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院 6 月 18 日袁 根据省委罗志
军书记批示精神袁 我市率先开展领导干
部立家规活动袁 推动 野三严三实冶 专题
教育更好地融入日常工作和生活遥 活动
伊始袁 广大离退休干部积极响应袁 纷纷
亮出自己的家规家训袁 现择部分刊出袁
以飨读者遥

家有家规

他是农技战线上的一名老兵袁
从走出校门由苏南到苏北袁 就投入
了野旱改水冶的大潮袁从此袁他与农
业尧农民结下了不解之缘遥 2000 年
4 月袁他从市农业局副局长尧高级农
艺师的岗位上退休后袁 就被市农机
局聘为推广水稻机插秧的技术顾
问袁 被原单位为开发有机米而创办
的神农米业公司聘为技术顾问袁并
被任命为市经济建设专家组成员尧
市老科协农业分会副会长遥 由此袁他
继续奔走在田埂上袁 置身于农技事
业中袁书写了服务野三农冶的新篇章遥

一尧推广机插秧尧开发有机米袁
为发展高效生态农业作奉献

钱复光退休后即被市农机局和
淮安区农机局聘为推广机插秧技术
顾问袁五年间袁指导和帮助解决了在
推广机插秧中的许多农艺方面的技
术问题袁做到农机与农艺相结合袁为
我市机插秧前期推广工作的顺利开
展起了重要作用遥 同时袁他是我市生
产有机稻米的开拓者和技术带头

人遥 自 2002 年起袁先后被 6 个有机
稻米生产基地 渊企业冤 聘为技术顾
问尧生技科长尧内部检查员等职袁负
责开发有机米技术工作袁 累计通过
论证的有机稻种植面积达 1.25 万
亩次袁生产有机米 3600 余吨袁为企
业尧农户增收 2200 万元以上袁为提
高野淮米冶档次和改善农田生态环境
作出了积极贡献, 产生了良好的社
会效益与生态效益遥

二尧勤于调研尧建言献策袁为农
业增产增效当参谋

钱复光退休后被任命为市经济
建设专家组成员袁 并担任市老科协
常务理事尧农业分会副会长袁在这两
个平台和有关部门的支持下袁 针对
我市农业生产中的重大问题和农民
面对的难题袁 每年开展 1-2 项调研
活动袁 由他主持和执笔完成的调研
报告与建议共 15 篇袁 均受到市委尧
市政府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的高度
重视袁并作了重要批示袁被各地采用
与贯彻实施袁 对提高我市农业生产

水平袁 促进农业增产增效起了积极
的作用遥

三尧热心科普尧尽心指导袁为农
民科学种田解忧难

钱复光积极投入 野科技三下
乡冶尧野科普讲师团冶尧野农业专家咨询
热线冶尧野网上农函大冶尧野农家书屋冶尧
野三农服务月冶等科普活动袁在开展
农技咨询尧 培训尧 讲座和现场指导
中袁做到有求必应尧有问必答尧不辞
辛劳袁 为农民在生产技术上排忧解
难遥 他先后主讲科普讲座尧实用技术
培训达 52 场次袁 听众 8200 余人
次曰专家热线电话咨询 130 多人次曰
2011 年起为市野网上农函大冶撰写
农业实用技术资料 130 篇渊每月 2-
3 篇冤袁其中 20 篇收录于叶淮安市农
民适用技术知识汇编曳渊2011 年冤袁
60 篇编印为叶淮安市农村实用技术
培训系列教材曳野种植业技术专辑冶
渊2012 年冤遥 还经常受邀到田头进行
苗情诊断和实地指导遥

由于钱复光同志在服务野三农冶

中尽力奉献尧业绩卓著袁因而多次获
奖院2005 年 4 月被市委组织部尧市
人事局评为 野老干部先进个人冶曰
2006 年 9 月由中国老科协授予野先
进老科技工作者冶曰2007 年 2 月被
市委老干部局评为野奉献余热尧共建
和谐冶 活动先进个人曰2008 年 2 月
被市科协授予 野金桥工程冶 先进个
人曰2012 年 12 月被市科协尧市老科
协评为野优秀老科技工作者冶曰2013
年 12 月被省老科协评为野优秀科普
讲师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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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而不休书新篇 服务野三农冶多奉献
要要要记市农委退休干部钱复光

淮扬名菜袁 色白透明貌似水晶袁 虾饼柔润喧
软鲜嫩袁 生菜青绿别致可口袁 调食酸甜味美特
殊遥 同时具有预防高血压及心肌梗死尧 润肺利
咽袁 清热解毒尧 补充维生素等食疗作用遥 缔类菜
肴的制作袁 古已有之遥 叶随园食单曳 记载: 野鱼
圆:用白鱼尧 青鱼活者剖半袁 钉板上袁 用刀剖下
肉袁 留刺在板上遥 将肉斩化袁 用豆粉尧 猪油拌袁
将手搅之遥 放微量盐水袁 不用清酱遥 加葱尧 姜汁

作 团 袁 成
后 袁 放 滚
水中煮熟袁
撩 起 袁 冷
水 养 之 遥
临 吃 袁 入
鸡汤紫菜滚冶遥 叶调鼎集曳 称: 野虾饼:以虾捶
烂袁 团而煎之袁 即为虾饼遥冶

本书以充满智慧的语言风格袁 将幸福的秘密
如沐春风般地带入到你的心灵深处遥 作者将人生
分为四种类型袁 其中不幸福的三种类型分别是院
牺牲眼前快乐袁 只着眼于未来目标的忙碌奔波
型曰 放纵自己尧 及时行乐的享乐主义型曰 对一切
都失望袁 无所作为的虚无主义型遥 通过本书袁 读
者将深刻理解到幸福的终极目标不是名利财富袁
而是尊重生命的核心价值袁 只有找到自己的真正
使命并努力发掘出自己的潜力袁 全然地投入到生
活中去袁 才能最终达到第四种状态院 感悟幸福
型遥 幸福袁 是可以通过学习和练习获得的曰 同

时袁 幸福也是一个
需要永不间断追求
的过程遥 幸福的人
生态度不但是为了
自己的目标努力奋
斗袁 也需要享受当
下的每时每刻遥 每
一位读者若能按书
中的方法去思考人
生并坚持练习袁 便
能够踏上持久快乐尧 幸福和满足感的旅程遥

淮扬名菜之
水晶虾饼

好书推荐之
沙哈尔《幸福的方法》

丹青记忆历史袁翰墨讴歌未来遥 值此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及江苏省第 28 个
敬老日来临之际袁 我们举办全市离退休干部
诗书画影展袁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年袁弘扬伟
大的抗战精神袁 庆祝淮安老干部史料陈列馆
开馆袁传承老干部的宝贵精神财富遥

只笔映时代袁点墨见精神遥 本集中的作品
突出了致敬历史尧共沐荣光尧开创未来的鲜明
主题袁 展现了老同志们昂扬的精神风貌与深
厚的文化底蕴袁 体现了诗书画影爱好者的艺
术修养和高尚人格袁 这些都是激励教育后人
的珍贵素材和不竭动力遥

高法权
苟取一文不值一文遥

李慧秋院
遵纪守法袁爱国爱家曰勤学敏事袁自立自强曰阖家睦邻袁相

扶相敬曰励志勇攀袁知足知恩遥

范学恕院
真诚待人袁懂得取舍袁珍惜幸福袁自强自立遥

许智强院
和为贵袁诚为本遥严以律己袁宽以待人遥与人为善袁始终

如一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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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建成全国首家老干部史料馆

10 月 20 日袁 淮安市老干部
史料馆开馆暨野致敬历史尧共沐荣
光冶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年全市书
画摄影展开幕式在市老干部活动
中心隆重举行遥 江苏省委组织部
副部长尧老干部局局长庄同保袁淮
安市委常委尧组织部长张彤袁市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陆长苏袁副市长尧
市公安局局长宫文飞袁 市政协副

主席朱友冬出席活动仪式遥 全省
各兄弟市委老干部局领导尧 市老
干部活动中心主任和淮安市直有
关部门分管负责人袁 各县区委老
干部局局长和捐赠史料的老干部
代表等参加开馆仪式遥

张彤在致辞中说袁 淮安老干
部史料馆是淮安人民弥足珍贵的
历史记忆袁 也是加强爱国主义和

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课堂遥 淮安
将继续加强资料收集编撰工作袁
切实把史料整理好尧研究好尧展示
好尧传承好遥要深入开展形式多样
的革命传统教育袁 不断提高史料
馆的服务水平和功能遥 要注重把
传承革命传统教育与野三严三实冶
专题教育相结合袁 更好地发挥党
的优良传统启迪人心尧 塑造灵魂
的教育功能遥 庄同保希望淮安把
老干部史料馆利用好尧宣传好尧推
广好袁强化教育功能袁扩大影响范
围袁 使之成为引导干部群众为谱
写中国梦淮安篇章贡献智慧和力
量的重要平台遥

淮安市老干部史料馆建成开
馆袁 在全市社会各界引起了很大
的反响遥自开馆以来袁预约参观的
人络绎不绝遥下一步袁我们将加强
老干部史料馆的宣传尧 利用和推
广袁 强化教育功能袁 扩大影响范
围袁 使之成为加强老干部思想政
治建设的重要阵地袁 成为引导干
部群众为谱写中国梦淮安篇章贡
献智慧和力量的重要平台袁 成为
青少年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
基地遥

近日袁市委老干部局上报的文章叶我市四
措并举积极做好老干部工作曳被市委办的叶信
息快报曳以头条刊发袁市委书记姚晓东在快报
上作了重要批示院 几项工作内容都很贴近老
干部实际袁体现精神关怀和人性服务袁望坚持
办好遥文中的野四措冶分别是院创办叶金色夕阳曳
广播节目和报纸尧 开设淮安市老干部居家养
老服务超市尧组建野淮安市服务离退休干部社
区耶四就近爷服务联盟冶尧筹建淮安市老干部
野三珍冶史料陈列馆遥近几年来袁我局不断创新
工作思路袁 积极整合社会资源和社会力量为
老干部做好事袁办实事袁解难事袁极大地提升
了全市老干部晚年生活的幸福感和满意度遥

市委书记姚晓东对老干部工作作出重要批示

10 月 21 日是我国传统节日重阳节袁 是国
家第 3 个法定的老年节袁也是江苏省第 28 个敬
老节袁为进一步丰富全市离休干部的精神文化
生活袁在全社会营造尊老尧敬老尧爱好尧助老的
良好氛围袁市委老干部局在市老干部活动中心
院内举行了市直离休干部重阳节游艺活动遥

游艺活动设置了套圈尧蒙眼贴画尧飞镖尧接
鸡蛋尧猜谜尧投篮等 6 个项目袁市直近 400 多位
离休干部参加了此次活动袁 活动现场欢声笑
语袁老友相聚袁分外热情遥 在每个活动现场袁都
为老同志准备了奖品袁增添了趣味遥 活动结束
后袁凡是前来参加活动的离休干部袁均可领取
一份纪念品袁表示了我们敬老的心意遥 此次活
动受到了广大市直离休干部的普遍好评袁真正
做到了让他们开心而来袁满意而归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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荫18 日袁 清河区委老干部
局和上海路社区共同举办重阳
节慰问表演活动遥 活动通过歌
曲尧舞蹈等节目形式歌颂了祖国
改革开放 30 余年来所取得的丰
硕成果袁并展现了新时期老人的
精神面貌遥 此次表演共吸引了
30 余名社区离退休干部观看遥

荫19 日袁 清河区组织 50 余
名离退休干部参观清江浦中学
和顺丰电子商务产业园遥区委常
委尧组织部长马乃骏参加活动遥

荫21 日袁 清浦区组织区原
四套班子离退休老领导参观考
察清江浦 1415 街区 , 亲身感
受清浦的新变化遥 区委常委尧组

织部长高进锋陪同遥
荫27 日袁清浦区委常委尧组

织部长高进峰同志到区老年大
学调研尧指导袁并就老年大学建
校 30 年校庆活动作出要求遥

荫11 日袁 清浦区委老干部局
在老年大学召开新旅精神座谈
会袁 纪念新安旅行团成立 80 周
年袁 并请新旅老战士秦守荣到场
作报告遥

荫18 日袁 淮阴区举行庆祝
敬老节表彰大会暨文艺演出遥会
上袁 对离退休干部马骥等 56 名
野老有所为先进个人冶尧丁祖奎等
60 名 野老龄工作先进个人冶尧王
敏等 58 名野孝亲敬老之星冶进行

了表彰遥区领导刘泽宇尧葛志胜尧
陆益民等出席活动遥

荫20 日袁盱眙县委副书记尧
县长贺宝祥袁县委常委尧县政府
党组成员姚玉祥等县领导走访
慰问百岁老人尧 离休干部代表袁
向他们送去节日的问候和祝福袁
并送上慰问金遥

荫21 日袁 盱眙县委老干部
局尧县民政局尧关工委尧老龄办等
涉老单位联合县老年大学袁为离
退休干部举行重阳祝寿暨金婚
庆典活动袁给老人们送去最诚挚
的祝愿和最美好的祝福遥 5 对金
婚尧2 对钻石婚老人夫妇携手步
入会场袁在温馨舒缓的叶夕阳红曳

旋律中共饮交杯酒遥其中一位金
婚老人还向大家分享了自己的
爱情故事袁深情回忆起那段已经
逝去的激情燃烧的岁月遥

荫近日袁盱眙县组织离休干
部党员代表尧老干部社团协会负
责人一行三十余人袁赴刘老庄八
十二烈士陵园袁重温峥嵘抗战岁
月袁缅怀先烈英勇事迹袁亲身体
验红色党性教育活动遥

荫近日袁盱眙县组织全县离
休干部开展 野忆烽烟 看发展冶
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年观摩活
动遥 看盱眙工业尧服务业发展状
况袁亲身感受盱眙新型城镇化建
设成果遥

10 月 21 日袁 市委老干部局启动了大学
生志愿者为离休干部 野送学上门冶 活动袁 在
重阳节当天为老同志们送去了精神食粮袁 同
时也带去了市委市政府的关怀和问候遥

我局开展“送学上门”活动

重阳游艺 老友重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