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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遍开文明花
□河南日报记者 陈小平

街道边、公园里、社区内……一幅幅“图说我们的价值观”
“讲文明树新风”
等公益广告随处可见。报纸上、电视里、网络上……一个个“河南好人”、一件件
“凡人善举”接连不断地进入百姓视野。
省九次党代会以来，全省宣传思想文化战线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作为一项为国家立心、为民族铸魂的战略工程，坚持教育先行、实践跟进、
示范引领、入法入规，用道德的力量滋润人心，用核心价值观凝聚共识。

教育先行 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
认知是行动的先导。全省宣传思
南网络媒体“走转改”主题采访活动在红二十
想文化战线坚持新闻宣传、理论宣传、 五军长征出发地——罗山县何家冲启动。来
文艺宣传、社会宣传、网络宣传“五管
自中央驻豫新闻网站、省主要新闻网站和新媒
齐下”
，
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
体客户端的 39 名记者，
历时 10 多天，
深入红军
传教育全媒体融入、
全领域覆盖。
长征经过的信阳、驻马店、南阳、平顶山、洛阳
全省广泛开展了诗颂社会主义
和三门峡等 6 个省辖市的革命老区采访。他
核心价值观、传唱《二十四字歌》、
“楹
们不仅挖掘了长征沿途的感人故事，
也记录了
联展示核心价值观”等系列活动。公
革命老区脱贫致富奔小康的生动实践。而这，
益广告制作刊播力度也进一步加
只是我省宣传思想文化战线为弘扬爱国主义精
大。先后刊播“讲文明树新风”
“ 图说
神而开展的一系列活动的缩影。
我们的价值观”公益广告 15 万余幅，
5 年来，全省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始终将弘
推出原创作品 1.2 万多件。一大批社
扬爱国主义精神贯穿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公园、文化广
设全过程。围绕纪念建党 95 周年、红军长
场、文化墙的修建，不仅扮靓了环境， 征胜利 80 周年，广泛开展了“开学第一课”
还让核心价值观处处有、天天见。
“重走长征路”
“ 向国旗敬礼”等教育活动，将
9 月 26 日，
“长征路上奔小康”河
爱国主义精神深植人心。

典型引领 核心价值观外化于行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
模”荣誉称号。
“河南好人”现象在全国引起强
有影有形、见人见物。
烈反响。
全省宣传思想文化战线把提高人
思想引领行动。不见诸行动，再美的思
的素质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充分发
想都等于零。
挥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的牵引作用，
2014 年 5 月起，全省各地各部门持续开
把核心价值观建设同行业管理、社会
展了“践行价值观文明我先行”主题系列活
治理、社会交往等人们的日常工作生
动，开展文明服务、文明执法、文明经营、文明
活有机结合，让“做文明人、办文明事” 交通、文明旅游、文明餐桌“六文明”行动，引
成为人们的行为准则。
导人们从节俭用餐、行路驾车、旅游观光等日
王锋三入火海救人，90 后小伙胡
常行为规范做起，
让文明浸润人们的生活。
浩强、陈庚舍命勇救轻生女子，申亮
全省扎实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创建工作，
亮血洒维和战场，民警吴晓东北京救
广泛开展“五星级文明户”
“美丽乡村、文明家
人不留名……通过媒体宣传，
“ 河南
园”等创建活动，不仅塑造了文明乡风、弘扬
好人”的故事为人熟知，为推进社会
了乡贤文化，
还打造了一批美丽乡村。
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树立起时代的
我省还在全国率先制定了覆盖城乡全域
价值标杆，在全社会凝聚起强大的道
的社会文明程度指数测评体系，推动城乡创
德力量。
建统筹开展、文明程度一体测评。成功创建
全省广泛开展“道德模范”
“ 感动
5 个全国文明城市、14 个全国提名城市，数量
人物”
“ 最美人物”评选活动。5 年来， 位居全国第四、中西部第一。我省大力推动
我省先后有 400 人入选中国好人榜，5
学雷锋志愿服务制度化，在全省建立“文明使
人当选全国道德模范，数量均居全国
者”志愿服务站 3078 个。全省共有注册志愿
第一。胡佩兰、陇海大院等被评为“感
者 500 多万人，其中党员志愿者 150 多万人，
动中国年度人物”。邓州“编外雷锋
形成了“志愿郑州”
“ 友爱洛阳”
“ 微笑焦作”
团”、李文祥、燕振昌被授予“时代楷 “爱心三门峡”
等一批志愿服务品牌。

固本清源 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
这 5 年，省委站在落实“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的高度，把建设“文明河
南”作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提高公民道德素质和文明程度
的总载体，以“做文明人、办文明事”为
基本要求，以道德建设、法治建设、诚
信建设和服务型机关建设为切入口，
推动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中原大
地落地生根。
引导广大人民群众践行社会主义
核 心 价 值 观 ，离 不 开 政 策 法 规 的 保
障。为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被融
入一个个良法善策。
——推出《河南省维护社会治安见
义勇为人员保护奖励办法》，
推动《河南
省志愿服务条例》纳入人大立法程序。
——对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
求，修订完善了 18 个省辖市、10 个省
直管县的市民文明公约和 31 个行业
的文明行为规范。
——推动诚信建设制度化，建立
“红黑榜”发布制度，形成了激励诚信、
惩戒失信的良好氛围。广泛开展诚信

企业示范创建“百千万工程”
“ 社会信用示范
城市行动”，
凝聚了社会诚信正能量。
如今的中原大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随处可见。它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
中，释放出无穷活力，聚集起一股势不可挡的
社会正能量，为河南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决胜阶段更加出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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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毫不差，
“雕刻”精密零件

制作精密导弹零件，洛阳能人用创新将“妙招”变成现实
□记者 韩谨伊 段伟朵

核心提示丨明朝曾有人著文《核舟记》，描写一个手艺奇妙精巧之人，被
作者赞叹为“技亦灵怪矣哉”！如今，在河南洛阳，也有个演绎“核舟记”的能
人，他叫鲁宏勋，不过，他雕刻的不是核桃，而是精密的导弹零件。

鬼斧神工，
“雕出”精密零件
“5 年一度的阅兵仪式是咱国家的
大事，彰显强军强国，当飞机从天安门
上空呼啸而过时，我会目不转睛盯着
看。”近日，记者见到了鲁宏勋，他叙述
了一个宏大的场景，挂载在战斗机上的
空空导弹，有鲁宏勋的
“手艺”。
鲁宏勋是导弹研究的数控程序编
程员和高级技师，量身打造各种精密的
导弹零件，可谓鬼斧神工。

操作电脑程序，点击启动，嗡嗡的
机械声中，探针在金属上上下“飞舞”，
精雕细琢，很快，按照设置好的程序，用
在导弹上的精密零件被分毫不差地“雕
刻”
出来。
“每一颗导弹发射都决定着生死存
亡，因此分毫不能有差。”鲁宏勋说，他
和同事们要做的，就是把一个“思路”从
图纸变成现实可用的零件。

把创新当成“惯例”，
偶尔“强迫症”
鲁宏勋接手过最复杂的导弹部件，
上面有着各方向百余个大小不等、相交
或相贯的孔，最小直径不足 3 毫米，要求
精度非常高，加工周期至少要 6 个月，一
时间，这个“大块头”成为严重牵制车间
生产交付的瓶颈。
咋办？鲁宏勋总觉得一定有更巧
妙的办法“对付”这个家伙。他尝试使
用新刀具、自制新工装、采用高速加工
等新技术，再加上工序的新改进，把原
来的 10 道精加工工序压缩到 3 道，更是
“教会”了多台设备都能实现对这个零
件的加工。终于，加工周期缩短了两个
半月，
产品顺利交付。
“由于他技术熟练，
别人开一台机床，
他开两台，
由于他编程巧妙，
有时候别人
干好几天的活，
他几个小时就干完了，
而

且还能达到最高要求。
”
工友陈方国说。
“做任何工作，
我都会想想怎么改进，
又能
‘偷懒’
，
还能提高质量可靠性。
”
鲁宏
勋笑称，
自己第一次在数控机床搞创新，
其实是为了能早点下班，
好跟同事出去娱
乐。这样的想法一出来，
嘿，
提高效率的
创新
“妙招”
还真让他找到了。
在 同 事 眼 里 ，鲁 宏 勋 有 点“ 强 迫
症”，他们曾经加工一个精度高结构复
杂的零件，需要 3 个小时，严重影响了交
付进度，后来经过改进，加工时间压缩
到了 40 余分钟。但鲁师傅仍不满意，继
续“较劲”，最后，经他设计的工艺方案，
只需要花费几分钟。复杂的操作变得
简单，刀具速度有效提高，不仅提高了
工效，而且为国家节约了成本，零件质
量也得到了保证。

他创立“鲁班”，让年轻人担起国之重任
13 年前，以鲁宏勋名字命名的团队
——
“鲁宏勋班”创立，鲁宏勋对徒弟和
整个班组从来都是倾囊相授，为啥？他
说，给人一瓢水，自己要有一桶水、一缸
水，培养优秀的徒弟，做师傅的也要在
技术上不断创新、进步。
去年，某型号进入了由研制到转产
的关键阶段，其配套的某部件产量比研
制时增加了近十倍，但是生产资源并没
有增加。按照常规的生产能力看，是不
可能完成的任务。鲁宏勋班成员李明
对这件事印象深刻。
“ 鲁师傅带领班组
成员没有退却，积极动脑筋想办法。他
主导开发出了 3D 模型直接编程技术，
大幅度缩短了编程时间，并对零件结构

设计的工艺性更改，仅用了六个月就顺
利完成了配套任务。”
目前，在 30 多人的“鲁班”中，已经
有 1 名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2 名“511
人才工程库”高级技能人才、5 名全国技
术能手，还有 3 人被中航工业聘为首席
技能专家。鲁宏勋有个梦想，那就是培
养出一批数控行业的优秀年轻人，让他
们担起中国制造的重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