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版說明

家庭是社會的基本細胞，家庭的前途命運同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命

運緊密相連。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同志圍繞注重家庭、注重家

教、注重家風建設發表的一系列重要論述，立意高遠，內涵豐富，思

想深刻，對於動員社會各界廣泛參與家庭文明建設，努力使千千萬萬

個家庭成為國家發展、民族進步、社會和諧的重要基點，把實現個人

夢、家庭夢融入國家夢、民族夢之中，匯聚起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

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磅礡力量，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義。為幫助廣大幹部群眾學習、理解、掌握習近平同志的重要論述，

我們編輯了《習近平關於注重家庭家教家風建設論述摘編》。

本書內容，摘自習近平同志二○一二年十一月十五日至二○二○

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期間的報告、講話、談話、說明、答問等六十多篇

重要文獻，分七個專題，共計一百零七段論述。其中一些論述是第一

次公開發表。

� 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

� 二○二一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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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社會的基本細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學校。不論時代發生多

大變化，不論生活格局發生多大變化，我們都要重視家庭建設，注重

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風，緊密結合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

觀，發揚光大中華民族傳統家庭美德，促進家庭和睦，促進親人相親

相愛，促進下一代健康成長，促進老年人老有所養，使千千萬萬個家

庭成為國家發展、民族進步、社會和諧的重要基點。

《在二○一五年春節團拜會上的講話》（2015年 2

月 17日），《人民日報》2015年 2月 18日

隨着我國改革開放不斷深入，隨着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不斷推進，

隨着我國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城鄉家庭的結構和生活方式發生了

新變化。但是，無論時代如何變化，無論經濟社會如何發展，對一個

社會來說，家庭的生活依託都不可替代，家庭的社會功能都不可替

代，家庭的文明作用都不可替代。無論過去、現在還是將來，絕大多

數人都生活在家庭之中。我們要重視家庭文明建設，努力使千千萬萬

個家庭成為國家發展、民族進步、社會和諧的重要基點，成為人們夢

想啟航的地方。

《在會見第一屆全國文明家庭代表時的講話》

（2016年 12月 12日），習近平《論黨的宣傳思

想工作》，中央文獻出版社 2020年版，第 28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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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大家注重家庭。家庭是社會的細胞。家庭和睦則社會安定，

家庭幸福則社會祥和，家庭文明則社會文明。歷史和現實告訴我們，

家庭的前途命運同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命運緊密相連。我們要認識到，

千家萬戶都好，國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國家富強，民族復興，人

民幸福，不是抽象的，最終要體現在千千萬萬個家庭都幸福美滿上，

體現在億萬人民生活不斷改善上。同時，我們還要認識到，國家好，

民族好，家庭才能好。當前，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正在實現「兩個一百

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新長征路上砥礪前

行。只有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家庭夢才能夢想成真。中

國人歷來講求精忠報國，革命戰爭年代母親教兒打東洋、妻子送郎上

戰場，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先大家後小家、為大家捨小家，都體現着向

上的家庭追求，體現着高尚的家國情懷。

《在會見第一屆全國文明家庭代表時的講話》

（2016年 12月 12日），習近平《論黨的宣傳思

想工作》，中央文獻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281—

282頁

廣大家庭都要把愛家和愛國統一起來，把實現家庭夢融入民族夢

之中，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用我們四億多家庭、十三億多人民

的智慧和熱情匯聚起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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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復興中國夢的磅礴力量。

《在會見第一屆全國文明家庭代表時的講話》

（2016年 12月 12日），習近平《論黨的宣傳思

想工作》，中央文獻出版社 2020年版，第 282頁

發揮婦女獨特作用，推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家庭落地生根。

我說過，家是最小國，國是千萬家。做好家庭工作，發揮婦女在社會

生活和家庭生活中的獨特作用，發揮婦女在弘揚中華民族家庭美德、

樹立良好家風方面的獨特作用，以小家庭的和諧共建大社會的和諧，

形成家家幸福安康的生動局面，是黨中央交給婦聯組織的重要任務，

也是婦聯組織服務大局、服務婦女的重要着力點。

《在同全國婦聯新一屆領導班子成員集體談話時

的講話》（2018年 11月 2日）

這幾年，我反覆強調要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風，是因為

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了重大變化，家庭結構和生活方式也發生了新

變化。過去大家的需求主要是吃飽穿暖，現在物質條件好了，人民群

眾熱切期盼高質量的家庭生活和精神追求，希望子女能夠接受更好的

教育，老人能夠得到更貼心的照料，等等。還要看到，當前城鄉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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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模日趨變小，家庭成員流動頻繁，留守兒童、空巢家庭等現象日益

突出。要積極回應人民群眾對家庭建設的新期盼新需求，認真研究家

庭領域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把推進家庭工作作為一項長期任務抓實

抓好。

《在同全國婦聯新一屆領導班子成員集體談話時

的講話》（2018年 11月 2日）

中國人自古以來就具有家國情懷，國是第一位的，沒有國就沒有

家，沒有國家的統一強盛就沒有家庭的美滿和個人的幸福。

在同希臘總統帕夫洛普洛斯會談時的談話 （2019

年 5月 14日），《人民日報》2019年 5月 15日

要發揚優良傳統，承擔歷史使命，把黨和國家確定的奮鬥目標作

為自己的人生目標，以民族復興為己任，自覺把人生理想、家庭幸福

融入國家富強、民族復興的偉業之中，做新時代的追夢人。

《在全國勞動模範和先進工作者表彰大會上的講

話》（2020年 11月 24日），人民出版社單行本，

第 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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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一直讚美賢妻良母、相夫教子、勤儉持家，這些是中華民

族傳統優秀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要強調發揮好婦女在社會上的

作用，也要強調發揮好婦女在這些方面的作用。這也十分重要，關係

到家庭和睦，關係到社會和諧，關係到下一代健康成長。當然，男同

志在家庭中也要發揮作用，但女同志有自己的優勢。男同志在家裡不

能當「大爺」，不能回到家裡就衣來伸手、飯來張口。我是能做一手

好飯菜的，插隊時練出的基本功。

《在同全國婦聯新一屆領導班子集體談話時的講

話》（2013年 10月 31日）

春節是萬家團圓、共享天倫的美好時分。遊子歸家，親人團聚，

朋友相會，表達親情，暢敘友情，抒發鄉情，其樂融融，喜氣洋洋。

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重視家庭、重視親情。家和萬事興、天倫之樂、

尊老愛幼、賢妻良母、相夫教子、勤儉持家等，都體現了中國人的這

種觀念。「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誰

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唐代詩人孟郊的這首《遊子吟》，生動表

達了中國人深厚的家庭情結。

《在二○一五年春節團拜會上的講話》（2015年 2

月 17日），《人民日報》2015年 2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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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族歷來重視家庭。正所謂「天下之本在家」。尊老愛幼、

妻賢夫安，母慈子孝、兄友弟恭，耕讀傳家、勤儉持家，知書達禮、

遵紀守法，家和萬事興等中華民族傳統家庭美德，銘記在中國人的心

靈中，融入中國人的血脈中，是支撐中華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傳的

重要精神力量，是家庭文明建設的寶貴精神財富。

《在會見第一屆全國文明家庭代表時的講話》

（2016年 12月 12日），習近平《論黨的宣傳思

想工作》，中央文獻出版社 2020年版，第 280頁

中華民族歷來重真情、尚大義。「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一句

「回家過年」，牽動着億萬中國人最溫馨的情愫。萬家團圓、共享天

倫，走親訪友、共祝美好，貫穿其中的就是濃濃的親情、友情、愛

情、同志之情。當今社會快速變化，人們為工作廢寢忘食，為生計奔

走四方，但不能忘了人間真情，不要在遙遠的距離中割斷了真情，不

要在日常的忙碌中遺忘了真情，不要在日夜的拚搏中忽略了真情。

《在二○一七年春節團拜會上的講話》（2017年 1

月 26日），《人民日報》2017年 1月 27日

中華文明根植於農耕文明。從中國特色的農事節氣，到大道自

然、天人合一的生態倫理；從各具特色的宅院村落，到巧奪天工的農

業景觀；從鄉土氣息的節慶活動，到豐富多彩的民間藝術；從耕讀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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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父慈子孝的祖傳家訓，到鄰里守望、誠信重禮的鄉風民俗，等

等，都是中華文化的鮮明標籤，都承載着華夏文明生生不息的基因密

碼，彰顯着中華民族的思想智慧和精神追求。

《傳承發展提升農耕文明，走鄉村文化興盛之路》

（2017年 12月 28日），習近平《論黨的宣傳思

想工作》，中央文獻出版社 2020年版，第 294頁

中華民族歷來重視家庭，正所謂「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

家」，家和萬事興。國家富強，民族復興，最終要體現在千千萬萬個

家庭都幸福美滿上，體現在億萬人民生活不斷改善上。千家萬戶都

好，國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

《在二○一八年春節團拜會上的講話》（2018年 2

月 14日），《人民日報》2018年 2月 15日

「正家，而天下定矣。」古時，那些子孫多賢達、功業多卓著的

名門，無不與其良好家風的傳承息息相關。北宋楊家興隆三代，將帥

滿門，人人忠肝義膽、戰功卓著。究其緣由，不由讓人感歎「楊家兒

孫，無論將宦，必以精血肝膽報國」之家風的分量。

《在同全國婦聯新一屆領導班子成員集體談話時

的講話》（2018年 11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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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儉是我們的傳家寶，甚麼時候都不能丟掉。要大力弘揚中華民

族勤儉節約的優秀傳統，大力宣傳節約光榮、浪費可恥的思想觀念，

努力使厲行節約、反對浪費在全社會蔚然成風。

《在第十八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

議上的講話》（2013年 1月 22日）

廣大婦女要自覺肩負起尊老愛幼、教育子女的責任，在家庭美德

建設中發揮作用。作為母親，應該把愛學習、愛勞動、愛祖國的觀念

從小就傳遞給孩子，幫助他們形成美好心靈，促使他們健康成長，長

大後成為對國家和人民有用的人。

《在同全國婦聯新一屆領導班子集體談話時的講

話》（2013年 10月 31日）

節約糧食要從娃娃抓起，我們小時候都接受了這方面的嚴格家

教，不要說剩飯，就是一粒米家長也不讓浪費。「鋤禾日當午，汗滴

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中國文化中有很多關於節約糧

食的內容，應該從小給孩子們灌輸，弘揚勤儉節約的好風尚。要加強

節約糧食工作，從餐桌抓起，從大學食堂和各個單位食堂、餐飲業抓

起，從幼兒園、託兒所以及各級各類學校抓起，從每個家庭抓起，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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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約糧食在全社會蔚然成風。

《在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的講話》（2013年 12月

23日），《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

央文獻出版社 2014年版，第 668頁

每個人的生活都是由一件件小事組成的，養小德才能成大德。

少年兒童不可能像大人那樣為社會做很多事，但可以從小做起，每天

都可以想一想，對祖國熱愛嗎？對集體熱愛嗎？學習努力嗎？對同學

們關心嗎？對老師尊敬嗎？在家孝敬父母嗎？在社會上遵守社會公德

嗎？對好人好事有敬佩感嗎？對壞人壞事有義憤感嗎？這樣多想一

想，就會促使自己多做一做，日積月累，自己身上的好思想、好品德

就會越來越多了。聽說有的同學喜歡比吃穿，比有沒有車接車送，比

爸爸媽媽是幹甚麼工作的，這樣就比偏了。一定不能比這些。「自古

雄才多磨難，從來紈絝少偉男」、「少年辛苦終身事，莫向光陰惰寸

功」。要比就比誰更有志氣、誰更勤奮學習、誰更熱愛勞動、誰更愛

鍛煉身體、誰更有愛心。

《從小積極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2014年 5月 30日），《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

一卷，外文出版社 2018年版，第 18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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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兒童正在形成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過程中，需要得

到幫助。不要嫌父母說得多，不要嫌老師管得嚴，不要嫌同學們管得

寬，首先要想想說得管得對不對、是不是為自己好，對了就要聽。有

些事沒有做好，這不要緊，只要自己意識到、願意改就是進步。自己

沒有意識到，父母、老師、同學指出來了，使自己意識到、願意改也

是進步。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

《從小積極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2014年 5月 30日），《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

一卷，外文出版社 2018年版，第 183—184頁

讓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少年兒童中培育起來，家庭、學校、少

先隊組織和全社會都有責任。

《從小積極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2014年 5月 30日），《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

一卷，外文出版社 2018年版，第 184頁

家庭是孩子的第一個課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個老師。家長要時

時處處給孩子做榜樣，用正確行動、正確思想、正確方法教育引導孩

子。要善於從點滴小事中教會孩子欣賞真善美、遠離假醜惡。要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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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孩子的思想動態和行為變化，隨時做好教育引導工作。

《從小積極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2014年 5月 30日），《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

一卷，外文出版社 2018年版，第 184頁

希望大家注重家教。家庭是人生的第一個課堂，父母是孩子的第

一任老師。孩子們從牙牙學語起就開始接受家教，有甚麼樣的家教，

就有甚麼樣的人。家庭教育涉及很多方面，但最重要的是品德教育，

是如何做人的教育。也就是古人說的「愛子，教之以義方」，「愛之

不以道，適所以害之也」。青少年是家庭的未來和希望，更是國家的

未來和希望。古人都知道，養不教，父之過。家長應該擔負起教育後

代的責任。家長特別是父母對子女的影響很大，往往可以影響一個人

的一生。中國古代流傳下來的孟母三遷、岳母刺字、畫荻教子講的就

是這樣的故事。我從小就看我媽媽給我買的小人書《岳飛傳》，有十

幾本，其中一本就是講「岳母刺字」，精忠報國在我腦海中留下的印

象很深。作為父母和家長，應該把美好的道德觀念從小就傳遞給孩

子，引導他們有做人的氣節和骨氣，幫助他們形成美好心靈，促使他

們健康成長，長大後成為對國家和人民有用的人。

《在會見第一屆全國文明家庭代表時的講話》

（2016年 12月 12日），習近平《論黨的宣傳思

想工作》，中央文獻出版社 2020年版，第 28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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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大家庭都要重言傳、重身教，教知識、育品德，身體力行、耳

濡目染，幫助孩子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邁好人生的第一個台階。

要在家庭中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導家庭成員特別是下

一代熱愛黨、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熱愛中華民族。要積極傳播中華

民族傳統美德，傳遞尊老愛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儉持家、鄰

里團結的觀念，倡導忠誠、責任、親情、學習、公益的理念，推動人

們在為家庭謀幸福、為他人送溫暖、為社會作貢獻的過程中提高精神

境界、培育文明風尚。

《在會見第一屆全國文明家庭代表時的講話》

（2016年 12月 12日），習近平《論黨的宣傳思

想工作》，中央文獻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282—

283頁

我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了培養擔當民族復興大任的時代新人

的戰略任務，婦聯要圍繞這個重大課題，在家庭工作中找準立德樹人

的切入點，幫助孩子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在同全國婦聯新一屆領導班子成員集體談話時

的講話》（2018年 11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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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開展以勞動創造幸福為主題的宣傳教育，把勞動教育納入人才

培養全過程，貫通大中小學各學段和家庭、學校、社會各方面，教育

引導青少年樹立以辛勤勞動為榮、以好逸惡勞為恥的勞動觀，培養一

代又一代熱愛勞動、勤於勞動、善於勞動的高素質勞動者。

《在全國勞動模範和先進工作者表彰大會上的講

話》（2020年 11月 24日），人民出版社單行本，

第 5—6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