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江苏省淮安市盱眙县袁 提起
柳怀玉袁常听到这么一句话要要要野柳
主任热心又能干袁好人啊浴冶大家之
所以信赖他尧尊敬他袁绝不仅仅是因
为他在军营中是个好战士袁 在地方
是个好领导袁 更重要的是因为他退
休之后初心不改尧热忱不变袁在盱眙
县关工委主任的位置上尽心尽责袁
他带领全县8000多名野五老冶奋战
在关心下一代工作岗位上不断创
新袁在时代的舞台上继续发光发热遥

柳怀玉同志袁1968年2月参军袁
1999年转业至地方工作遥2010年1月袁
在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岗位上退休后袁
放弃了私营企业的高薪聘请袁 到县
关工委担任主任职务遥 长期的军旅
生涯袁 造就他的坚定不移的理想信
念尧勇于进取的开拓精神尧求真务实
的敬业态度尧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袁
在关心下一代工作这一全新的领
域袁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光大遥柳怀
玉同志关心下一代的工作热情与突出
业绩得到社会各界及上级关工委的
充分肯定遥2010年以来袁 盱眙县关
工委先后受到国家和省市关工委的
表彰遥在2013年淮安市关工委成立

20周年大会上袁 柳怀玉同志被淮安
市委尧市政府授予野县区关工委主任
标兵冶 称号袁2015年被中关工委评
为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遥

关工委是同级党委领导下的群
众性工作组织袁必须在党委尧政府的
领导下袁团结广大野五老冶开展工作遥
为了争取县委尧县政府的关心支持袁
柳怀玉同志每年都亲自起草 叶县关
工委工作要点曳袁 报县委批转落实遥
为了争取乡渊镇尧街道冤领导对关心
下一代工作的重视袁五年来袁柳怀玉
同志走遍了全县所有乡镇袁与党委尧
政府一直保持联系遥 在地方党委政
府的重视支持下袁 全县各乡镇关工
委工作都摆上了重要议事日程袁为
乡渊镇尧街道冤村渊社区冤关工委实现
野五有五好冶打下了坚实基础遥

坚持调查研究袁 从实践中获取
第一手资料袁掌握工作主动权袁是柳
怀玉同志一贯的工作作风遥2010年
1月袁上任伊始袁他白天去乡镇调研袁
晚上看关工委有关资料袁用了近3个
月时间袁 先后到18个乡镇尧32个村
渊居冤尧23所学校(幼儿园)袁实地了
解基层关工委班子建设尧队伍建设尧

阵地建设尧制度建设尧经费保障尧活
动开展等方面情况遥通过调研袁进一
步确立了关工委工作重点在基层尧
活力在基层的理念遥2010年6月2
日袁县关工委在明祖陵镇召开了野全
县关工委基层建设现场会冶袁总结推
广该镇野党委政府重视尧关工委主动
作为尧 活动场所完善尧 规章制度到
位冶的经验遥

预防和减少青少年犯罪袁 是一
个值得关注尧 不可回避的社会热点
问题袁尤其是在校生犯罪袁更是一个
特别敏感的家庭之痛尧 社会之痛遥
2011年上半年袁柳怀玉同志多次深
入学校尧社区和司法部门走访调研袁
最终形成报告遥9月6日袁县关工委配
合县政法委尧 县教育局等相关部门
召开 野全县预防和减少青少年犯罪
工作会议冶遥会后袁各乡镇都成立了
预防青少年犯罪工作领导小组袁同
时袁组织野五老冶等精干力量袁集中15
天袁深入宣传尧摸清底数袁结对帮扶遥
全县2265名帮教尧帮扶尧帮困对象袁
全部实行野一对一冶或野多对一冶关爱
帮助措施遥几年来常抓不懈袁盱眙青
少年犯罪势头得到有效遏制遥

在民营企业组建关工委袁 柳怀
玉提出了一切为了企业尧 一切为了
职工尧一切为了发展的工作方向曰明
确了组建思路院 先大后小尧 先易后
难尧先多后少遥经过努力工作袁全县
283家规模以上民营企业全部组建
了关工委遥五年来袁盱眙民营企业关
工委积极开展工作袁组织各种活动袁
取得了一定成绩袁 曾两次在全省会
议上介绍了民营企业关工委工作的
经验遥 他还强力推进青年农民创业
野三扶两创一促进冶工程袁总结推介
了一批先进典型袁 为青年农民创业
开辟了新路遥 柳怀玉同志非常关注
青少年中的弱势群体袁 帮助他们解
决实际问题遥5年间袁 他组织了6次
野一切为了孩子冶捐赠活动袁每次都
协调爱心企业家捐赠40-60万元的
善款尧善物袁全部用于救助县特殊教
育学校聋哑孩子以及全县各中小学
的贫困学子尧留守儿童遥

在他的领导下袁 盱眙县关工委连
年被省关工委评为野关心下一代宣传工
作先进单位冶袁连续4次荣获野全国关
心下一代宣传报道和叶中国火炬曳征
订发行工作标兵单位冶称号遥

陈福忠
渊1922 年 1 月出生袁1940 年 2 月参加革

命工作袁1943 年 3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遥 冤
传播文化袁传播理想袁一个新四军战士向

战友们传递的是抱负和雄心遥 一颗子弹消灭
一个敌人袁一个个文字就像一颗颗子弹袁在战
场上射向罪恶的魂灵遥在他的心中袁知识无疑
就是最好的方阵袁它让我们的队伍永远向前遥

摄影院朱天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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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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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老兵和他的八千野精兵冶
要要要记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尧盱眙县关工委主任柳怀玉

三丝鱼卷是江苏省汉族传
统名吃遥 是用青鱼片将火腿尧笋
肉尧香菇等三丝包卷蒸制而成的
菜遥此菜白中带黄袁酸甜适口袁肥
嫩干香遥 青鱼袁又称"草鱼"袁苏
南称"螺蛳青"遥 青鱼背部色乌
肉厚袁腹部乳白而肥袁肉质鲜嫩袁
一般饲养三四年就可达到五千
克左右袁是优良养殖鱼种遥据叶随

息居饮食谱曳中记述:青鱼袁甘袁
平遥 补气养胃袁除烦懑袁化湿祛
风袁治脚气尧脚弱遥可鲙尧可脯尧可
醉袁古人所谓"五侯鲭"袁即此遥
其头尾烹鲜极美袁肠脏亦肥鲜可
口遥 而松江人呼为"乌青"袁金华
人呼为"乌鲻"袁杭人以其善啖
螺袁因呼为"螺蛳青"遥 鲙袁以诸
鱼之鲜活者刽切而成袁 青鱼最

胜遥 将青鱼中段出骨后切成片袁
用来制作"三丝鱼卷"袁确是一
味佳肴遥

当好父母难袁 当好爷爷奶
奶尧外公外婆更难遥 没有时间照
顾孩子的父母袁照顾着孩子却被
认为教育方法不科学的老人袁到
底怎么办钥 爸爸妈妈 PK 爷爷
奶奶袁谁的教育更胜一筹钥 隔代
教育是祖辈越位还是父母的无
奈之举钥 祖辈是该坚守阵地还是
该淡出家庭教育舞台钥 父母为何
竟成为孩子野最熟悉的陌生人冶钥

老年人发挥余热为孙辈野站好最
后一班岗冶为何招来质疑钥 隔代
如隔山袁代沟如鸿沟袁尖锐的家
庭矛盾一触即发遥 叶中国式隔代
教育曳用事实说话袁让事实的主
人公说话遥 用情景式展现野剪不
断袁理还乱冶的中国隔代教育现
状袁 与读者一起聆听祖辈的心
声袁感受父辈的忧患袁体会孙辈
的衷肠遥

淮扬名菜之
三丝鱼卷

好书推荐之
罗解文《中国式隔代教育》

包一高
渊1925 年 11 月出生袁1942 年 5 月参加革

命工作袁1944 年 6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遥 冤
医者仁心遥在战斗中袁他努力把包扎所移

到战斗的前沿袁不畏惧敌机和炮弹的攻击袁机
智而果敢地指挥着抢救伤员袁 他为伤员赢得
了生命的尊严遥他的一生袁和救死扶伤从未相
离袁一颗仁爱之心袁是他生活中的斑斓画卷遥

摄影院常春

刘维亚
明志向袁勤学习曰恒敬业袁自努力曰孝父母袁信交

友曰俭持家袁淡名利遥
周云飞

言传身教袁以自己的行动教育子女遥
张恒顺

敬老扶幼袁和善待友袁遵纪守法袁按章办事袁勤俭
节约袁爱国持家遥
葛恒文

一要热爱共产党袁二要热
爱祖国袁三要遵纪守法袁四要
廉洁奉公袁五要诚实守信遥

第 1期 总第 17期

网址院http://lgbj.huaian.gov.cn/ 中共淮安市委老干部局 主办 投稿邮箱院halgxx@163.com

圆园16年 1月 31乙未年十二月廿二

星期日

苏新出准印 JS-H114

市委常委听取市关工委工作汇报
姚晓东书记作重要讲话

市

县

联

递

1 月 8 日袁市委召开常委会袁听取市关工委主任刘
学东所作 2015 年工作汇报尧2016 年工作打算以及 叶关
于进一步做好以留守儿童为主的家教缺失子女的关爱

工作的调研与建议曳,市委书记姚晓东尧市长
曲福田等常委以及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参加
会议遥 听取汇报后袁曲福田尧练月琴尧张亚青尧
陈涛等领导结合自身体会袁先后发言袁肯定关
工委工作成绩遥最后袁市委书记姚晓东作重要
讲话遥

姚晓东说袁市关工委工作在全省走前列尧
全国有影响袁 特别是家教工作得到国务院参
事室充分肯定并在全国性会议上被誉为淮安
模式袁 连续第 3 次被评为全国关心下一代工
作先进集体袁可喜可贺遥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市
关工委各位老领导老同志辛勤付出的结果袁
充分体现了各位老领导老同志无私奉献的精
神风貌和关爱后代的责任担当袁令人钦佩遥

市委尧市政府衷心希望各位老领导尧老同
志在保重身体尧安度晚年的前提下袁更加有效
地发挥自身政治优势尧经验优势尧智力优势尧
威望优势袁为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尧保证党和
国家事业代代相传作出新的更大贡献遥 各级
党委尧 政府和市各相关部门要一如既往地关

心支持关工委工作袁为他们开展工作创造条件尧提供方
便袁努力形成关心下一代工作的强大合力遥

尊敬的各位老干部尧老同志院
大家好浴
羊献银毫书捷报袁猴挥金棒迎新

春遥 值此 2016 年新春佳节来临之际袁
市委老干部局全体人员向广大离退
休干部致以最诚挚的问候浴 向关心支
持市委老干部局工作的各级领导尧有
关部门及老同志们致以最衷心的感
谢浴 向默默奉献在全市老干部系统的
工作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浴

回顾 2015 年袁我们在市委市政府
正确领导和市委组织部直接指导下袁
全面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尧十八届三
中尧四中尧五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袁认真贯彻落实全
国尧全省离退休干部野双先冶表彰大会
以及全省老干部局长会精神遥 召开了
全市离退休干部野双先冶表彰大会曰举
行了抗战胜利 70 周年相关纪念活
动曰开展了野寻找淮安最美抗战老兵冶
活动曰特别是建成了全国首家老干部
史料馆袁联合叶金色夕阳报曳尧门户网
站尧广播节目尧文化长廊尧助老超市袁
全面构建了野一馆一报一网一台一廊
一超市冶宣传平台遥 此外袁我们还先后
投入 160 万元对活动中心进行维护改
造袁 申请 77 万元经费为企业离休干
部解决了房租补差袁组建了野送学上
门冶服务联盟等袁收到了省市领导的
充分肯定和一致好评遥 这些成绩的取
得袁是各位老干部尧老同志长期以来
的付出和智慧袁为我们打下坚实基础
的结果遥 没有你们的全力付出和关心
支持袁 我们就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
绩遥 今天袁你们虽然离开了工作岗位袁
但仍然为淮安更好更快发展献计出
力遥 你们身上凝聚着的中华民族的优
秀品质袁展现着的老干部尧老党员的
高尚情操袁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尧前进
的动力尧永远的楷模遥

2016 年袁是野十三五冶规划开局之
年袁 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和
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袁 我们将继续
坚持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增添正能量
的价值取向袁认真学习落实中共中央
办公厅尧 国务院办公厅最新印发的
叶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离退休干部
工作的意见曳袁紧扣野展示阳光心态尧
体验美好生活尧畅谈发展变化冶主题袁
以野三严三实冶尧野两学一做冶学习教育
为抓手袁用热心尧孝心为老干部提供
亲情化尧个性化服务袁让老干部颐养
天年尧益寿延年遥 老年是晚开的花袁老
年是陈年的酒袁最美不过夕阳红遥 我
们真诚地希望各位老干部尧老同志人
老心系国袁离岗不忘责袁发挥夕阳精
神袁 更期盼大家在安享晚年的同时袁
以不同方式继续为淮安苏北重要中
心城市建设奉献你们的光和热浴

最后袁恭祝各位老领导尧老同志
新春愉快袁猴年吉祥浴

中共淮安市委老干部局

1 月 18-19 日, 省委老干部局
副局长韩骅一行来我市县区慰问
困难老干部并调研老干部工作遥 市
委老干部局局长姜筱卉尧洪泽县委
常委尧组织部长许根林袁清浦区委
常委尧组织部长高进锋陪同遥

对于老干部工作的宣传和未
来老干部工作的研究有着非常积
极的作用遥 听取了全市尧洪泽县和
清浦区老干部工作汇报后袁韩骅局
长对我市建成的全国首家老干部
史料馆尧 送学上门志愿者联盟尧洪
泽县实施的野五彩夕阳工程冶和清
浦区老干部家庭病床建设等亮点
项目袁给予了充分肯定袁认为我市
及各县区立足自身袁 发挥优势袁发

展特色袁取得了
很好的成效袁最
后他还就老干
部思想政治建
设尧离退休干部
党组织建设尧发
挥老干部正能
量及对离休干
部加大关心照
顾四个方面对
我市老干部工
作提出了具体
要求遥

座谈会后袁
韩骅一行还走访慰问了洪泽县瘫
痪在床的离休干部金超同志和清

浦区生病住院的离休干部朱成荣
同志袁了解病情袁送上组织的问候
和关心遥

荫5 日袁我局邀请 20 名服务对象代表和局
机关尧活动中心全体成员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
部个人实绩完成情况进行测评遥

荫18 日袁我局专门印发叶关于做好 2016 年
春节走访慰问老干部活动的通知曳袁 对各县区
各单位春节走访慰问提出明确要求遥

荫8 日袁清河区委七届七次全体渊扩大冤会
议隆重召开袁12 名老干部代表应邀列席会议遥
会上袁老干部们认真听取了区委七届七次全体
渊扩大冤会议工作报告尧区委关于野十三五冶规划
的建议和全会决议渊草案冤的说明遥

荫11 日袁清河区召开叶政府工作报告曳征求
意见座谈会袁部分老干部代表参加会议遥 老干
部结合清河实际袁对叶报告曳中存在的具体问题

提出了修改意见和建议遥 区长张冲林表示袁各
位老干部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袁具有很强的针对
性尧启发性袁起草小组的同志要认真梳理老干
部在会上所提的意见尧建议袁进一步做好论证袁
充分吸收袁抓紧完善遥

荫20 日袁淮阴区委老干部局尧区卫计委联
合组织离退休老干部实地观摩了丁集卫生院尧
区妇幼保健院尧口腔医院等地袁并向老干部通
报了全区卫生事业发展和卫生计生工作情况遥

荫23 日袁淮阴区委老干部局尧区老年体协尧
中国农业银行淮安城北支行共同主办 2016 年
野农行杯冶 迎新春老年人掼蛋比赛袁140 多人报
名参赛袁欢庆 2016 年新春到来遥

省委老干部局领导莅淮慰问、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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