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定有
渊1928 年 11 月生袁1945 年 7 月参加革

命工作袁194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遥 冤
当兵做到了炮兵团长袁 离休开始书法

理想袁弹道的弧线和书法的线条袁让他的炮
弹直达炮击的阵地和直抵温润的内心遥 战
场上的血与火袁生活中的白与黑袁一双不揉
沙子的眼睛将丑恶和美丽分行书写遥 战地
上的一朵小花袁是他心中最美的记忆遥

摄影院任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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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6 年脱下军装袁1998 年退
休袁现已 77 岁的高毕淦同志袁在清
浦区老老少少的眼里和心里就是一
个不褪色的老兵遥

高毕淦同志是位有着 59 年党
龄的老共产党员袁 还是位在大西北
荒漠上奋战过 17 年转业回乡的正
师职干部遥 1987年他转业回到家乡
淮安袁先后任市人防办主任尧清浦区
委副书记尧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袁他待
人和善尧事必躬亲袁处处以身作则袁
人们都说院 在他身上看不出一点当
官的样子袁却显示着老兵的印记遥

2000 年袁已经退休的高毕淦愉
快地接受了担任清浦区关心下一代
工作委员会主任的邀请袁 像领受了
任务的兵一样袁 义无反顾地投入到
关心下一代事业上袁 他把关心下一
代袁特别是关爱失学尧失业尧失足青
少年当使命抓在手上袁事必躬亲遥 在
乡镇渊街道冤发起助困尧助学尧助业活

动袁在中小学校开展法制警示教育尧
争做野五小冶合格小公民活动袁其做
法和经验先后被淮安市关工委向各
县区推广遥 从 2005 年区关工委组
建老同志网吧义务监督队伍开始袁
他不仅是挂帅的指挥员袁在寒暑假尧
星期天袁或是中小学生放学后袁更是
在全区 50 多个网吧多次留下过足
迹的一线监督员遥

人们都说袁 清浦的青少年是幸
运的袁特别是弱势群体中的青少年袁
每当遇到困难袁都能及时得到区尧乡
镇渊街道冤关工委和高爷爷的帮助呵
护遥 他为扶困助学所募集资金从原
来的 30 多万到近两年已超过 50
万袁 受益的中小学生和考上大学的
贫困家庭学生每年都有数百人遥 他
还把帮助青少年就业的事放在心
上袁并亲自下去搞调查袁发动野五老冶
做工作袁从先端正青年就业观念尧先
帮技能培训尧先做好企业工作尧先救

急解决实际困难入手助就业遥 仅
2009-2011 年就先后为 18-25 岁
青年解决就业达 1100 多人袁 不仅
使社会闲散人口大大减少袁 也为街
道平安和谐奠定了良好基础遥 这一
做法不仅引起市关工委和有关部门
的重视袁还上了国家叶劳动人社报曳遥

青少年犯罪问题袁 一直是高毕
淦最揪心的事袁因此袁从十多年前刚
投身关工委工作起袁 他始终把预防
青少年失足问题当大事抓在手上遥
高毕淦经常直接下基层袁 帮着乡镇
关工委同志加强与相关部门的配合
协调曰帮着发动野五老冶参加与问题
青少年的结对帮扶曰 帮着解决 野五
老冶 在结对帮扶中遇到的困难和问
题遥 他始终紧绷着预防工作这根弦袁
要求各级关工委从关爱帮扶入手袁
每季度认真研究分析帮扶情况袁并
作出书面报告袁 正是这种锲而不舍
的精神袁 全区青少年犯罪由 2011

年之前最多年达七八十人袁 逐年下
降到 2012 年的 35 人尧2013 年的
20 人尧2014 年的 15 人袁 保持了连
续三年持续下降的好势头遥

高毕淦就是这样的人袁 只要是
为了青少年健康成长的事袁 他都会
极尽全力去做袁无论难易或是大小袁
他都会走在前边带队袁 融入其中实
干袁把一颗火热的心奉献给青少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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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退休不褪色的老兵
要要要记淮安市清浦区退休干部高毕淦

鳝鱼属水鲜袁是江苏菜中主要原料之一袁江苏
菜系中的全鳝席袁共有 108 道全部由鳝鱼做成的
美味佳肴袁以此宴请宾客袁据说三天都吃不完袁可
是这 108 道菜中袁还不包括梁溪脆鳝袁该菜可谓
是我国众多鳝鱼佳肴中独树一帜的传统名菜遥 脆
鳝亦名甜鳝袁 相传始创于一百多年前的太平天国
时期袁清末民初袁脆鳝已用作筵席大菜遥 1920 年
后袁开设在惠山的野二泉园冶店主朱秉心对家传脆
鳝制法悉心研究袁使之愈加爽酥尧鲜美袁颇具特色袁
远近闻名袁因朱秉心习惯于戴着大眼镜做菜袁因此
人们又称此菜为野大眼镜脆鳝冶遥 梁溪袁水名袁为流

经无锡市的一
条重要河流袁
其源出于无锡
惠山袁 北接运
河袁南入太湖袁
相传东汉时著
名文人梁鸿偕
其妻孟光曾隐居于此袁故而得名袁历史上梁溪为无
锡之别称遥 近百年来袁无锡太湖游船袁每经由梁溪
驰入太湖袁船上多设有船菜袁梁溪脆鳝是船上必备
的风味菜肴遥

美好的事情一直都在我们周
围袁而且全部都是免费的遥 当你翻开
这本书袁 每一页都充满令人心动的
美妙时刻袁 每一张图都闪耀着让人
沉醉的耀眼光芒袁 每一段文字都散
发着温热迷人的芬芳曰 当你翻开这
本书袁用心感受一片云的静美袁一朵
花的芳香袁 和一个推心置腹的人聊
一下午云淡风轻的人生遥 你就会发
现袁 生活中原来还有这么多美好是
我们不曾珍惜曰当你翻开这本书袁你

就打开了美好生活的另一扇窗袁阳
光温暖袁 岁月静好遥 当你打开这本
书袁你就打开了幸福人生的能量场袁
懂得珍惜袁才会拥有遥 它会让你找回
你心中那个天真的三岁小孩袁 让你
发现生活中原来有很多值得欣赏的
小美好尧小快乐袁让你在积极乐观的
生活态度下变得充实而美满遥 愿
你在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下变得充
实而美满袁 愿你带着爱和微笑去珍
惜那些出现在生命中的小美好遥

淮扬名菜之
梁溪脆鳝

好书推荐之
尼尔·帕斯理查《生命中最美好的事都是免费的》

陈 芸:
一尧 自觉遵守党纪国法遥
二尧 多读书袁少上网遥
三尧 生活节俭遥
四尧 关爱家人遥
五尧 遇有特殊困难袁家中互助袁不可向同事尧朋友求援遥

李登先
渊1926 年 9 月出生袁1940 年 8 月参加革

命袁1942 年 10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遥 冤
像一粒坚实饱满的种子袁生根尧发芽尧生

长在苏北大地遥从军时袁他用文字激昂杀敌的
士气曰建设中袁他将爱播撒在希望的田野遥 在
洪泽湖畔出发袁 他用一腔热血让老区贫瘠的
土地成为富庶的家园遥

刘 群:
一尧 尊老爱幼袁关心他人遥
二尧 勤奋好学袁热爱劳动遥
三尧 诚实做人袁守纪守法遥
四尧 努力工作袁奉献社会遥

摄影院姜舟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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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袁根据市主要领导意见袁 市
委老干部局与市住建局共同组织地
市职老领导调研视察全市物业管理
工作袁 刘学东尧 陈从亮等 18 位老领

导参与此次调研袁 市住建局党委书
记尧 局长王亦农尧 市委老干部局局
长姜筱卉等人陪同调研遥

老领导们先后深入清浦区清纤

小区尧清河区水韵天成窑金桂苑小区尧
淮阴区金都花园小区实地调研遥为保
证老同志们全面准确掌握当前物业
管理工作的情况袁这三家住宅小区中
既有原先管理工作较差经过整治改
造后物业管理井然有序的老小区袁也
有建成时间不长荣获住建部全国物
业管理示范住宅小区称号的新小区遥
视察过程中老同志们认真听取了各
小区物业负责人对物业管理工作的
简要汇报袁 并对小区的物业管理用
房尧 环境卫生尧 绿化养护尧 秩序维
护尧 共用设施设备管理情况进行了
现场察看遥

视察结束后袁 老同志们与市住
建局以及清河区尧 清浦区尧 淮阴区
相关负责人进行了座谈交流遥 王亦
农介绍了全市物业管理工作情况袁
我市物业管理工作起步于 1998 年住
房商品化年代袁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袁
截至今年 9 月底袁 目前全市共有物

业服务企业 494 家袁 托管的市场化
物业服务住宅小区 792 个袁 占住宅
总面积的 83%;物业服务行业从业人
员约 3 万人袁 其中 50 岁以上从业人
员约占 70%;归集维修资金 27.22 亿
元袁 其中主城区今年归集 1.2 亿元遥
2013 年以来袁 全市共整治老旧小区
127 个袁 增建停车位 5500 个袁 计划
争取 2016 年再完成 30%老旧小区的
整治任务遥

老同志们肯定了全市物业管理
工作目前取得的成绩袁 并就进一步
做好物业管理工作提出了意见和建
议遥 他们表示袁 物业管理与百姓生
活息息相关袁 各级领导应切实引起
重视袁 加强依法依规管理袁 建立完
善的物业管理考核评价制度袁 加强
管理人员配备袁 建设一支高质量高
效能的物业管理队伍袁加大物业管理
投入袁为物业管理工作健康有序开展
提供基础保障遥

地市职老领导调研视察我市物业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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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9 日袁 我局一年一度的慰问易地安置离休干
部工作正式启动遥 日前袁 市委老干部局局长姜筱卉尧
副局长顾湘分别带队赴北京尧 上海慰问易地安置和长
期异地居住的离休干部袁 介绍淮安的发展情况袁 送去
慰问金和慰问品袁 并收集他们在政治学习尧 生活待遇尧
医疗保障等方面提出的问题袁 能够解决的当场解决遥
老干部们见到家乡故人袁 非常激动袁 感谢组织送去的
温暖并畅谈了自己一年来的变化遥

我局走访慰问易地安置离休干部

重阳前夕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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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都有许多单位和个人预约参
观遥 截至目前袁 该馆已经先后接待参观人次
达万余袁 图为宿迁老干部局朱局长一行来史

料馆参观遥 广大老同志一致认为袁 创建全市
老干部史料陈列馆是老干部工作的一大创新
之举袁 是为全市老干部做的好事尧 实事和善
事遥

筹建老干部史料馆是淮安市委老干部局
深入挖掘全市老干部的先进事
迹袁 充分展示老同志为党的事
业增添正能量精神风貌的创新
举措袁 对于永远铭记老同志的
历史功绩袁 大力营造学习先
进尧 崇德向善的浓厚氛围具有
重要意义遥 下一步袁 该局将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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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料馆开馆反响强烈 参观来人络绎不绝

荫11 月 30 日袁 淮安市粮食局组织局机
关尧 事业单位退休老干部参观数字化粮库建
设遥 在淮安市直属粮食储备库袁 老干部们参
观了库区的现代化高大平房仓尧 立筒仓和港
口码头操作区袁 听取了储备库有关同志对储
备库建设尧 数字化粮库运行情况的介绍遥 老
干部们对粮库发展和数字化建设表现出了极
高的兴趣袁 对现代化粮库建设纷纷点赞遥

荫为进一步提高老干部健康观念和防病
意识袁 提高老同志自我保健意识袁 11 月 17
日上午袁 清河区委老干部局同河堤路社区共
同举办了 野宣传贯彻老年法 关爱造福老同
志冶 健康知识讲座袁 邀请了社区内 20 多名

离退休干部参加遥
荫7 日下午袁 清浦老年大学召开建校 30

周年庆祝大会遥 市老年大学校长刘希平到会
祝贺曰 清浦区委书记周青到会讲话遥 清浦区
委常委尧 组织部长高进锋尧 老干部局局长陈
一刚尧 清浦老年大学历任校领导和部分教
师尧 学员代表参加了大会遥

荫13 日下午袁 清浦区委老干部局党支
部与局离退休干部党支部共同组织党员活
动袁 体验有轨电车袁 听取有轨电车办公室的
同志介绍有轨电车的建设情况遥

荫14 日下午袁 清浦老年大学组织部分
学员党员参观苏皖边区政府旧址遥 91 岁离

休干部党员唐兴亚说院 野清浦老年大学组织
学员党员参观苏皖边区政府旧址袁 很有意
义遥 我们这些离退休党员参加组织活动袁 感
到很亲切尧 很温暖冶遥

荫近日袁 盱眙县委老干部局召开 叶中
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曳 和 叶中国共产党
纪律处分条例曳 专题学习会袁 局全体人工
作人员参加会议遥 高乾斌局长传达了 叶中
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曳尧 叶中国共产党纪
律处分条例曳袁 并对条例第四章 野对违法犯
罪党员的纪律处分冶 和 叶条例曳 第十章
野对违反工作纪律行为的处分冶 作了重点说
明和具体阐述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