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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官身不轻 老有大作为
要记淮安区离休干部祝以信
要要
十多年来袁 筹募资金 700 多万
元袁资助贫困生 8900 多人次遥 十多
年来袁提供招商信息 280 多条袁为淮
安区协助和直接引进资金 3.25 亿
元遥 十多年来袁 积极响应 野通达工
程冶袁 参与全区乡镇道路建设 1300
多公里遥 2010 年袁他被评为全国老区
先进工作者袁获得野思源冶奖章袁并在
人民大会堂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
接见遥 他就是淮安区离休干部尧原淮
安区老促会会长祝以信遥
从野光杆司令冶到野千军万马冶的
传奇故事
1992 年袁 祝以信从淮安区政协
主席岗位上退下后袁无官一身轻袁他
像千千万万个老人一样袁 尽享着天
伦之乐遥 2001 年袁淮安区成立了老促
会袁 许多同志不约而同地推荐他担
任会长遥 协会成立之初袁 就他一人
野光杆司令冶袁 他把班子建设作为当
务之急袁 多次与组织部门洽谈老促
会干部人选袁并亲自排查尧挑选袁把
有志于老区工作尧有野三农冶和基层
工作经验的几位老同志充实到区老
促会的领导班子中曰 接着又协调走

访组织部门和各乡镇袁 很快在全市
第一家成立了各乡镇老促会和村老
促会分会袁 初步形成了区乡村三级
老促网络组织体系遥 多年来袁在他的
持续推动下袁 全区老促会网络系统
不断完善尧日益巩固遥 现已有专兼职
老促会干部 700 多人尧 会员 5600 多
人遥 他从野光杆司令冶到野千军万马冶
的传奇故事成为全省老促事业的先
进典范袁至今仍被人啧啧称赞遥
从野光荣历史冶到野老区精神冶的
挖掘宣传
祝以信始终认为把淮安的光荣
历史和老区精神宣传到位袁 是老促
会义不容辞的担当袁 更是推广和发
展老促工作的重要抓手遥 每年袁淮安
区老促会都通过报纸尧广播尧电台等
新闻媒体袁利用会议尧座谈尧宣传队
和党员干部冬训培训班等形式袁大
力宣传和弘扬淮安的光荣历史和老
区精神袁 有时他还亲自作老区专题
讲座遥 在他的组织推动下袁由区老促
会特约研究员徐兆来以及 10 名离
退休干部组成的野夕阳红冶宣讲团袁
多年来在淮安尧 扬州等 10 个市尧50

毛泽东曾说过野愚于近人袁独服
曾文正冶袁蒋介石也称赞野曾公乃国
人精神典范冶遥 但比之日后的圣人袁
早年的曾国藩起码有四大毛病遥 第
一是学习不好遥 14 岁起参加县试袁
连考 7 次都名落孙山遥 23 岁时终于
中了秀才袁还是全县倒数第二名遥 虽
然后来又考中举人尧进士袁但曾颇有
自知之明袁他说院野余性鲁钝袁他人目
下二三行袁余或疾读不能终一行遥 他
人顷刻立办者袁 余或沉吟数时不能
了遥 冶第二是浮躁贪玩遥 曾国藩到北
京做官的头两年袁每天都要野四出征
逐冶袁这一阶段的日记里袁天天都是
野见人围棋袁 跃跃欲试冶野心浮不能读书冶野又虚度
一日袁浩叹而已冶之类的话遥 第三是暴躁傲慢遥 与
人打架野肆口谩骂袁忿戾不顾袁几于忘身及亲冶遥 其
平时处世袁有时高己卑人袁吹牛显摆袁有时又有曲
意逢迎尧言不由衷的情状遥 第四是沉迷美色遥 他在
日记里记录袁 自己在朋友家看到主妇袁野注视数
次冶遥 在另一家看到漂亮姬妾袁野目屡斜视冶遥
难得的是袁曾国藩能立志袁能自省袁能吃苦袁
能守恒袁30 岁起野学作圣人冶袁从此如其朋友所言
野专心一意袁钻进里面袁安身立命袁务要另换一个
人出来冶遥 不够聪明袁他便踏实勤勉袁不求捷径袁
野钝者不以为烦苦也冶曰心性浮躁袁他便专向野恒冶
上用功袁野一句不通袁不看下句曰今日不通袁明日再
读曰今年不精袁明年再读冶曰他也一改傲慢习气袁待
人诚敬恕谦袁 因为他发现了多数人的两大败因院
野天下古今之庸人袁皆以一惰字致败曰天下古今之
才人袁皆以一傲字致败冶曰至于好色袁年轻时同样
以此为病的蒋介石袁经常在日记里自省要从野禽
兽冶到野圣贤冶袁他从欲海沉沦里自我救赎的工具
正是曾国藩的著作遥

国
藩

略袁目前实施项目达 42 个袁投入资
金 4.07 亿元袁 此举大大激发了黄河
故道沿线落后地区的发展活力遥 此
外袁 他和老促会同志还配合有关部
门在劳务输出尧返乡农民工再就业尧
野凤还巢冶自主创业和发展高效农业
等方面做了大量扎实的工作遥 2013
年袁 淮安区总体实现小康社会的目
标袁对此老促会功不可没遥
多年来袁 虽无官一身却并不轻
松袁纵老骥伏枥仍有大作为遥 如今袁
已届八秩高龄的他仍然不时关注着
全区发展尧关注着老促会事业遥 他始
终以纯洁的党性尧 高度的觉悟诠释
着一名优秀老党员的先进性遥

《曾国藩家书》
文从容镇定袁形式自由袁随想而
到袁挥笔自如袁在平淡家常中蕴
含真知良言袁具有极强的说服力
和感召力遥曾国藩作为清代著名
的理学家尧文学家袁对书信格式
极为讲究袁显示了他恭肃尧严谨
的作风遥尽管曾氏留传下来的著
作太少袁但仅就一部家书中可以
体现他的学识造诣和道德修养遥

淮扬名菜之
扬州炒饭
又名扬州蛋炒饭袁 是江苏扬州经典的汉族
小吃遥 原流传于当地民间袁 相传源自隋朝越国
公杨素爱吃的碎金饭袁 即蛋炒饭遥 隋炀帝巡视
江都 (今扬州) 时袁 随之也将蛋炒饭传入扬州袁
后经历代厨坛高手逐步创新袁 柔合进淮扬菜肴
的 野选料严谨袁 制作精细袁 加工讲究袁 注重配
色袁 原汁原味冶 的特色袁 终于发展成为淮扬风
味有名的主食之一遥 欧美尧 日本尧 香港等地的
扬州风味菜馆袁 也纷纷挂牌售此美食袁 颇受欢
迎遥 扬州的蛋炒饭袁 风味各异袁 品种繁多袁 有
野清蛋炒饭冶尧 野金裹银蛋炒饭冶尧 野月牙蛋炒
饭冶尧 野虾仁蛋炒饭冶尧 野火腿蛋炒饭冶尧 野三鲜

蛋
炒
饭 冶 尧
野什锦 蛋
炒 饭 冶
等 等 遥
扬州蛋炒饭袁 从其选料上看袁 主料是用上等白
籼米或用新的白粳米代替;煮之前需用水淘洗干
净袁 略浸后下锅煮至熟透袁 无硬心袁 粒粒松散袁
松硬有度为宜遥 炒饭时要防止焦糊遥 烹调时袁
将辅料炒成带卤汁的浇头袁 卤汁中加些酱油称
之为 (牙色炒)袁 不加酱油称之为 (白炒)袁 盛装
上席又用名瓷袁 有道是" 美食又美器"遥

家有家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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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新出准印 JS-H114

好书推荐之
叶曾国藩家书曳 是曾国藩的
书信集袁成书于 19 世纪中叶遥该
书信集记录了曾国藩在清道光
30 年至同治 10 年前后达 30 年
的翰苑和从武生涯袁收录书信近
1500 封遥 叶曾国藩家书曳所涉及
的内容极为广泛袁是曾国藩一生
的主要活动和其治政尧 治家尧治
学之道的生动反映遥曾氏家书行

陈从亮:
热爱祖国袁热爱人民袁热爱中国共产党遥 说老实话袁干老
实事袁做老实人遥
李继尧院
一尧先做人后做事遥
二尧学问是苦根上长出来的甜果遥
三尧人们希望得到更多的东西袁结果却把现有的也失掉了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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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县 渊区冤袁200 多个乡镇尧600 余
所中小学义务宣讲老区精神和周恩
来精神袁 近百万青少年和群众受到
教育遥 2005 年以来袁淮安区老促会年
年获得全国老区宣传工作特等奖袁
有 16 个乡镇老促会先后获优秀奖遥
如今淮安的光荣历史和老区精神正
成为全区上下加快发展 的不竭动
力浴
从野帮扶脱贫冶到野老区小康冶的
孜孜以求
多年来袁 祝以信带领老促会同
志袁围绕党委政府工作中心袁无论是
招商引资尧关注民生尧化解矛盾袁还
是捐资助学尧职教扶贫尧助推新农村
建设等方面都卓有成效遥 他上任后
在本区三堡乡大陶村尧 沙口村开展
野先富帮后富袁大户带贫困户冶活动
试点遥 当年这两个村 15 个专业户帮
带的 48 个贫困户户均增收 4000 多
元袁家家脱了贫袁此后试点被推广到
各乡镇袁收到了良好效果遥 2003 年袁
他写出了两万余字开发黄河故道的
报告袁经过多年的论证袁2009 年黄河
故道沿线开发上 升为全 省发展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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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纪念
日前夕袁市领导姚晓东尧曲福田尧王维凯尧练
月琴尧葛平尧张彤尧戚寿余尧陈涛尧陈洪玉走
访慰问我市抗战老战士尧 老同志和抗战烈

士亲属代表袁 向他们致以亲切的问候和崇
高的敬意袁感谢他们为民族尧为国家尧为淮
安所作的贡献袁 并通过他们向全市抗战老
战士尧老同志表达崇高敬意和良好祝愿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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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70 周年纪念大会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袁深切
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
伟绩袁大力弘扬团结一
心尧救亡图存的爱国主
义精神和伟大的抗战
精神袁继承和发扬党的
优良传统作风袁激励全
市上下在推动淮安科
学跨越发展的新征程
中建功立业遥 市委书记
姚晓东讲话袁市长曲福
田主持会议并传达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袁王维凯尧练月琴尧葛平尧张彤尧肖本明尧戚
寿余尧陈涛尧陈洪玉尧朱毅民等市领导袁抗战
老战士尧 老同志代表及各界人士等出席座
谈会遥

荫中秋节前夕袁市委常委尧组织部长张彤
带队走访了部分老干部袁 向老同志致以节日
的问候与祝福遥
荫9 月 2 日袁市住建局党委书记尧局长王
亦农带着慰问金和纪念章来到局离休干部尧
95 岁抗战老兵王恒益家中袁代表党和政府给
这位参加过抗日战斗的老战士进行了尉问遥
荫9 月 4 日袁 清河区召开纪念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座谈会遥 区委书记仲凤
笔尧区长张冲林等区领导袁抗战老首长尧老战
士代表袁 驻区部队负责人及社会各界人士代
表参加了座谈会遥
荫近日袁 清浦区委老干部局局长陈一刚
一行赴北京看望易地安置的抗战离休干部袁
将抗战胜利 70 周年纪念章和慰问金送到老
干部手中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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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淮安市委老干部局 主办

市委举行纪念抗日战争暨两淮战役胜利 70 周年座谈会

9 月 4 日袁 市委举行纪念抗日战争暨
两淮战役胜利 70 周年座谈会袁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大会上
的重要讲话和省委书记罗志军在省抗战胜

乙未年八月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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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袁市委老干部局根据市主要领导意见袁组织
16 位原地市职老领导袁分南北两线袁分别由刘学东主
席尧陈从亮主席带队袁就野4+3冶服务业特色产业建设
情况开展调研遥 市政府专门召开野4+3冶服务业特色产
业建设工作座谈会袁会上多名老领导作了精彩发言遥
会后我局收集了刘学东尧陈从亮尧黄启武等 11 位地
市职老领导关于野4+3冶服务业特色产业建设的调研
报告袁整理编辑后报市政府遥 曲市长阅读后袁当即作
出批示院
老干部尧 老同志关于现代服务业发展规划的意
见和建议非常好袁也很重要袁不仅充分提出了相关的
发展路径和政策措施袁 也体现了对淮安发展的关心
和支持遥 请市发改委尧商务局尧文广局尧卫生局尧旅游
局尧金融办等有关部门在编制相关规划时研究袁积极
采纳相关观点和建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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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年
主题朗诵音乐会圆满落幕
9 月 26 日袁野致敬历史.共
沐荣光冶 市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年主题朗诵音乐会圆满落
下帷幕遥 此次主题朗诵音乐会
由市委老干部局尧市广播电视
台尧市文化建设研究会联合主
办袁由市广播电台尧市老干部
活动中心尧市老年大学尧市朗
诵协会尧市音乐家协会尧市舞
蹈家协会共同承办遥 音乐会在
叶1931 年的红高粱曳 中拉开帷
幕袁 我市近 40 名文艺界人士

荫日前袁 淮安区举办抗日战争暨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系列活动袁叶历史的
丰碑曳文艺演出以淮安区野横沟暴动冶尧野车桥
战役冶以及野大胡庄战斗冶等历史为题材袁博得
阵阵掌声遥 老干部书画展的 80 余幅参展作品
从不同侧面展现了抗日战争波澜壮阔的历史
画卷袁颂扬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袁激
励人民为实现国家富强尧民族振兴尧人民幸福
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遥
荫近日袁 洪泽县离退休干部党支部在全
县老干部中开展了以野铭记抗战历史窑弘扬爱
国精神冶为主题的野五个一冶活动遥 即举办一场
以抗战为主题的讲谈座袁 开展一次抗战题材
电影展播活动袁 组织一次为抗战离休干部的
健康检查袁开展一次纪念抗战书画展袁组织一
场抗战歌曲大合唱袁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联袂参演了以 叶松花江上曳尧
叶义勇军进行曲曳尧叶在太行山
上曳等抗战歌曲为背景的情景
朗诵袁他们或激情昂扬袁或婉
转动人袁或如歌如诉袁让现场
观众重温了 70 年前那段可歌
可泣的抗战历史袁在诗歌中向
烈士致敬袁激励当代人继续前
行遥 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
希平袁市委老干部局局长姜筱
卉等领导观看了朗诵音乐会遥

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袁展示我县
老同志抗战的光辉历程遥
荫近日袁 盱眙县抗战老战士黄金勇为五
墩小学全体师生作野勿忘国耻 圆梦中华冶主
题演讲袁全校 4000 多名师生参加了活动遥
荫近日袁盱眙县举行野不能忘却的怀念冶
要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年主题报告会遥 省尧
要要
市新四军研究会负责同志袁县委副书记尧县长
贺宝祥等县领导,离退休干部代表,抗战老兵
代表袁解放战争尧抗美援朝尧对越自卫反击战
老兵代表等出席活动遥 报告会采用微电影尧情
景剧尧诗朗诵尧访谈尧歌伴舞等艺术形式袁生动
地再现了当年盱眙军民英勇抗击日伪的事
迹袁展现了 70 年前盱眙军民奋力抗战的光辉
历史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