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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彭措郎加慈善基金会慧源国学 
公益讲堂走进特殊人群简案 

 

背景理念： 

监狱，是关押、改造违法犯罪人员的，对这一群体的矫

正教育是监狱工作的重中之重。当下，监狱系统处于全面深

化改革中，从“减假保”流程公开接受社会监督，监狱工作

重心逐步回位到教育改造上来。倡德化重于刑齐，加强狱中

教化，本案旨在将公益传统文化教育与监狱教育工作相结合，

进一步帮助监狱系统用文化的理念引领监狱的工作思路，用

文化的方式推进监狱的各项工作，用文化的内涵提升监狱工

作的层次和品位，用文化的功能发展监狱事业。而引入社会

资源参与教育改造，再到服刑人员接受出监教育，逐渐构筑

起符合国情的教育改造体系。(该简案同样适用于强制隔离

戒毒所对戒毒人员的矫治) 

当下，国人与国学的关系已密不可分，国学对于中华民

族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作用，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的正能量源泉所在。国学不仅仅是一种学问，更是一

股力量，是黑暗里的一道阳光，照亮人心里最黑暗的一面，

有这么一群人深受国家的重视，即使他们生活在封闭的监狱

里，有这么一群人，深受家人的牵绊，即使他们是迷途羔羊，

有这么一群人，急需一种善念去救赎，即使他们身处囹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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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有这样的力量，正人心，挖人善，归人本。刑释人员走

出高墙只需要一张释放书，而国学的教育无疑可使其精神得

到成长和心灵回归故乡，这也关系社会的进步与法治的宏图。

让我们走近他们、牵手他们，通过国学传播希望。 

青岛市彭措郎加慈善基金会慧源国学公益讲堂（以下简

称“基金会公益讲堂”）借助国学这个有效载体，通过老师

心与心的传递，走进特殊群体，春风化雨成为正能量的源泉，

激发他们内心的善良和善举，对过往覆辙有所反省，对新生

蓝图重新勾画。通过让特殊人群经受国学经典的沐浴与洗礼，

进一步帮助服刑人员顺利重返社会，降低刑释人员重新犯罪

率；提升戒毒者的内心希望、增加对戒毒的信心和力量，降

低吸毒者的复吸率。 

基金会公益国学规划： 

“基金会公益讲堂”走进监狱的特殊群体，选取有利于

服刑人员改造的内容加以阐述，从与亲情、友情、孝道以及

为人处世原则等相关的诗词和典故来讲授。计划将国学纳入

监狱必备改造课程，参考高校的学分制，根据服刑人员的服

刑年限制定相应的学分要求，每完成一门课程的学习，才能

获得相应的学分。通过国学，进一步阐述平常心和控制自己

的情绪的重要性，无论是内心的平静还是为人处世的方式，

无论是对亲人的感恩还是对受害者的忏悔，让传统文化的经

典教育发挥潜移默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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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寻求良方，大胆引入。 

    国学种子计划之对特殊群体教化计划分几部进行，大胆

引入思想教化规范，将《弟子规》、《了凡四训》、《二十四孝》

等传统文化教材引入学习。目前已经开发的体系课程有《了

凡四训》、《弟子规》。国学的目的是使监狱教育更加丰富，

并不是空洞的说教，更像是让国学专家讲师们讲述一个又一

个的“故事”，充分调动起服刑人员自我改造、自我教育的

主观能动性； 

服刑人员因违法犯罪入狱，外在的表现形式是违法犯罪，

而根源却在于价值观扭曲，道德沦丧。这正对应了《了凡四

训》的思想，对服刑人员的教育改造不仅仅要提高他们的法

制意识，更重要的是要解决思想道德、行为规范上存在的重

大缺陷和严重失范的问题，而国学的本质即是如此，我们民

族固有的优秀传统文化，正是治疗这些缺陷和失范的一剂良

方。 

二、给人滴水，自备长流。 

  “给人一滴水，自己要有长流水”、“教育者应先受到教

育”是教育基本理念，作为监狱的工作人员，作为教化监禁

人员的干警导师，首先自身的国学素养和道德水平觉悟要加

强提高，可组织监狱的干警一起统一定期学习优秀传统文化，

授之以渔先要自身有“渔”。基金会公益国学希望针对监狱

干警导师进行传统文化培训辅导，并可定期组织干警外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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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行业交流，提高自身的水平。干警导师本身具有丰富的

教育知识，如此可进一步完善服刑人员的需要，提高监狱教

育改造质量。目前已经研发的课程有《国学讲师特训营》、《国

学与养生》。 

三、循序渐进，春风化雨。 

（一）、学习内容。 

引导服刑人员学习传统文化，教育的内容以传统教育经

典《了凡四训》为主，同时结合《弟子规》、《孝经》、《论语》、

《朱子治家格言》等经典著作的内容。用中国传统的伦理道

德、为人处世的基本要求来教育服刑人员，例如孝道、仁爱、

廉耻、诚信等。“百善孝为先”，服刑人员所接受的第一堂传

统文化教育课，便是有关孝道的内容。开展传统文化教育引

经据典，但并不是照搬经典，授课教师引入的是“最贴近服

刑人员心灵”的那些内容。教师在教学时需密切结合服刑人

员过去的经历和改造实际，用发生在身边的真实事例来解读

经典，以触及服刑人员的内心深处，对他们产生震撼性的效

果。 

    （二）、学习方式。 

    由于服刑人员的文化水平参差不齐，接受能力也有所差

异，基金会公益讲堂将采用观、讲、读、悟、写等不同形式

来开展学习。 

    1、观：光盘学习，在全国范围内筛选优秀的国学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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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定期组织国学专家讲师录制符合服刑人员和戒毒人员需

求的国学教学课件、视频，让学员们定期学习观看。 

2、讲：国学讲师走进监狱为服刑人员定期上课，讲生

活实例结合教育知识进行讲解。 

    3、读：诵读《了凡四训》、《弟子规》和《孝经》等传

统经典。 

    4、感：学后让服刑者当堂发表自己的感悟。 

    5、写：服刑人员每周写一次自己的学习心得体会。 

四、亲情传递，助力改造。 

服刑人员由于失去人身自由，亲情常常是牵绊和困扰他

们心灵最敏感的因素。服刑人员的家属是特殊的社会群体，

尤其是失去劳动能力的父母和孤苦无依的子女，需要我们温

暖的呵护！几年前某地出现过一个极端事件：有个两岁的小

女孩被独自留在家中，父母犯罪入狱无人监护，尽管小女孩

的母亲苦苦哀求找人到她家里照看一下她的女儿，竟然没有

人相信她说的话。时过多日，当有人出于好奇到她家里看看

她提到的女儿的时候，这个可爱的小生命早已终结，她倒在

家里的垃圾桶旁边，冰冷僵硬的小手还紧紧抓着一把垃圾！

我们怎能想象到当时这个幼小无辜的孩子凄惨挣扎求生的

情境。有些服刑人员的亲属为了挽救他们，往往四处举债，

这对于原本贫困的家庭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服刑人员对

此悔恨交加，甚至无心改造。针对这种现实状况，基金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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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刑人员不只是传播传统文化，还将联合其他公益组织一同

救助他们有困难的亲属。通过亲情的传递，触动他们心灵中

最柔软、最脆弱的部位，从而产生共鸣，激发内在改造动力。 

五、新的起航，实现梦想。 

部分刑释人员面临就业、接纳困境，他们的所作所为虽

显极端，背后却折射出改变命运的渴望。基金会拟定对即将

刑释人员给予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指导，并针对“特殊国学

班”的优秀毕业生提供就业机会，让他们加入到基金会的国

学讲师团队，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不一样的国学，开启人

生新的起航，让国学的种子在这些特殊人群中生根发芽。也

不仅仅是公益国学，基金会也将联系爱心企业帮助他们就业，

实现他们的梦想，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

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

中国梦就是由一个个鲜活生动的个体梦想汇聚而成，无数

“出彩”的人生，撑起了一个色彩斑斓的梦想时代。 

先有各地监狱国学教育成功的案例（例如佛山和钟山，

案例解析详见附文），加上基金会公益讲堂精选的课程体系

和严选的师资力量，科学地运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对服

刑人员进行思想改造、道德教育、价值观培养，以及行为矫

正，定将给监狱整体工作带来深远影响。再经过一段时间的

学习，基金会公益讲堂将在这些特殊群体中开展数据调查，

通过统计违纪人数还有劳动改造生产率等各项数据进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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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报告。 

 

 

附：系统课程安排和基金会国学讲师简介 

习总书记近年来不断倡导学习传统文化，而传统文化是

个宏大的话题。《了凡四训》自明朝以来一直被公认为普通

人修习传统文化的入门宝典，中纪委监察部网站上也在号召

公务员学习《了凡四训》。 

稻盛和夫作为“经营之圣”，他的成功不容置疑，而他

事实上是因为学习了中国传统文化才形成了自己的经营哲

学、才取得如此大的成功。稻盛和夫从《了凡四训》中获益

很多，印光大师一生倡导推广《了凡四训》，《了凡四训》在

日本、韩国、东南亚被奉为国学经典。它的精髓与中国传统

文化一脉相承，而袁了凡先生一生通过修歉德、改过、积善

而改善命运的故事，对普通人来说深有启发。 

学习方式： 

1、讲：讲师每周去串讲一次，争取用半年左右的时间

深入系统地学习一遍《了凡四训》，课程期间穿插讲解传授

琴、棋、书、画、太极、中医养生等，丰富课堂内容。 

    2、读：“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单独学习时，每天晨读

或夜读，鼓励背诵；集体学习时，引领学习人员共同诵读《了

凡四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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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感：学后让参加学习人员当堂发表自己的感悟。 

    4、写：学习人员每周写一次自己的学习心得体会。 

由基金会为学习人员免费提供课程讲解，并免费提供

《了凡四训》书籍、笔以及笔记本。 

 

基金会国学讲师简介（按姓氏笔画排序） 

于廷广，青岛监狱教育科科长，山东大学研究生毕业，

法学硕士，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长期从事特类人员教育及

矫治工作，在运用传统国学教育引导罪犯方面积累了丰富的

经验。 

于丽晶，从医多年，现任中国狮子联会青岛会员管理委

员会监事，近年来一直践行和传播优秀传统文化以及原始点

医学的推广。 

于金鲁，青岛市强制隔离戒毒所警察，武当顾氏太极拳

第十代传人。 

于  珊，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英国巴赫国际职业花精

应用咨询师，近几年一直致力于修习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马  宣，中国狮子联会青岛会员管理委员会前主席，青

岛爱基金管理委员会委员。 

王虹蔚，青岛某公司董事长，国家一级社会体育指导员，

习练太极拳二十余年，多次参加太极拳竞技比赛并取得诸多

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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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中伟（别名戴中伟），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上市办

企业大学辅导处、基金处处长。中狮公益学院副院长。著有

经济学著作《印合观》，九州出版社出版。桩子大学、博厚

大学、朗朗大学等多家企业大学特邀校长。 

孙芳龙，民建会员。北京大学法律专业，原为青岛海事

法院法官，现任北京市中伦（青岛）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主

任。2001 年被司法部选派参加为期 9 个月的中国-欧盟法律

与司法合作项目，前往英国、德国等欧盟国家学习欧盟法律

和国际商法。被亚洲法律杂志（ALB）评选为“2016 年中国

十五佳诉讼律师”。担任的社会职务有：中国海事仲裁委员

会仲裁员、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青岛市国

资委法律事务专家指导委员会专家、青岛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青岛市人民监督员、青岛高端服务业联盟会长等社会兼职。

长期以来，一直倾心于传统文化，并专注于学习、研究、讲

解《了凡四训》。 

孙莉敏，青岛某经济管理培训学校副校长，优秀传统文

化的学习和践行者 

刘洪芳，青岛某公司副总经理，修习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近十年。 

何  锐，青岛某公司董事长，中国狮子联会青岛会员管

理委员会宁德服务队前任队长。 

林打打，中华吟诵学会理事、青岛吟诵工作处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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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国学学会副秘书长。出版个人专著《读书的好声音—

—吟诵艺术概论》，中华书局录制个人吟诵 CD。 

姜汇峰，青岛市国学会常务副会长，青岛市文明办讲师

团讲师，高级教师。 

姜  珊，青岛某公司副董事长，中国狮子联会青岛市分

会会员，青岛市优秀女企业家。 

张晓昕，中国狮子联会青岛会员管理委员会明德服务队

现任队长。 

饶建华，中国狮子联会青岛市分会会员，青岛某公司副

总经理，2012 年初接触传统文化，改变了自己的生命状态和

价值观，发愿致力于传统文化的传播与推广，让更多的人生

命得到改变。 

徐光俊，九三学社社员，滕州市古琴学会副会长，浮山

琴社社长，个人古琴 CD 作为青岛市第八届国际海洋节专制

礼品送给 38 个国家。 

 

 

    附：经典案例解析 

一、佛山监狱 

佛山监狱从 2011 年开设国学讲堂以来，全监共有不到

800名服刑人员选读，到今年年初，报名人数已突破1200人，

在押服刑人员的违纪率也明显下降。以 2013 年为例，全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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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刑人员中的违纪人数和扣分总数比 2010 年分别减少了

63.42%和 62.55%。相对应的是，开设三年以来，狱内氛围明

显改变，服刑人员改造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得以增强，与 2010

年相比，2013 年全监狱服刑人员的劳动改造生产率提高了

60.65%。 

    除了醒目的数字，服刑人员的切身感受和改变也印证着

国学经典教育的实际效果。一名四川籍的服刑人员，以前脾

气暴躁，容易与人发生摩擦，最终也因此入狱。“在监狱里

我选修的是佛学经典，通过学习我明白了‘善恶有报’，学

会了平常心和控制自己的情绪，自己内心也获得了平静，以

后出去再也不会冲动和冒失了。”他还说，在国学大讲堂中

学会了感恩，四川地震期间自己拿出了在狱内的劳动所得为

灾区捐款。 

    另一名广西籍的服刑人员，自己家中老母尚在，现在由

两个姐姐照顾。“我以前不懂得如何表达亲情，总觉得自己

在外面赚钱给他们就是了。但在监狱里我学习了儒家经典才

明白，即使没有大鱼大肉，只要家人都能健康、平安，能多

回家陪陪她们才是最重要的。”该服刑人员表示，服刑期满

后一定要找份工作，在母亲有生之年，好好侍奉母亲。 

    选修不同课程的服刑人员，表达了国学经典教育带给他

们的改变。无论是内心的平静还是为人处世的方式，无论是

对亲人的感恩还是对受害者的忏悔，国学经典教育确实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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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服刑人员教育改造方面，发挥了潜移默化的作用。一名性

格直率的服刑人员甚至十分认真地告诉记者：“佛山监狱居

然能将我的刑期变为学期，这牢，没白坐。” 

 

二、钟山监狱 

钟山监狱在经过长时间的对服刑人员进行监狱国学教

化和国学经典文学学习后，民警欣喜地发现，服刑人员在接

受传统文化教育后，对待服刑改造的态度发生明显变化：因

判刑入狱产生的负面情绪和消极心态，得到了有效缓解；对

民警的抵触和敌意消除了，对家人的态度发生明显变化；在

与家人的通信中，由以往的向家人问钱问物变成向家人的问

候或忏悔；在与服刑人员的相处中，吵架打架少了，多了一

份信任和理解⋯⋯服刑人员李某，犯贪污罪，在学习中华传

统文化后写下体会，如果说我身陷囹圄是人生之大不幸，那

么在囹圄中得以学习传统文化，可谓人生之大幸。追溯自己

的犯罪根源，正是由于忘却了像《弟子规》中所讲的很多做

人的最基本道理，才酿成今天的大错。“不管受过什么样的

教育，都要上好传统文化这一课。”服刑人员某在学习传统

文化后，写信回家叫女儿也要学好《弟子规》。 

钟山监狱一位服刑人员说“如果有机会，我出狱后会把

传授中华传统文化当作后半生的事业，常年办个传授《弟子

规》的学习班，当作一个赎罪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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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强则国强，每一个人都是国家的主人，每一个人一出

生都是善良的，因为不同的生活背景，不同的生活经历，造

就了他们不同的坎坷人生经历，但是国家不抛弃不放弃，只

要有改过之心，国家都宽容的包容每一个人的缺点。而国学，

就是能让一个人回归本心，看清善恶的镜子。越是阴暗的地

方越需要光明，越是容易被大家忽略的群体，越需要帮助，

监狱是为了帮助特殊群体改邪归正的地方，牢笼能罩住躯体，

但是禁锢不住邪恶的灵魂，所以监狱教育更需要由内而外的

对特殊群体进行教育和改造，这样监狱的教育必将达到事半

功倍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