长辈，爱幼亲
“孝顺，就是让父母自觉被需要”

如何孝敬老人？来自越秀区妇联的李德君很
有心得：“孝顺，也需要智慧。最好的孝顺并不是
不断地给予，而是能让父母找到存在感。能让他
们知道，即使老了，自己也依然是一个对社会有用
的人！既然夕阳无限好，何须哀叹近黄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