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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风，是家庭精神的内核，更是社会风
气的基础。传承好家训，树立好家风，基础
在学，关键在做。洛阳市狠抓活动开展和
典型示范，开展主题活动，不断将家风建设
各项要求推向深入，落到实处，让家风建设
落地生根。

搭建活动载体。组织开展“弘扬良好
家风 争当文明家庭”系列主题宣传教育活
动，通过“寻找洛阳好家风”“寻找文明家庭
和文明家庭成员”等系列主题活动，引领广
大干部群众修身律己、崇德向善、礼让宽
容、勤俭持家。

强化典型带动。突出家风家训主题，
深入开展星级文明户、好公婆、好媳妇、好
妯娌、美德少年等评选和移风易俗等活动，
全市共评选出县级以上文明家庭 1400余

户，其中 7户荣获全国“最美家庭”荣誉称
号。通过“我为正能量代言”宣传平台，集
中宣传孝老爱亲、好家风好家训传承典型
80余人。

用好节日节庆。充分利用重阳、春节、
清明等传统节假日，以及青少年入学、新人
结婚、老年人过寿等有特殊意义的日子，组
织群众在家风家训馆等阵地开展为老人洗
脚梳头、大家说家风、老人话家风等群众性
教育活动，使家风建设通过传统节日润育
到民俗乡风传承之中。洛阳市委宣传部结
合三八妇女节，举办“晒家风 行家训”健步
走活动，参与活动的部机关全体女同志纷
纷亮出了自己的家风家训书法作品，分享
了自己家风家训背后的故事和意义。党教
科干部魏胜南说，通过此次活动，感受到了

历史文化的积淀，增强了对自己家风、家训
的自豪感，也学习了其他家庭的优秀家风，
收获满满。

2014年以来，嵩县库区乡万安村每年
都要举办“孝老节”，现在，孝养老人、尊敬
长辈、崇德向善已成为全村人的自觉追求
和行动。村民温花香说起儿媳董晓利不吝
夸赞，“她待我比亲闺女还亲，老伴住院时，
她一直在身边照顾，同屋的病人都羡慕。”

如今，在河洛大地，通过讲家史、立家
规、正家风活动，传承好家训、树立好家风
已成为洛阳党员干部群众的内在追求，让
百姓家庭更加和谐，邻里更加和睦；以好家
风促党风、带政风、正民风，干事创业氛围
更加浓厚，在新时代和新征程中不断书写
出新的辉煌！8

□洛阳观察记者 王雪娜

近年来，洛龙区以“洛龙英才计划”为统揽，突出人才优先
和创新驱动战略，强力筑建洛龙人才工作新高地。

“通过组织部门牵头抓总，相关单位密切配合，上下联动
的领导机制、人才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等机制，建立健全人才工
作联络员队伍，分解细化各自的职责任务，确保了人才工作主
体到位、任务明确、责任落实。”5月16日，洛阳区委组织部相
关负责人介绍。

优化制度设计，增强创业获得感
据了解，洛龙区先后研究出台了《洛龙区高层次人才引进

暂行办法》《洛龙区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五年行动计划》等
一系列文件，为引进培养高素质人才提供了政策支撑。

为全面加强对人才的支持力度，落户洛龙的创新创业团队
最高可获得500万元的财政支持，高层次人才最高可获得50
万元安家补助和9万元津贴，对特别优秀的通过“一事一议”提
供优厚的待遇。2017年，洛龙区还与海内外近30家高层次人
才团队深入对接，“河南中原大数据研究院徐宗本院士”等11
家团队成功落户洛龙。

洛龙区先后研究制定了《洛龙区人才工作优惠政策认定
和考核办法》《洛龙区“河洛英才计划”支持团队首席服务官制
度》，构建专项资金政策兑现常态化推进机制。截至去年年
底，共兑现奖补资金1500余万元，以政策“红利”激发创新创
业热情。

坚持引培并重，汇聚人才向心力
为建好人才队伍，洛龙区通过综合实施“洛龙英才计划”，

切实扩大人才增量、盘活人才存量。每年该区组织一届“十佳
创新人才”评选，每两年组织一次优秀实用人才、科技人才、技
能人才评选，每三年开展一批区管优秀专家选拔，持续推进“百
名企业家能力提升工程”和“洛龙名师培养计划”。该区还与北
京理工大学、洛阳理工学院等20所高校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建
立人才引进培养机制，有效地提高了人才素质。

近3年来，洛龙区已先后引进中科院院士1名，俄罗斯工
程院外籍院士1名，国家“千人计划”专家8名、外专“千人计
划”专家2名、青年“千人计划”专家1名，国家“百千万”工程人
选2名，大国工匠1名，市“河洛英才计划”支持团队3个，培育
出“中原学者”严大洲、省科技创新杰出人才万烨、全国技术能
手张浩、崔永杰等一大批本土高层次人才，促进了人才汇聚，
打牢了人才发展基础。8

本报讯（洛阳观察记者 王雪娜 通讯员 范进通 程昊）
近日，洛阳市公安局与阿里巴巴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据了解，此次战略合作协议涵盖阿里巴巴多个业务模
块。通过合作，双方将建立常态化的警企合作机制，强化源头
防范和综合治理，以深化警企合作，合力打击违法犯罪，切实
提升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加速推进互联网与警务工作深度
创新融合的新模式。

根据合作协议，双方主要依托信息资源、技术手段、业务
融合等优势，重点在云计算大数据、打击触网犯罪、智能交通、
移动警务领域合作、关键基础设施防护等方面进行深度合
作。此外，以互联网科技和“大数据”应用为支撑，提升打防能
力和构建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强化源头防范和综合治理，共建
常态、高效的预防、打击违法犯罪合作机制。8

近日，涧西区对辖区南昌路、九都路、景华路相关过街天
桥进行亮化提升改造，设计时独具匠心地引入了牡丹元素，为
城市夜色再添亮丽风景。 8 文/高德权 图/常世峰

□本报通讯员 王祝鹏

5 月 13日是偃师市顾县镇安
滩村居民李京文的母亲侯月

娥老人的100岁生日。
一大早，村两委的负

责同志就抬着“鹤
翔百寿”匾额前来
庆贺。

与此同
时 ，老 人 的
两位分别92
岁、85 岁妹
妹也提前偕
家人从甘肃

兰州、陕西西安赶回姐姐身边。侯月娥老
人的外孙是一名航空飞行员，因工作原因
未能赶到，也从工作驻地通过视频电话发
来祝福。

侯月娥老人一家有多人从事教育，丈
夫李书林曾任教于洛阳师范。她能背诵经
典，擅长歌谣，张口成诵。老人虽然百岁，
但记忆力惊人，至今尚能背诵三字经等。
老人起居有度，衣食简朴，勤劳不辍，眼亮
手巧，至今仍做手工针线，包括曾孙辈的棉
衣。老人以经典名句教育子女求学，家中
先后走出了教师、博士、飞行员。

3年前的重阳节,侯月娥老人还在偃师
境内的登虎头山途中作诗，恰好被当地一
名搞摄影的同志记录下，发布到网上，获得

众多网友点赞。
生日宴会上，面对曾孙带来的龙头拐

杖，侯月娥老人一乐，请人拿来话筒，当众
即兴口占一首诗赠给大家：“谁来祝福都风
光，家家平安子孙昌。生的儿女中状元，成
龙成凤成栋梁。”

侯月娥的女儿李金芳笔耕不辍，是偃师
市杜甫诗社会员，其诗作《点赞偃师》在当地
媒体发表，并入选《中国当代诗歌大辞典》。

见到母亲现场作诗，女儿李金芳现场写
诗作答：“十年树木成栋梁，百年树人显神
光。一尊活佛佑七世，一棵大树荫四方”……

就这样，一句句真诚的祝福,一首首满
含情感的诗句,让笑声和祝福伴随着这个
家宴，走进每个人的心田。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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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龙区

引才育才激发创新活力

洛阳市公安局“牵手”阿里巴巴

推动互联网与警务深度融合

传承好家风

偃师老人百岁寿诞与子女对诗

□洛阳观察记者 李宗宽 田宜龙

本报通讯员 蒋嘉柠

家风，是一个家庭世代相传的

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是整个社会

风气的重要基础。

2016年以来，洛阳市将家风

建设纳入全市构建文化传承创新

体系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

展工程，纳入深化群众性文明创建

重要活动和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

推进重要基础工作，以家风家训展

示馆建设作为有效抓手，推动家风

家训建设从无形到有形，将其打造

成各具特色的优秀传统文化和思

想道德教育阵地。

领导干部的家风不是个人小事、家庭
私事，而是关系党风政风的大事。在今年
年初举行的洛阳市十一届市纪委三次全会
上，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记李亚给洛阳市
党员领导干部布置了两道“作业题”。其中
一道必答题是：如何持续深化家风建设？

这也是洛阳市连续第三年布置领导干部
春节家风建设“家庭作业”，要求各级领导干
部继续深化家风建设，讲讲家史、谈谈家训、
立立家规、正正家风，把家风建设引向深入。

如春风劲吹，似热流涌动。
洛阳市、县、乡三级党委（党组）将家风

建设纳入中心组学习内容，作为党校各类
主体班、专题班和培训必修课。

为突出抓好党员干部这个关键少数，40
余位市级领导干部带头示范召开家庭会，撰
写家风建设实践报告。全市通过“廉洁家
风建设”“立家训、树家风、作表率”“百名正
县级干部写家风”等一系列弘扬家风家训的
主题活动，促进家风建设不断深入。

开展“廉洁家访”“发出家庭助廉倡议
书”“干部家属为党员干部书写廉情寄语”

“廉洁家风书画展”等一系列活动，力促家风
建设取得实效。2018年春节期间，全市在
副科级以上干部中开展家访1000余次，征
得手写家风寄语2万余条，党员干部撰写心
得体会、征文、书画作品等8000余篇（幅）。

12集专题片《河洛家风》、12集家风访

谈节目《陪你到老》、7集系列报道《家和万
事兴》等在当地媒体迅速推出，《洛阳名人
家训》《范仲淹家风故事》等书籍编印，《河
洛家风》主题邮票发行，似春风化雨，推动
全社会形成注重家风的共识。

…………
72岁的老党员余水灿是宜阳县香鹿山

镇甘棠村家风家训馆的志愿讲解员。他喜
欢用对对联、引古诗的形式为前来参观的
干群讲解家风家训，大家听得津津有味。

“一个家庭的家风向上向善，家庭成员在家
风约束下具有良好的道德操守，这个活动
很有意义，我忙点累点值得！”余水灿这样
告诉记者。

5月21日，位于洛阳市民之家3楼的洛
阳家风家训馆内，自发前来参观的人络绎
不绝。作为我省首家市级家风家训馆，全
馆总面积达到 400 平方米，分为“核心指
引、根植践行、家范传世、风范长存、和合新
风”五个部分，通过文字、图片、电子多媒体
等方式，多样化展示古今优秀的家庭家风，
为广大市民传承好家训、弘扬好家风提供
学习借鉴。

“这个馆选址特别好，来市民之家办完
公积金业务，顺便再带孩子来这里接受一
下家风家训教育，参观后感触很多，很受
益。”市民范先生告诉记者。

统计显示，自4月 9日正式开馆以来，
短短一个月时间，洛阳家风家训馆就吸引
了来自郑州、焦作及湖南、湖北等地干部群
众前来观看，自发参观团体达136个，参观

人数突破1万人次。
洛阳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杨炳旭说：

“为推动更多的家庭讲好家史、立好家规、
牢记家训、正好家风，洛阳市通过大力推进
家风家训宣传阵地、文化阵地、教育阵地、
活动阵地等四大阵地建设，在全社会形成
向上向善的良好风尚，汇聚起建设副中心、
打造增长极的磅礴力量！”

加强活动阵地建设，洛阳市将家风家训
展示馆作为有效抓手，形成了以偃师市为试
点，继而在全市铺开的工作格局，努力将家
风家训展示馆打造成各具特色的优秀传统
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阵地。截
至目前，全市已建成68个家风家训展示馆，
累计吸引近 20万人次参观学习。按照计
划，今年年底，洛阳将实现全市家风家训展
示馆建设乡镇（街道办事处）全覆盖。

加强宣传阵地建设，在全市城乡广泛
利用街道社区文化墙、宣传栏等进行家风
家训文化宣传。其中建设以好家风为主要
内容的“善行义举榜”就达2100多个。

加强教育阵地建设，依托家风讲堂推
进家风文化深入人心。先后邀请王立群、
于丹、蒙曼等知名学者作“传承优良家风”
专题讲座。通过电视《文明河洛大讲堂》和
各地道德讲堂，深入广泛宣讲传统文化、家
风故事。

加强文化阵地建设，使家风文化滋润
万家。先后编排反映家风建设的戏剧《慈
母心》、小品《家风》等。依托城乡社区综合
文化服务中心和社区艺术团，广泛开展家
风节目进基层巡演。围绕家风主题和优秀
传统文化，举办了“河洛诗词大会”，吸引3
万余人参赛。

家风家训馆 年底前乡镇全覆盖2

主题活动 让家风建设落地生根3

家风建设 连续三年“必答题”1

洛阳家风家训馆对外开放一个月以来，吸引了大批参观者

涧西区：牡丹元素扮靓城市夜色

图片新闻

信息速递

本报讯（洛阳观察记者 李国英）为贯彻落实全省“千企帮
千村”行动向深度贫困地区推进现场会会议精神，5月19日上
午，嵩县组织召开2018年“百企帮百村”工作推进会。洛阳市
工商联、嵩县相关部门及各乡镇及产业集聚区商会会长、秘书
长，分包54个深度贫困村的民营企业负责人等近百人参加了
会议。

会议提出，要提高认识，增强使命担当。各企业家要站在
讲政治的高度，增强“四个意识”，把搞好结对帮扶作为分内之
事、履行社会责任的载体和展现积极作为的平台，使“百企帮
百村”精准扶贫行动不断推向纵深。要进一步夯实责任，确保
工作实效。各帮扶企业要认真落实好帮扶责任、落实好帮扶
措施、完成好帮扶任务。要进一步加强督导，做好服务协调。
相关部门要定期对定点帮扶工作进行督导检查，为企业协调
解决好帮扶工作推进中的问题和自身发展存在的困难。8

嵩县

“百企帮百村”推进精准扶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