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道才
渊1925 年 8 月出生袁1941 年 1 月参加革

命工作袁1942 年 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遥 冤
他出生在大海边袁海风给了他坚韧和刚毅遥
16 岁开始打鬼子袁在他的记忆里袁涟水保卫
战尧淮海战役和马圩十八天的反扫荡战斗袁
让他的生命绽放出英雄的血性遥 一生参加
过许多战斗袁每一次胜利后的凯旋袁他都不
忘向那硝烟弥漫的战场致以深深的敬礼遥

摄影院吕志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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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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热生辉化彩虹
要要要记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尧涟水县前进镇关工委主任孙锦忠

清朝末年袁扬州城里有一个
姓朱的财主遥 此人虽有万贯家
产尧却是出名的吝啬遥这一年袁财
主想在后花园砌一座绣楼遥因他
吝啬袁本地瓦木匠无人前往遥 从
春暖花开等到秋深叶落袁绣楼仍
未动工遥 急得财主到处贴榜袁声
称愿来砌墙者袁除工钱外袁每天
免费供应三餐遥 最后好不容易
才招到了 5 个从苏北来的瓦
木匠遥 领班的是一个叫曹寿的
年青人袁此人十分精明能干遥 第
二天财主给他们吃的这三餐袁全
是些照得见人影的稀饭和袁一小
碗萝卜干遥中午是难以下咽的糙
米饭和缺油少盐的青菜汤遥一连

三天袁天天如此遥 气得曹寿等人
给他磨洋工遥正好这天他老婆过
生日袁厨师买了一条 10 余公斤
重的大鲢鱼袁鱼身做了菜袁鱼头
没用处袁 财主觉得弃之可惜袁便
命厨师将鱼头骨去掉袁把鱼肉烧
成菜遥 厨师想了片刻袁先把鱼头
一劈两半袁冲洗干净袁再放进锅
里用清水煮遥 煮到离骨时袁捞出
去骨袁将肉归在一起放上油尧盐尧
葱姜等下锅烧烩遥端去给曹寿等
人吃袁众人一看袁不由得怒从心
头起袁这哪里是鱼袁明明是吃过
的剩菜袁一怒之下袁全都往外走遥
这可急坏了财主遥忙说这是家传
名菜袁无骨无刺袁口味鲜美遥 随

后袁 又让厨师多放了些佐料尧配
莱袁用鸡汤重烧袁厨师出于好奇袁
尝了尝袁感到鱼肉肥嫩袁味道鲜
美袁很有特色遥曹寿等人食后袁也
觉得不错袁方才平息了怒气遥 后
来这位厨师在选料和烹制等方
面作了多次试验袁直到自己满意
后袁才挂出拆烩鲢鱼头的菜牌正
式对外供应遥上市后颇受顾客欢
迎遥 不久袁便成了誉满江苏的淮
扬名菜遥

叶民主的细节曳是刘瑜给一些
期刊报纸写的专栏文章结集遥 如
果有谁能把政治问题变成老少咸
宜的八卦贴袁除了北京的哥袁就数
可爱的刘瑜遥这个长在红旗下袁求
学美利坚袁混迹大论坛袁热爱猪头
肉的女博士袁 凭借大众的视角和
精英的头脑将民主社会大卸八
块尧煎炒烹炸袁制作出了一道道适

合中国人的胃又滋润中国人的心
的时政佳品遥 刘瑜以其老辣尧诙
谐尧生动的文笔袁讲述了一个个发
生于美国政治尧法律尧经济尧福利尧
教育中的真实小事儿遥 民主到底
是意识形态的幻景还是柴米油盐
的真切钥 这些不够完美却足够震
撼我们的故事袁 足以回答我们所
有疑问遥

淮扬名菜之
拆烩鲢鱼头

好书推荐之
刘瑜《民主的细节》

冯加庚院
爱党爱国爱家袁勤劳敬业袁遵规守法袁清正做人袁团

结睦邻袁诚信立人袁修德行善袁乐于助人遥

谢学广院
清白持家袁勤俭生活袁为人忠厚袁诚信待人袁爱岗敬

业袁廉洁自律袁以国为重袁心系人民遥

刘泽源院
一尧奉公守法袁勤俭持家遥
二尧坦诚做人袁扎实做事遥
三尧尊老爱幼袁善待他人遥

孙步坦
渊1924 年 2 月生袁1943 年 12 月参加革命

工作袁同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遥 冤
每一个脚印袁都照应着他光荣的一生遥从

一名战士袁到一个区长袁战争的硝烟让他在嘹
亮的军号声中向前遥 他在社会主义的阳光下
纵情歌唱袁他高悬利剑斩断罪恶的魔爪袁他用
劳动的汗水浇灌生命之花袁 让鲜艳的花朵盛
开在中国大地上遥 摄影院姜舟伟

他袁二十一年先后把全镇118名
有问题的和失足青少年帮扶尧 帮教
好袁重回正轨袁他工作认真仔细尧热
情耐心尧成绩突出袁多次受到省尧市尧
县关工委的表彰袁 广大干群称赞他
是关心下一代工作的热心人袁他袁就
是涟水县前进镇关工委主任孙锦
忠遥

孙锦忠同志第一个帮扶的对象
是小郑袁这孩子自幼娇生惯养袁小学
二年级就辍学了遥 小郑偷了人家的
猪袁宰杀之后再到被偷猪户卖猪肉遥
他骗邻居袁骗亲舅舅遥受害人上门要
求赔偿袁 老实的父母赔光了所有的
家当后袁 就到河坡上用玉米杆搭棚
子长期住下来躲债遥 庄上人为了防
偷袁 晚上轮流跟猪羊睡在一起遥如
此袁弄得四邻八舍鸡犬不宁遥在这种
情况下袁 孙锦忠同志却主动向派出
所请命袁小郑由他来帮扶遥俗话说袁
没有金钢钻袁不揽瓷器活遥开始小郑

和孙锦忠来个野小鸡捉迷藏冶始终不
见面遥 一次孙锦忠在街上碰到了小
郑袁小郑刚想跑袁却被孙锦忠一把抓
住袁孙锦忠说院野小郑袁你为什么要躲
我钥冶小郑就是不开口袁孙锦忠看已
到吃饭时间袁就连拖带拉袁把小郑推
进饭店袁点了两碗面袁孙锦忠还没吃
一半袁小郑已连汤带水全下肚了袁孙
锦忠看小郑确实是饿了袁 又叫饭店
为小郑再上一碗遥 小郑自从偷窃上
瘾后袁人人都像瘟神一样躲着他袁没
有人去关心他吃喝冷暖袁 今天一位
非亲非故老人却如此对待他袁 人非
草木袁 无形中人情的暖流在小郑心
中涌动袁他再也不回避孙锦忠了袁并
向孙锦忠敞开了心扉遥 在多次促膝
谈心中袁孙锦忠了解小郑的心态袁他
不是不想改邪归正袁 而是怕自己名
声不好袁乡亲们瞧不起他袁想好也好
不起来遥小郑的话也有几分道理袁在
社会上袁这类人袁没人肯沾边袁他们

要重新走上正道困难确实很多遥孙
锦忠一方面帮助他分析犯罪原因袁
帮助他总结教训袁 一方面帮助他树
立信心和勇气袁 特别是如何正确对
待社会上的冷嘲热讽袁 指出改造方
向袁 使他消除顾虑袁 看到光明的前
途遥功夫不负有心人袁孙锦忠和村关
工委主任季波前后花了两年时间终
于把小郑拉上了正道遥 孙锦忠和季
波花钱帮助他学了汽车驾驶技术袁
介绍他走上了工作岗位袁 又帮他介
绍了对象遥 如今小郑已成为有一手
熟练技术的驾驶员袁成了家袁有了孩
子遥 小郑又把躲债在外的父母接了
回来袁两位老人袁见到孙锦忠袁泪流
满面袁泣不成声地说院野不是您老袁我
们一家就完了袁 你是我们家的大恩
人啊浴冶 小郑也说院野要不是孙老爹袁
我小郑说不定还在劳改农场呢浴冶小
郑的转化给孙锦忠和其它野五老冶同
志做帮扶尧 帮教工作一个有益的启

迪袁 于是孙锦忠同志便组织全镇各
村野五老冶同志推行野一帮一冶尧野多帮
一冶的结对帮扶尧帮教工作遥

孙锦忠同志深有体会的说院野帮
扶尧 帮教失足青少年就像农民种地
一样袁一分耕耘袁一分收获曰你不去
耕种袁那荒地只会越来越荒曰你粗耕
浅种袁那只能耶望天收爷曰你精耕细
作袁才能高产丰收曰挽救一个孩子袁
就是挽救一个家袁有了家的稳定袁才
有社会的稳定遥冶

市政府召开老干部座谈会征求《政府工作报告》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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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1 日袁市第六次党代
会第五次会议召开袁17 位地市
职老干部参加会议遥 会前袁市委
召开地市职老干部座谈会袁听取
了老同志对市委工作报告尧市委
关于制定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渊草
案冤尧市委关于 2015 年工作情况
的报告等市党代会文稿渊征求意
见稿冤的意见和建议遥 市委书记
姚晓东主持座谈会袁 市委常委尧
组织部长张彤袁市委常委尧秘书
长尧涟水县委书记肖本明等出席
会议遥

座谈会上袁刘学东尧陈从亮尧
李挺华尧李继尧尧陈森辉尧李慧
秋尧陈芸尧刘群尧谢学广尧成迎初尧
刘维亚尧张恒顺尧黄学楷尧卜健
民尧曹尔渊尧荀德麟等老干部先
后发言遥大家认为袁文稿站位高尧
理念新尧目标清尧措施实袁总结
野十二五冶 发展和今年工作实事
求是尧客观全面袁把握野十三五冶
发展和明年工作思路清晰尧切中
要害遥 回首过去五年袁老干部们
无不为淮安发展取得的进步深
感振奋曰展望未来五年袁大家从
加快高铁建设尧 壮大产业发展尧

推进从严治党尧推动民生事业发
展等方面发表真知灼见遥大家还
就文稿提出具体意见遥

姚晓东表示野各位老领导提
出了很多好的意见和建议袁体现
了对市委市政府工作的支持尧对
淮安发展的关心冶袁 市委将汲取
老同志们贡献的智慧袁进一步完
善文稿尧改进工作遥他说袁经过全
市上下共同努力袁野上水平冶之年
各项目标任务基本完成袁实现了
野十二五冶圆满收官遥野十三五冶时
期是淮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决胜阶段袁也是奠定苏北重要中
心城市地位的决战阶段遥 面向
野十三五冶袁我们要更好地总结经
验袁 更加清醒地看到问题和不
足袁 坚持行之有效的好做法袁一
方面抓住机遇发挥优势袁一方面
针对问题补长短板袁充满信心地
推动淮安科学跨越发展遥姚晓东
强调袁 新常态下要有新状态袁好
的工作思路落实到基层袁人的精
神状态尤为重要遥全市上下要以
更好的工作状态尧 精神状态袁更
加积极有为袁 更加敢于担当袁更
加狠抓落实袁把淮安各项事业不
断推向前进遥

市委召开地市职老干部座谈会

荫12 月 16 日袁市离退休干部野四就近冶
服务联盟 2015 年下半年工作交流会在市中
医院召开袁淮阴师范学院尧市讲师团尧市一院
等十一家联盟成员单位代表出席了会议袁就
离退休干部野四就近冶服务联盟的服务内容尧
服务方式尧服务范围尧服务周期等问题进行了
广泛深入的讨论交流袁 市委老干部局副局长
刘磊受邀参加会议并讲话遥 市中医院副院长
张登金致欢迎辞遥联盟轮值主席尧市中医院社
区工作部主任蔡建桃主持会议遥

荫12 月 25 日袁 清河区委老干部局组织
全区四套班子退休干部参观淮安市老干部史
料陈列馆遥 在 野烽火硝烟篇冶 专题展厅袁 很
多老同志久久驻足袁 感慨良多袁 纷纷向那段
刻骨铭心的难忘岁月致敬遥 随后老同志们一
起观赏了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年全市书画摄

影展遥
荫12 月 29 日袁 清河区委老干部局和淮

西中心共同举办 野清河区离退休干部迎新春
游艺会冶遥 区四套班子退休干部和离休干部
40 余人欢聚一堂,共迎新年遥

荫12 月 29 日袁 清浦区召开部分老干部
座谈会袁 就区委 2015 年工作尧 清浦区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渊草案冤 等征求意见遥

荫清浦区委老干部局提前谋划 2016 年
工作袁 一是安排专人到相关单位袁 为老干部
征订 2016 年 叶银潮曳 杂志袁 征订数超过
2015 年遥 二是提前制定春节走访慰问老干
部方案遥 为 2016 年工作起好步袁 开好头遥

荫12 月 1 日袁 淮安区委老干部局举办全
区老干部工作业务培训班会袁 70 多名专

渊兼冤 职老干部工作者参加了学习培训遥
荫12 月 28 日袁 洪泽县召开 野中国共产

党洪泽县第十次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工作报
告征求老干部意见冶 座谈会遥 老干部们对工
作报告中建设 野两新区冶尧 打造美丽乡村尧
大湖文创精品尧 党建创新等相关问题进行了
详细的补充袁 并提出了合理的建议遥 县委书
记徐东海参加座谈遥

荫12 月 23 日袁 洪泽县委老干部局组织
召开离休干部学习小组长年终座谈会袁 充分
征求老同志对当前老干部工作的意见建议遥

荫12 月 26 日袁 洪泽县委老干部局和老
年大学 野迎新年冶 文艺汇演在夕阳红大院报
告厅举行遥 整场汇演内容丰富袁 展现了新时
代老同志的精神风貌袁 也表达了他们对党的
感激和对美好生活的祝福遥

经过长时间田间地头的调研袁
由黄启武尧 陈芸等老干部牵头起草
的调研报告袁得到市委姚书记批示遥
姚书记在批示中指出院 这篇调研报
告提出的问题很重要袁 我市多年来
提高耕地质量的成绩应充分肯定袁
但当前存在的不足之处不容忽视袁
有的已经成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阻
碍因素遥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野十
三五冶规划建议袁对耕地保护工作提
出了明确要求袁 国家还将实行耕地
轮作休耕制度遥我市应结合实际袁加
大中低产田改造力度袁 因应适度规
模经营等加强水利等设施改造建设
并推广洪泽野五位一体冶管护经验袁
重视科学施肥等措施运用袁 在人财
物上增加投入袁 为淮安的农业现代
化夯实最基本的基础遥

12 月 27 日袁 市政府组织原
地市职老干部召开座谈会袁 征求
老同志对叶政府工作报告渊征求意
见稿冤曳的意见和建议遥刘学东尧陈
从亮等 18 位老同志参加了会议遥
市长曲福田出席会议袁市委常委尧
常务副市长戚寿余主持会议遥

座谈会上袁 市政协原主席刘
学东尧陈从亮等老干部先后发言遥
大家就叶报告曳提出了具体修改意
见袁并围绕推进先进制造业尧打造

交通枢纽尧加强政府建设尧农业
提质增效尧加快企业上市尧落实
野二孩冶 政策等方面发表了真知
灼见遥

曲福田对老同志表达了感
谢院野这么多年来袁你们对淮安关
注关心的热情不减袁求真务实的
作风依旧袁 紧跟时代的思想不
变袁为淮安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
有力贡献遥 冶他表示市政府将充
分汲取大家的意见和建议袁修改

完善叶报告曳尧推进改善工作遥 曲
福田表示袁明年是野十三五冶开局
之年袁各地各部门要按照市委总
体部署袁立足新起点尧抢抓新机
遇尧应对新挑战袁一步一个脚印
把开局之年的工作做实做好袁为
实现野十三五冶美好蓝图奠定坚
实基础遥

会议还向老干部通报了市
政府老办公区利用尧公务用车改
革等工作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