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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康孝善之风润古今

太康县地处豫东平原，辖23
个乡镇，775个行政村（社区），总
面积1759平方公里，总人口151.9
万人。古为伏羲时代京畿重地，
夏朝戈国故地。夏王太康曾迁都
于此，史称阳夏。秦王嬴政二十
三年（公元前224年）始置阳夏县，
隋文帝开皇七年（587年），改阳夏
县为太康县、沿袭至今。

五千多年的文化血脉蕴含
着孝善基因。中国最古老的诗
歌——彰显孝道之源的《弹歌》
诞生于太康。汉赵煜《吴越春
秋》卷五载：“范蠡复进善射者
陈音。音，楚人也。越王请音而
问曰：‘孤闻子善射，道何所
生？’音曰：‘臣闻弩生于弓，弓
生于弹，弹起古之孝子。’越王
曰：‘孝子弹者，奈何？’音曰：古
者人民朴质，饥食鸟兽，渴饮雾
露，死则裹以白茅，投于中野。
孝子不忍见父母为禽兽所食，故
作弹以守之，绝鸟兽之害。故歌
曰‘断竹，续竹。飞土，逐宍’之
谓也。”陈音，是中原陈国（都今
淮阳县）人。陈音见越王勾践
时，陈国已被楚国灭掉。太康古
属陈地，因此中国最古老的彰显
孝道之源的《弹歌》也诞生于太
康大地。

在这片1759平方公里的土
地上，一代又一代的太康人用孝
德善行演绎出厚重的历史、灿烂
的文明。

春秋时期，位列孔子七十二
贤之一的高柴（字子羔），齐国
人。春秋时期卫国发生内乱，高
柴逃出卫国后，在陈国北部粱乡
（今太康县高贤集一带）被一侯
姓善人收留，创立高柴书院，设
馆授徒，施教八十八年，无疾而
逝。高柴自幼就很孝顺。母亲
体虚多病，他经常上山为母亲采
摘木耳和香菇，为母亲熬汤。《礼
记·檀弓上》记载，高柴服丧，“泣
血三年未尝见齿，君子以为

难”。相传高柴从小就有仁慈爱
心，不论玩耍游戏、采菇捕鱼，他
从不折生长的花草树木，逮住小
鱼小虾和雌鱼都放在水中以利
繁殖。

黄香（字文强），祖籍阳夏（今
太康），东汉时期官员、孝子。黄
香“扇枕温衾”的事迹被视为典
范，后人列为“二十四孝”之一，并
编入《三字经》千古传颂。

陶侃，东晋名将。幼时丧
父，家中贫困。陶侃侍奉母亲，
孝顺备至，闻名遐迩。西晋末年

“八王之乱”，全国黎民百姓无不
遭受灾难，流离失所。陶侃虽时
为郎中，忙于公差，生活难以维
持。其母不忍拖累陶侃，遂与大
批流民一起四处流浪，讨饭为
生。后来，陶母流落到陈郡阳夏
（今河南太康）县一带。全国各
地叛乱已平定，陶侃遂禀请皇上
恩准，弃官寻母。陶侃四处查
访，后来打听到，陶母曾一度流
落在太康境内的兴隆镇（今逊母
口集）、陶母营、陶母岗等地，后
卒葬于陶母岗。

袁昂“孝感上天”的故事记
载于《梁书·袁昂传》。袁昂，陈
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南朝名
臣、书画家。袁昂的父亲兵败被
杀时，首级被藏在京师建康以作
警示。宋后废帝时，袁昂得到父
亲首级后，恸哭吐血，昏迷后苏
醒过来，身着丧服，在父亲墓旁
筑室居住。

孝善文化传承绵延不断

在历代孝善典范的熏陶下，
太康人行敦孝友，崇德向善，尚
忠重义，尊儒重道。时至今日，
古之遗风存而尚劲。

在太康大地上，有许多与历
代孝善相关的遗迹和名村、名
地。历史上，与孝善有关的乡村
里社有45处之多。如今，因高
柴教书育人并葬于当地，百姓命
其地为高贤。陶侃寻母留下的

逊（寻）母口、陶母营、谢营、陶母
岗等以崇尚孝道而弘扬的名村
久负盛名。在太康县城关镇仍
存有南、北孝友街、博爱街、友善
胡洞。这些历代所留下的孝善
地名，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代
太康人。

据民国二十二年《太康县
志》记载，太康人尊儒尚文的明
证——现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
位，建于明代的太康文庙，正祀
至圣先师孔子，配祀孔子七十二
贤弟子与历代大儒。另有忠义
祠，祭祀历代13位乡人忠义者；
名宦祠，祭祀历代于此地为官并
受民拥戴者；乡贤祠，祭祀历代
53 位乡贤；大型先贤祠庙 42
座。自明至民国卓行汇传，孝行
类有42人，义行类有348人，教
泽类17人。

在民间，与孝善有关的庙会
尤以纪念陶侃寻母的陶母岗庙
会、白云寺庙会，纪念高柴的寿
圣寺庙会香火旺盛。陶母岗庙
会由于祭奠贤母陶母湛氏和孝
子陶侃而兴起，并形成了太康民
间习俗。

当代孝善文化迸发新活力

近年来，太康县深入挖掘传
统孝善文化，建设孝善文化载
体，全力营造全民重孝行善氛
围，在全县范围内形成了树孝
善、厚孝善、崇孝善、聚孝善、弘
孝善、明孝善的浓厚氛围。截至
目前，63名太康籍先进典型荣登

“中国好人榜”；百岁以上高龄老
人141人，占比达十万分之九以
上，80岁以上高龄老人 26854
人，占比达1.76%以上，均超过
了中国长寿之乡的必达标准，

“好人之城，孝善太康”成为全县
响亮的品牌。

强化领导，扎实开展创建工
作。太康县始终把创建工作与
全县中心工作同部署、同安排、
同落实，成立了由县委书记王国

玺、县长李锡勇任顾问，县委常
委、宣传部长谢成营任组长，其
他县领导班子成员任副组长，县
委办、县政府办等15个相关部
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太康县
创建“中国孝善文化之乡”领导
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
公室设在县文联，明确领导责任
和成员单位的分工，并多次召开
领导小组联席会，理清了工作思
路，制定了创建工作实施方案。
确保创建“中国孝善文化之乡”
工作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有
措施地规范运作。创建推动，擦
亮孝善品牌。

首先是强化领导，组建孝善
网络体系。太康县、乡、村三级均
成立有“孝善文艺宣传队”“慈善
会”“志愿者协会”“新风协会”“孝
善理事会”等孝善网络体系，通过

孝善网络体系深入挖掘传统孝善
文化、宣传传统孝善文化，塑造新
时代孝善文化，有力地营造全民
崇孝为善氛围，推动了创建“中国
孝善文化之乡”工作。

其次是树立标杆，打造好人
之城。培树好人文化，建立了党
委、政府主导、社会广泛参与、上
下联动的正能量引导传输机制，
营造了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浓
厚社会氛围。连续十年开展“十
行百星”评选表彰活动，百星人
物总量达1200余人。积极学习
好人，推荐身边好人，道德楷模，
善行义举层出不穷，“好人之城”
品牌越擦越亮。

同时，太康县建立了宣传好
人、嘉许好人制度。建设网络太
康好人馆，在人民公园设立“太
康好人园”，设立“好人一条街”，

对身边好人事迹集中展示。“中
国好人榜”太康上榜人员的事迹
制成宣传展板在公园广场和谢
安路、阳夏路、支农路等主要街
道两侧悬挂，将“中国好人”事迹
做成视频短片在电视台、网络媒
体播放，让好人精神可学、可亲、
可敬，放大好人精神，弘扬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

此外，太康县还大兴尊老敬
老，弘扬善行义举。依托新时代
文明传习所举办技术培训、文化
讲堂、家风传承，好人精神宣讲，
建成遍布城乡的志愿服务组织、
服务岗36个，邻里关爱、健康义
诊、心理辅导、扶贫济困、法律援
助、家政帮扶等志愿服务活动开
展得如火如荼。全县已建立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所27个，举办
各类活动 182 场次，受益群众

56000余人。
在破解养老难题方面，太康

县则探索出了符合当地实际的
工作经验，形成了太康县独有的
集中供养、社会托养、居村联养、
亲情赡养、邻里助养的“五养”模
式，全县9721名农村特困人员
选择了适合的供养方式，既破解
了供养难题，也取得了良好的社
会效果。

据统计，2017年以来，太康
县共投资2600万元对22个乡镇
敬老院实施改造，吸纳2068名
特困人员入住敬老院；新建、改
建居村联养点157个入住4327
人；有27家医院参与社会托养，
其中民营医院5家、乡镇卫生院
22家,入住 1989 位特困老人；
1252位老人和亲属生活在一起；
85名特困老人在助养人的帮助

下过上了幸福生活。“五养”模式
得到省市有关领导的充分肯定，
被《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河
南日报》、《大河报》等30多家主
流新闻媒体报道。

如今，孝善文化不仅在太康
县生根发芽，还延伸至其他领域
开花结果。其中，爱心早餐工
程，就是孝老爱亲的另一个体
现。由于街头环卫工大多是上
年纪的老人，2014年2月，太康
县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副会长
焦阳光发起成立了“太康县爱心
早餐”项目，每天为近300名年
龄大的环卫工人免费提供早
餐。现在，爱心早餐工程已成为
全国叫得响的志愿服务品牌，志
愿者由最初的几名发展到今天
的1万多名，先后有300多家单
位和民间公益组织来太康参观
学习，影响带动了全省176个县
市，并辐射到济南、西安、石家
庄、天津、深圳等地。

孝善文化载体多样，内涵丰富

创新载体，丰富孝善内涵，
是太康县发扬传承孝善文化的

“法宝”。
实际工作中，该县充分融入

孝善文化元素,梳理孝善文化脉
络,深入开展“孝善+”特色创建
活动，注重将孝善文化融入乡村
振兴、文明创建、乡风文明建设
中，让孝善之举落地生根。目前
围绕乡村振兴战略,全县已打造

“孝善+乡村振兴”示范点146个
行政村，实现了以点带面全县推
进战略。

同时，太康县积极开展孝善
系列文化活动，厚植“孝善之
根”。该县以弘扬孝善文化为抓
手，搭建丰富化、多样化、立体化
的活动载体，利用全县人口文化
广场开办“孝善讲堂”宣讲太康
孝善故事32期；组织排演孝善
文化道情戏《好媳妇》《孝顺媳妇
擀面条》《婆婆也是妈》《五养赞》

《居村联养点就是俺的家》等一
批孝善文化文艺精品，在乡村巡
回演出 200 余场次，受益群众
1.87万余人；邀请文化名人、艺
术名家来太康交流、采风，撰写

“百孝善碑”。组织开展太康“孝
善之星”评选活动，树立典型，加
强宣传，扩大太康孝善文化的影
响力，截至目前，各乡镇受表彰
人员达3000余人次。

太康县还创新开展民间文
艺活动,铸造“孝善之本”，充分
发挥乡镇文联全覆盖优势，组织
县、乡民间文艺家协会、村级文
化艺术协会，坚持以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为理念，深入挖掘创作
具有太康本土特色的“二十四孝
善”书画戏曲作品,并搜集、整理
太康传统孝善文化和新时期孝
善文化故事,编辑太康孝善文化
丛书一套（5本）；开展孝善文化
巡回书画展10余次；编撰家风
家训家规，有效推动良好家风、
家规、家训传承；组织编印具有
太康特色的乡土孝善文化教材,
对全县7万余名学生开展孝善教
育，激励学生向上向善、孝老爱
亲，培育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在保障老人权益，凝聚“孝
善之力”方面，太康县人大常委
会定期组织人大代表到敬老院、
老人活动中心、居村联养点等视
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老
年人权益保障法》情况，把老年
人“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
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工作
目标落到实处。

开辟新时代孝善文化新境界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
告中大力倡导孝道，激励人们要

“向上向善、孝老爱亲、忠于祖
国、忠于人民”，把“孝道”提升到

“为人民服务”的国家治理层面，
纳入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
传教育，为孝道美德注入了丰富

内容和新的活力。
2019年12月，太康县被中

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命名为“中国
孝善文化之乡”。为此，太康县
持续开展“孝善文化进校园”、举
办孝善国学诵读大赛等活动，引
导广大学生知孝行孝、感恩报
恩。将孝善敬老文化与节庆活
动融汇结合，常态化举办“孝善
典型表彰”活动、“孝善敬老文化
节”，并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亲民
的系列主题活动；将孝善主题融
入每年的“三八”妇女节、“五四”
青年节、“六一”儿童节、中秋节
和重阳节，实现全龄段人群接受
分众化的孝善敬老教育和熏陶。

同时，太康县深入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
障法》和《河南省老年人权益保
障条例》，依托乡镇卫生院全力
投入打造社会托养中心，整合医
疗、康复、养老和护理资源，为老
年人提供治疗期住院、康复期护
理、稳定期生活照料以及临终关
怀一体化的健康和养老服务，推
动医疗卫生服务延伸至社区、家
庭。

此外，太康县还加快推进养
老机构建设。根据计划，到
2020年，该县将力争实现全县
城区日间照料老人中心全覆盖，
让社区内的老年人有娱乐、休闲
和享受日间各种服务的场所。

太康县县委书记王国玺表
示，他们将以此为契机和动力，
创新举措，科学谋划，完善机制，
把孝老爱亲的传统美德一代一
代地传递下去，传承“孝善”基
因，播种“孝善”种子，擦亮“好人
之城，孝善太康”这张名片，让孝
善这个传统的美德永远在太康
大地上熠熠生辉，把中国孝善文
化之乡建设推向新阶段，迈上新
台阶，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而增光添彩！

本版图片 杨青原 徐伟 王
宇先 摄影

周口太康周口太康：：好人之城好人之城 孝善之乡孝善之乡
“人之初，性本善”“弟子入则孝，出则悌”“百善孝为先”……
孝善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和内核，是每一个炎黄子孙必须遵循的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是推进核心价值观乡土化的有效载体，也是建设文明乡风的“营养钵”。
近年来，周口市太康县以创建孝善文化之乡为抓手，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引领精神文明建设再创佳绩，促进全县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于扬 通讯员 郜敏 安义斌

太康好人园

敬老院老人集体过生日 孝善之家表彰大会 崇德向善之风代代传承太康县委书记王国玺到居村联养点慰问老人 太康县县长李锡勇到敬老院看望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