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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提）3月13日
下午，我市召开京宛农业科技对口

协作座谈会。市委常委、副市长范

双喜出席并讲话。

会上介绍了北京市科技创新

团队在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

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效，市农

业、畜牧、科技、发改等部门和市

农科院负责人就京宛农业科技

协作的项目对接、平台建设等工

作进行了探讨。范双喜指出，要

深化京宛协作，提升产业水平、

提升人才质量、提升合作效能，

实现互利共赢；坚持科技创新和

项目建设“双轮驱动”，切实把各

项工作落到实处；各级各相关部

门要尽职尽责，分工协作，整合

资源，形成合力，在种植、养殖、

加工等领域广泛开展合作，进一

步提升质量、丰富品种、打造品

牌，把京宛农业科技协作全面推

向深入。③10

深化京宛农业对口协作

推进科技创新 提升产业水平

本报讯（特约记者左力）又是

一年春光好，植树造林正当时。3
月10日，唐河县马振抚乡的荒岗薄
地上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该县万

余名党员干部在这里植树。

今年，唐河县按照“突出重

点、示范带动”的建设理念，重

点打造“六带四区一基地”示范

工程，“六带”即唐方路生态景观

廊道、桐源路生态廊道、沪陕高

速生态廊道、312国道生态廊道、
鲁姚路毕少路生态廊道、旅游公

路生态廊道；“四区”即桐河农综

区农田林网、源潭农综农田林

网、源潭粮食项目区农田林网、

昝岗现代农业示范区农田林网；

“一基地”即郭滩银杏特色产业基

地。该县发挥财政投放杠杆作用，

拿出3700万元对“六带四区一基
地”示范工程进行补贴，引导带动

社会资金1.41亿元投入林业建设。
至目前，已完成造林4.54万亩，植
树 452.9万 株 ，占 市 定 任 务 的
267%。③11

唐河加大林业建设投入

打造示范工程 厚植生态优势

本报讯（特约记者姜纪增 通

讯员徐功元）南召县以建设国家全

域旅游示范区为契机，秉承“一次

成林、一次成型、一次成景”的理

念，对全县所有国道、省道、县道、

景区道路进行绿化提升，积极探索

通道绿化与旅游开发融合发展的

新路径。

该县以中央财政补贴造林、

长防林等林业生态建设项目为依

托，按照“春有花、夏有荫、秋

有彩、冬有绿”的要求，由县、

乡政府投资绿化，乡镇政府负责

沿线土地流转、场地清理、挖穴

整地工作，县政府负责苗木购

买、栽植及管护费用。沿线两侧

15米的土地实行统一流转，绿化
公司施工并养护3年后，林木所有
权移交政府所有，保证所栽植的

树木能永久性保留。

为突出“中国玉兰之乡”的金

字招牌，该县在道路两旁大量栽种

以玉兰为主的花木，在春季形成百

余公里的花海，产生令人震撼的视

觉效果。目前，该县已投资5300余
万元,在玉兰生态廊道栽种落叶玉
兰5万余株、红叶石楠2.3万余株、
红花紫薇4.6万余株。③6

南召通道绿化助推全域旅游

擦亮金字招牌 建好“玉兰之乡”

本报讯 （通讯员王洋洋）“有

权必有责，用权必担责，滥权必

追责……”近日，社旗县财政局“财

政讲坛”专题讲廉洁。

社旗县财政局邀请县纪委有

关领导给机关工作人员上党课，

研判党风廉洁建设的新形势，探

讨党风廉洁建设的新举措，寄语

财政干部理财为民、忠诚干净。

廉政党课，如清风入林，冷雨洗

面，指引了方向,警醒了心灵，增

强了干部职工的廉洁自律意识。

会上,中层以上工作人员向局党委
递交了党风廉洁建设承诺书，对自

己严守“六大纪律”作出庄严承

诺。该局抓实宣传教育，让每一位

同志心中有戒、牢记承诺、不忘初

心；抓牢制度建设，把每一项权利

都关进制度的笼子；抓好责任落

实，让每一份承诺都化为掷地有

声的行动，建设一支风清气正、

服务有力的财政团队。③3

社旗县财政局开设讲坛

树立清风正气 建设廉洁队伍

本报记者 任华裔

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

化制度化，打造南阳教育基地品牌

……2017年，全市组织工作的25项
重点确定。

加强教育培训
严把选用关口
深入学习贯彻十八届六中全会

精神，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常态化制度化。坚持学思践悟、知

行合一，坚持全覆盖、常态化、重

创新、求实效，依托南阳日报党建

专版、手机报等平台，增强学习教

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突出问题导

向，坚持边学边查边改。持续实施

“头雁计划”，抓好全市党员干部十

九大精神学习培训工作。

打造南阳教育基地品牌。瞄准

全国一流，彰显唯一特色，加快南

水北调精神教育基地建设进度，争

取10月正式投入使用。挖掘整合
南阳红色教育资源，总结提炼南阳

“农运会精神”“南水北调精神”和

优秀传统官德文化，培养宣传先进

典型和道德模范，不断开发党性教

育特色课程。

精心组织换届工作。认真贯

彻落实中央、省委、市委决策部

署，加强组织领导和政策指导，

严密组织实施，严把时间节点，

确保县乡人大、政府、政协换届

工作平稳顺利。

严把选人用人关口。把好标准

关，在工作政绩和群众认可度的交

叉点上选用干部，真正把政绩突

出、群众认可度高的干部选出

来、用起来。把好审核关，坚持

“五个必”，坚决把“带病”干部

挡在门外，切实把忠诚干净担当

的干部选优用好。

加强日常监督管理。突出管

早、管小、管平时，建立完善日常

监督制度。加大领导干部个人有关

事项报告抽查核实力度，按照10%
的比例要求对市管干部进行个人有

关事项随机抽查核实，对不忠诚、

不真实的严肃处理。

持续强基固本
提升党建水平
提升基层党组织整体功能。持

续实施“强基工程”，扎实推进基

层服务阵地建设，抓好基层干部队

伍建设，加大对“村霸”、宗族恶

势力的整治力度，加大抓党建促脱

贫攻坚力度，加强软弱涣散村整

顿，强化基层党建工作保障。

拓展“党建+”模式。依托各级
便民服务平台，开展“党员先锋岗”

“服务标兵”等评选表彰活动。推行

“党建+”模式，着力在“党建+”加什
么、怎么加上下功夫。

全面加强城市基层党建工作，

年底前所有城市社区达到党建示范

社区标准。切实加强国有企业党建

工作，建立完善党组织参与企业

“三重一大”事项决策的具体规

定。统筹推进“两新”组织和机关

党建工作，按每个县区不低于 10
个的标准，高标准建设一批“两

新”组织党建示范点。

规范基层两项机制。以拓展

运用“四议两公开”工作法为重

点，进一步规范基层民主科学决

策机制，实现城市社区“一征三

议两公开”工作法、村民小组

“一提二审三通过”工作法规范

运用全覆盖。

严格党的组织生活制度。进

一步规范“三会一课”、民主评

议党员、领导干部双重组织生

活、民主评议党员等制度，推动

党的组织生活制度化、经常化、

规范化。

落实“人才新政”
深化作风建设
紧贴发展精准引才。切实抓

好 “ 人 才 新 政 ” 的 贯 彻 落 实 ，

进 一 步 优 化 引 才 用 才 软 环 境 ，

适时组织对政策落地情况进行

督导检查。围绕项目建设、科

技创新、产业升级开展急需紧

缺人才需求调查，制定年度人

才引进计划。主动“走出去”，

组织开展“城市行”“校园行”

等专项引才活动。

优化人才服务保障机制。依托

产业集聚区、电商创业园建设“回

乡创业园”，开设“回创”服务

站，为回乡创业人员提供一条龙便

捷服务。充分发挥南阳众创空间的

示范引领作用，引导建成一批众创

空间，优化创新创业环境。建立企

业家人才库，健全人才工作目标责

任制。

深化“三亮三评”。以解决

“三浮问题”为重点，把“三亮三

评”作为作风建设常态化的重要抓

手，推动深化完善，实现常态长

效。持续开展“亮晒评”行动，构

建全方位的责任体系。

实施多维评价。创新建立干部

多维评价信息系统，立体多维考察

干部。实行干部“三单三报告”政

绩纪实制度，建立干部政绩纪实档

案，为系统研判干部履职尽责情况

提供可靠依据。

健全责任机制
从严管理队伍
健全责任机制。牢固树立抓好

党建是最大政绩的理念，推动党委

（党组）书记切实履行第一责任人的

责任，推动班子成员认真落实分管

领域党建工作直接责任。坚持工作

项目化、项目标准化，实行季考评、

年奖惩，把党建工作与经济工作同

观摩、同考评。

完善考评机制。建立责任明

确、考核规范、评价科学、奖惩分明

的党建工作考评体系。组织开展县

乡党委书记、市直单位、市管大中专

院校和国有企业党委（党组）书记抓

基层党建工作述职评议，形成全覆

盖的履职评议体系，层层压实责任，

推动工作落实。

创新督导机制。持续运用“四

季督查法”，采取“CT扫描”、随机暗
访、现场观摩、摇号抽查等方法，一

季一重点，季季抓落实，确保党建各

项工作落地见效。

强化能力提升。深入开展“迎

接党的十九大、巩固提升组织工

作”活动，引导组工干部加强学

习、提升能力、展示形象，努力建

设“讲政治、重公道、业务精、作

风好”的模范部门。

从严管理队伍。坚持从严治部，强

化履职尽责，制定科室和个人“两单”，

逐级签字背书，倒逼履职尽责。③8

在全面从严治党中实现新提升
——2017年全市组织工作重点确定

关于教育子弟读书学习的内容，在

古代家训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这方

面的训诫在当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热

潮中颇有借鉴价值。

“人生至乐，无如读书；至要，无如教

子”(家颐《教子语》)。中国古代是以农
业经济为主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耕读

传家是家长教育子弟的基本宗旨。因此，

也是每一个家长都乐而为之的头等大事。

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文学家、教育家颜之推

在《颜氏家训·勉学》中说：“人生小幼，

精神专利，长成已后，思虑散逸，固须早

教，勿失机也。吾七岁时，诵灵光殿赋，

至于今日，十年一理，犹不遗忘；二十之

外，所诵经书，一月废置，便至荒芜矣。”

《颜氏家训》被公认为是汉民族历史上第一

部内容丰富、体系宏大的家训。汉高祖刘

邦素以“马上治天下”、鄙视读书人著称，

但到晚年，他从切身体会中领悟出读书并

非“无益”，“追思昔所行，多不是”，于是

谕告太子刘盈“可勤学习，每上疏宜自

书，勿使人也”(《手敕太子》)。历朝历
代的封建君主都把教子读书放在非常重要

的地位，有的还专门为皇太子及诸子编有

教科书。有识之士更是强调读书学习的重

要性，严慈并用，劝子读书。西汉的韦贤

(字长孺)与子韦玄成(字少翁)俱以明经位至
宰相，时有谚语曰：“遗子黄金满嬴，不如

教子一经。”晋朝的刘殷(字长盛)七岁丧
父，发愤读书，“弱冠精通经史，综核群

言，文章诗赋，靡不该览”，“有七子，五

子各授一经，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

《汉书》，一门之内，七业俱兴，北州之

学，殷门为盛”。唐代的张弘靖于战事之余

告诫军士说：“今天下无事，汝辈徒挽得两

石弓，不如识一丁字。”中唐名相裴度训其

子曰：“凡吾辈，但令文种无绝，中间有成

功，能致身于万乘之相。”北宋著名文学家

黄庭坚也指出：“四民皆坐世业，士大夫子

弟能知忠、信、孝、友，斯可矣；但不可

使读书种子断绝。”陆游更进一步指出，即

使家庭如何贫困，也要设法教子读书，“子

孙才分有限，无如之何，然不可不使读

书”(《放翁家训》)。清康熙朝官员张英在
《聪训斋语》写道:人心至灵至动，不可过
劳，亦不可过逸，惟读书可以养之。每见

堪舆家，平日用磁石养针，书卷乃养心第

一妙物！闲适无事之人，镇日不观书，则

起居出入身心无所栖泊，耳目无所安顿，

势必心意颠倒，妄想生嗔，处逆境不乐，

处顺境亦不乐。有记载评之张英曰:“一门
之内，祖父子孙先后相继入南书房，自康

熙至乾隆，经数十年之久，此他氏所未有

也。”总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

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乃是古人信奉的

座右铭，因此说，教子读书乃“人生至

乐”和“人生至要”。

古代家训中教子读书的方法很多。自

孔子提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

之将至”(《论语·述而》)的学习精神之
后，发愤学习遂成为古人乃至今人读书治

学的不二法门。读书须静。诸葛亮46岁才
得子诸葛瞻,他很喜欢这个儿子，希望儿子
将来成为国家栋梁。他在写给诸葛瞻《诫

子书》一文中,告诫儿子读书要静:“夫君子
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

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

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

读书须专。“用心专者，不闻雷霆之震惊，

寒暑之切肤”(林逋《省心录》)。郑板桥在
《潍县署中谕麟儿》一信中写道：“凡经史子

集，皆宜涉猎，但须看全一种，再易他种，切

不可东抓西拉，任意翻阅，徒耗光阴，毫无一

得。”他所提倡的这种读书“贵精专”的观点

并非排除博览，而是先精而后博，篇篇都读，

字字都记，便与没分晓的钝汉无异。读书须

勤与苦。西汉的匡衡穿壁偷光，南宋名臣胡

铨双肘不离书案三十年，张无垢每天凌晨就

立于窗下读书，如是者十四年。头悬梁、锥

刺股的故事，被写进启蒙读物《三字经》；铁

砚磨穿、三年不窥园的故事更被人们传为佳

话。欧阳修做文章多在“三上”——马上、枕

上、厕上；朱熹之读书法却有“三到”——心

到、眼到、口到。这类勤学苦读的典例可谓

不可胜数。

古代家训中还有很多关于借书、珍惜书

籍而读的有趣故事。“书非借不能读也！”这

是清代文人袁枚在《黄生借书说》中的一句

话，是古人从读书实践中悟出的经验。因为

借书不容易，怕别人催还，在这种压力之

下，人便能废寝忘食地去看书；倘若是自

家的书，反而会落得束之高阁的命运。古

人对爱惜书籍也经常强调，著名的事例是

司马光，他珍藏着万余卷文史方面的书

籍，他读过的书在几十年后，仍然像从未

用手触摸过的新书一样，他垂训儿子说：

“贾贤藏货贝，儒家惟此耳，但当知宝惜!
吾每岁以上伏及重阳间，视天气晴明日，

即设几案于当日所，侧群书其上以曝其脑，

所以年月虽深，终不损动。至于启卷，必先

视几案洁净，以茵褥，然后端坐看之。或欲

行看，即承以方版，未尝敢空手捧之，非惟手

汗渍及，亦虑触动其脑。每至看竟一版，即

侧右手大指面衬其沿而覆，以次指面捻而挟

过，故得不至揉熟其纸。”可见司马光对书籍

的爱惜到了何等程度!其对如何翻阅书籍的
指点，于今尤为至理名言。不爱护书的人绝

不是真正的读书人，真正的读书人肯定爱护

书，甚至不借书给人。左宗棠就告诫儿子：

“家中书籍，勿轻易借人，恐有损失。如必须

借看者，每借去则粘一条于书架，注明某日

某人借去某书，以便随时取回。”(《致孝
宽、孝威》)吩咐叮嘱得何等仔细!但也有
主张不要过分爱惜书者，如清人孙枝蔚的

《示儿燕》：初读古书，切莫惜书。惜书之

甚，必至高阁，便须动圈点为是，看坏一

本，不妨更买一本。盖新书是有力之家藏

书者所为，吾贫人未遑效此也。譬如茶

杯、饭碗，明知是旧窑，当珍惜；然贫家

止有此器，将忍渴忍饥作珍藏计乎?儿当知
之。这是从“惟多读书可以使人敬，惟至

诚可以使人感，惟耕田可以不求人”的角

度提出“初读古书，切莫惜书”的，只要

能多学习知识，充分发挥书籍的作用，那

么“看坏一本，不妨更买一本”，这样做要

比置书不读、束之高阁的所谓藏书家划算

得多!他的确是儿子的良师益友。孙枝蔚的
观点在印刷发达、购书容易的今天，尤为

值得深思!
作者曾收集编写过一首《读书经典四字

歌》，近百个典故大多都出于家训之中:刺股
悬梁,凿壁偷光,囊萤追月,燃糠映雪,目不窥
园,磨穿铁砚,锲而不舍,韦编三绝,断齑画粥,
辍耕而录,程门立雪,纪昌学射,警枕脚 ,铁
杵磨针,面壁功深,不耻下问,废寝忘食,载酒
问字,手不释卷,日读百篇,挂角织帘,二酉才
贯,珍惜寸阴,日见其进,投斧炳烛,五车之富,
发奋图强,一目十行,锦囊佳句,开卷有益,蟾
宫折桂,出类拔萃,专心致志,登堂入室,持之
以恒,触类旁通,才高八斗,独占鳌头,挟策燃
荻,分坐割席,孟母三迁,青出于蓝,如饥似渴,
深造自得,闻鸡起舞,闭门苦读,白驹过隙,生
无所息,卷不离手,七步之才,倚马可待,负薪
编蒲,带经而锄,断织下帷,五子夺魁,三上三
余,书香门第,老子问师,孔子辨日,寒窗深造,
斧正推敲,入木三分,一字千金,焚膏继晷,脍
炙人口,流麦书癖,马头草檄,学海书山,贵在
登攀,天道酬勤,著作等身等等。古代读书学
习之训虽汗牛充栋，令人目不暇接,但简而
概之,可归为“十其”：知其要，立其志，务其
勤，持其恒，精其选，专其心，览其博，求其

精，融其通，践其行。③1

古代家训之读书学习篇
□惠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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