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崇德老人曾纪芬是晚清大臣

曾国藩满女（最小的女儿）。 如今，

她的曾孙女聂崇彬重新释读《聂氏

重编家政学》， 融入新时代对家风

建设的解读，编写成新作《治家之

钥———崇德老人 < 聂氏重编家政

学 > 的生存智慧》一书。 书中不仅

揭示了曾国藩家族与其姻亲湖南

聂氏家族传承百年的奥秘，更阐述

了把家庭建设好、管理好对于社会

的重要性。 而聂崇彬也在这趟寻根

之旅中重拾祖先智慧，以留洋数十

年的生活经验，把传统家规家训与

当今西方教育理念相结合，思考新

时代家政学的意义。

家族薪火相传的奥秘

崇德老人曾纪芬所在的聂家曾

是沪上名门。 一百多年前，随着丈夫

聂辑槼官至上海道台， 曾纪芬也把

湘中曾家的家风家教带到了上海。

清王朝灭亡后， 聂氏家族转型工商

业，一度成为沪上商界巨头。

聂崇彬与曾祖母曾纪芬素未

谋面，大多是从奶奶口中听说曾祖

母的事， 而聂崇彬也从奶奶那里，

传承了规矩的重要性。 聂崇彬回

忆：“小时候家里的规矩很严。那时

候家里住在常熟路别墅，爷爷奶奶

他们住三楼。 我们在楼下客厅吃饭

时，一定要用湖南话请爷爷奶奶下

来，才能开饭。 我小时候很叛逆，不

想说湖南话， 但是为了吃饭没办

法，以至于到现在都还记得湖南话

怎么说。 ”

除了吃饭有规矩， 聂家对小孩

子的坐姿也有要求，“小时候家里每

人一个小板凳。 尽管家里有沙发，但

大人都不允许小孩坐， 认为会影响

他们生长发育。 吃住卧行，聂家的一

切都有规有矩。 ”聂崇彬回忆道。

百年风云变幻，尽管聂家已不

再拥有田地企业，却并没有没落衰

败。 聂家子弟靠着一技之长和良好

的家风，继续活跃在社会上。 究其

原因，是聂家良好的家风家训持续

发挥着作用，“因为从小就强调教

育， 我们家的人个个都是高学历。

我高考时因为身体原因没进入大

学，但我自己一直在学习，夜校和

学习班没停过。 去香港当了宾馆经

理后， 我更加努力学习管理知识，

最终等我拿到香港理工大学管理

毕业文凭的时候，孩子都四岁了。 ”

聂崇彬回忆道。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得益于

小时候严格的家教，聂崇彬成功通

过香港理工大学的面试。“那时面

试官问我一个问题，如果说你是一

个主管，公司现在有很多的在职训

练，但是你的下属怨气冲天，你怎

么处理？ 我回答说，先看看有没有

办法改善。 如果没有，那就强制执

行。 如果你不能适应，那你只能走。

这个问题答对了，我成功进入了香

港理工学院。 ”

现代社会强调男女分工， 全职

主妇不多见， 书中有些家政内容已

不再符合现代人的价值观。 尽管如

此，聂崇彬相信有些东西是不变的，

如幼儿教育和家庭卫生的重要性、

勤俭持家是致富的前提等。 这些不

仅是聂家传承百年的秘诀， 更是中

华民族代代相传的美德。

由聂云台（聂缉椝儿子）创办的

聂中丞华童公学， 即现在的上海市

市东中学，其校训“堂堂正正做人，

实实在在做事”便源自聂家家训，聂

崇彬也一直把这句话作为自己的人

生信条。

去美国后， 聂崇彬入职星岛日

报工作， 在各种小细节上贯彻着踏

实做事的理念。 一次，有位画廊老板

想在她负责的版面里用很小的篇幅

宣传一幅画， 老板说这是一幅工笔

画。 本来这只是例行宣传，但较真的

聂崇彬花费了很长时间找到作者，

最终发现这是一幅临摹画。 这种踏

实做事的态度，受到了主编的青睐。

2017 年， 在离开星岛日报两年后，

主编仍邀请她回去负责一本新创刊

杂志的工作。 聂崇彬相信，这与她从

小受到的家风教育是分不开的。

曲折的寻书之旅

2015年， 聂崇彬开始着手整理

和研究家族历史，回到湖南寻访祖先

旧居。 在曾国藩故居富厚堂与人交流

时，聂崇彬无意间发现了《聂氏重编

家政学》的存在，但网上却找不到这

本书的痕迹。 在堂哥的帮助下，聂崇

彬联系到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

图书馆的馆长程健，看是否能找到些

蛛丝马迹。 恰巧馆长也是上海人，对

聂崇彬整理家族历史的想法深表赞

同。 遗憾的是，东亚图书馆里并没有

《聂氏重编家政学》的线索。 程馆长表

示，自己的堂哥在北京国家图书馆工

作，有需要的话可以提供帮助。

聂崇彬没有多想，在回到上海的

旧居参观时， 顺道去上海图书馆寻

找线索。 这一次幸运眷顾了她，电脑

查询系统上查到了《聂氏重编家政

学》的存在，但书架上却并没有这本

书。 询问之下，工作人员给出回复：

因为系统和北京相连， 所以只有一

种可能， 书被收藏在北京国家图书

馆中。

功夫不负有心人，聂崇彬通过先

前结识的程馆长，顺利联系上了程馆

长的堂哥———在北京图书馆工作的

程真先生。 由于图书馆上午 9 点开

馆，两人约定于 8：30在图书馆见面。

初来北京的聂崇彬不熟悉交通，只能

求助居住在北京的堂哥堂嫂。 由于聂

家一贯的节俭传统，两人建议她乘坐

地铁前往。 出发前一天，侄女恰巧打

来电话，两人聊到第二天乘地铁去图

书馆的事，侄女及时阻止：“姑，你可

千万不能听他们的， 你这时候去地

铁，连地铁门都挤不进。 ”

听从侄女意见， 第二天聂崇彬

提早打车顺利抵达图书馆。 在程真

的帮助下， 聂崇彬发现，《聂氏重编

家政学》并不是单行本，而是被收录

于清朝史料文档中。 由此，历经重重

困难，聂崇彬终于顺利拿到了《聂氏

重编家政学》原文，得以将百年前崇

德老人的治家理念重新发掘、 解读

和传承。

在重新释读《聂氏重编家政学》

的过程中， 聂崇彬获得了来自社会

与家族的大量帮助。 二堂哥崇嘉把

自己整理出的祖辈资料无私让给聂

崇彬使用； 三堂姐崇实和四堂哥崇

溢给予文字补充； 七堂姐崇慧纠正

文字错误； 七堂哥崇永负责部分章

节审阅。 聂家的后人们因为一个共

同的目标而行动起来， 为初刊于

1904 年的《聂氏重编家政学》重新

面世纷纷贡献自己的力量。 湖南曾

国藩研究会的学者们也支持聂崇彬

的行动，给予她大量帮助和启发。

祖先的根就在身边

聂崇彬曾与曾家后人谈起家规

传承。 虽然曾国藩家规家训以文字

的形式在后人中流传， 但真正让家

规传承百年的还是一代代曾家人的

言传身教。 曾国藩家训甚多，但后人

们的言传身教其实尽在“读书明理，

谨言慎行”八个字中。 与曾家相似，

聂家的百年传承也依靠一代代聂家

人“润物细无声”地影响后代。 聂崇

彬相信， 由家规形成的良好生活习

惯以及优良品格， 给孩子们打下坚

实的做人基础。 (下转第 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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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孩子不再是自家“私事”

“一到冬季， 宝宝时常感

冒， 有时还会染上支气管炎、

肺炎等呼吸道疾病，太让人崩

溃了！ ”不少家长很困惑。如何

让宝宝健康过冬成了家长在

冬季里关注的重点。

切断传播链 呵护宝宝健康 谷爱凌： 冬奥“主场作战”
【
本
期
导
读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

法》 从 2022年 1月 1日开始正式实

施。 这是我国首次就家庭教育进行专

门立法，家庭教育从“家事”上升到

“国事”。 这部法律的出台也催生了一

个网络热词———依法带娃。

“党的十八大以

来，“家风” 建设被

提到了前所未有的

高度。 出版于 100

多年前、 由曾国藩

女儿曾纪芬撰写的

《聂氏重编家政学》

中就有许多可供今

人汲取的养分。

◆见习记者 曹儒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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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崇彬二〇一六年在聂家花园，此

主建筑群目前正在改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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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 2022 年 1 月 10 日，

自由式滑雪坡面障碍技巧世界杯美

国猛犸山站结束女子决赛，中国选手

谷爱凌以 91分获得亚军收官。至此，

谷爱凌在 36 天斩获 6 冠， 捧起了 U

型场地项目的世界杯总冠军奖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