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荫31 日袁 市委老干部局在涟水县涟城镇
金城路社区召开社区离退休干部党建试点工
作部署会袁 各县区委老干部局分管领导及相
关社区负责人参加了会议袁 市委老干部局副
局长刘磊主持会议并讲话遥

荫30-31 日袁 市老干部活动中心棋牌协
会举办春季掼蛋比赛袁78 名离退休干部报名
参赛遥

荫29 日袁 清浦区委老干部局组织离休干
部参观淮安老干部史料馆遥 十几位耄耋之年
的老人参观后说道院野图片中的很年轻袁 现实
中的我们老了袁 但我们身上共产党人的艰苦
奋斗的精神袁 也就是报纸和电视上说的正能
量袁我们要发挥余热袁将这些很好地传承给下
一代浴 冶噎噎

荫1 日袁淮安区召开老干部大会袁区委书
记徐子佳代表区委尧 区政府向老干部通报了
全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遥

荫日前袁淮安区区委副书记尧代区长施恩
佩主持召开座谈会袁就叶政府工作报告曳渊征求
意见稿冤征求部分老干部的意见建议遥

荫近日袁淮安区成立了由区委尧区政府主
要领导任组长袁常委组织部长任副组长袁12 个
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区委老干部工
作领导小组袁指导协调全区老干部工作开展遥

荫14 日袁淮安区召开全区组织工作会议袁
会上袁10 个老干部工作先进集体和 22 名老
干部工作先进个人受到表彰遥

荫10 日袁 涟水县委老干部局邀请县发改
委领导为 60 余名离休干部作野十二五冶规划
完成情况及 2015 年全县经济发展情况通报遥

荫25 日袁 涟水县委老干部局组织县四套
班子老领导到今世缘集团听取全国人大代
表尧今世缘集团董事长周素明作野两会冶精神
宣讲遥

荫30 日袁 涟水县召开全县脱贫攻坚达小
康推进会袁 县四套班子老领导应邀参加会议
及讨论袁 各位老领导踊跃发言袁 积极进言献
策遥

荫近日袁 洪泽县委老干部局组织县四套
班子退休干部一行 16 人参观考察县旅游情
况袁县委老干部局局长马斌陪同参观考察遥

市委老干部局宣讲专题党课为野两学一做冶学习教育野热身冶

3 月 15 日袁市纪委召开通报会袁向
地市职老干部通报 2015 年全市党风廉
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情况袁 介绍 2016
年工作部署遥 市委常委尧纪委书记葛平
出席会议并向老干部通报情况遥 刘学
东尧 陈从亮等 17 位老干部参加会议并
发言袁范青尧陈灼尧王连权尧姜筱卉等人
出席会议遥

葛平书记首先对各位离退休干部
多年来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的关心和支持表示感谢遥 他说袁2015
年袁 在省纪委和市委的正确领导下袁全
市纪检监察机关深入落实野两个责任冶袁
聚力野六个突破冶袁着力构建具有淮安特
色的不敢腐尧不能腐尧不想腐的有效机
制袁全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取
得了新的进展和成效遥中央纪委信息专
刊 4 期予以推介曰 省委书记罗志军袁省
委常委尧 省纪委书记弘强 4 次批示肯
定曰叶中国纪检监察报曳尧叶新华日报曳头
版 7 次进行报道袁人民群众对淮安廉政
和效能的满意率逐年提升遥

与会老干部对市纪委的工作给予了充分
肯定袁认为纪委工作抓得准尧抓得实尧抓得好袁
希望继续创新工作袁取得更大成效遥 会前袁与会
老干部观看了警示教育片叶权力的放纵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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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7 日袁我市召开老干部
工作会议袁 传达市委书记姚晓
东对全市老干部工作的批示精
神袁 回顾总结全市去年老干部
工作袁部署今年工作任务遥 市委
常委尧 组织部长张彤出席会议
并讲话遥

3 月 5 日袁市委书记姚晓东
作出专门批示袁 充分肯定去年
全市老干部工作取得的成绩袁
希望全市各级老干部工作部门

切实增强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
命感袁深入开展野两学一做冶学
习教育袁 不断提升老干部工作
水平曰采取有效措施袁进一步发
挥老同志的优势和作用袁激励他
们为推动淮安更高层次科学跨
越发展增添正能量尧 作出新贡
献曰加强离退休干部思想引领和
党组织建设袁创新老干部服务管
理袁为老同志安享晚年创造良好
条件遥 各级党委尧政府要紧扣野打

造增长极袁共筑崛起梦冶宏伟追
求袁 把老干部工作放在重要位
置袁加强组织领导袁完善制度机
制袁强化工作保障袁努力开创我
市老干部工作新局面遥

就贯彻落实姚晓东书记批
示精神袁张彤要求袁要深化创新袁
通过创新思维方式尧创新党组织
设置方式和活动内容袁彰显离退
休老干部正能量曰 要细化服务袁
通过服务对象全面化尧 服务内
容细致化和服务方式亲情化袁
增强老干部幸福感曰 要强化领
导袁通过切实强化自治领导尧切
实加强统筹协调和部门自身建
设袁提升老干部工作新水平遥

各县区委老干部局局长尧办
公室主任袁市直有关部门分管领
导尧老干部工作专兼职人员以及
市委老干部局机关和市老干部
活动中心全体人员参加会议遥
淮安市委老干部局局长姜筱卉
主持会议袁副局长刘磊尧顾湘参
加会议遥

我市召开全市老干部工作会议
姚晓东书记作重要批示 张彤部长作重要讲话

3 月 10 日袁市委老干部局在
市老干部活动中心围绕野两学一
做冶学习教育方案开设了专题党
课袁局长姜筱卉同志主讲袁市直
机关离退休干部及市委老干部
局全体工作人员近 100 人参加
了本次专题党课遥

姜筱卉从野两学一做冶学习
教育的背景尧总体要求尧具体内
容尧主要措施尧组织领导五个方
面为大家详细解读了 野两学一

做冶学习教育的精神内涵遥 他首
先以问答的方式让老同志们明
白了什么是野两学一做冶以及野两
学一做冶的目的与对象遥 随后他
以数字标识的方式引出了野两学
一做冶中需要注意的问题袁如学
习教育要实现 4 个野进一步冶袁做
到 5 个野坚持冶袁做合格党员要做
到野4 讲 4 有冶袁学习讨论要做到
5 个野能否冶等遥

课堂上老干部们全都聚精

会神听讲袁 多位老干部一边听
一边认真做着笔记遥 讲课结束
后袁 离休干部赵千里特地要了
讲课稿袁 认真抄录了听课过程
中未能记录下的内容遥 老干部
们纷纷表示袁 党课深入浅出尧
通俗易懂尧 令人警醒袁 老同志
们将认真领会中央精神袁 以实
际行动参与学习教育袁 彰显老
党员的先进本色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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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嘉玉
渊1924 年 2 月出生袁1943 年 12 月参加革

命工作袁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遥 冤
抗战时做过交通站长袁 解放后当过报社

记者和纪委书记袁他的刀枪是一杆如椽大笔袁
在消息的传递上袁 在对美的颂扬和对丑的鞭
笞上袁他始终将正义的太阳高挂在自己的头
上遥 今天他慈善的微笑袁 依然遮挡不住睿智
的辉光遥

2006 年袁 刚从金湖县政协主席
岗位上退下来的胡进袁 服从组织安
排袁担任县关工委主任袁从野县官冶走
上了当野童官冶的征程袁自此袁她为金
湖关心下一代工作倾注了全部心血遥
她对弱势青少年有一颗火热的心

青少年是关工委关爱的主要对
象袁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时刻牵动着胡
进的心遥 几年前袁黎城镇有一身患严
重脊椎病的女孩姬梦雨袁长期瘫痪在
床袁父亲长年在外不回家袁母亲狠心
留下她离家出走袁小姬只能依靠家境
贫困的外公外婆生活遥 胡进知道后袁
立即带领县关工委同志与镇 野五老冶
丁兰芳一道去小姬家看望袁送上了慰
问金遥当了解到小姬希望关工委能够
帮助自己康复自理的心愿时袁她十分
同情和理解袁 表示一定会想办法袁帮
助小姬圆上自己的梦袁并委托与之结
对帮扶的丁兰芳同志袁跑民政帮助办
理残疾证和低保手续袁解决了小姬的
基本生活问题袁又以关工委的名义四

处找单位领导尧找企业老板袁为小姬
筹集康复治疗经费 5 万多元袁由县关
工委分期付给为小姬进行康复治疗
的南京某医院遥经过一年多的康复治
疗袁终于使小姬能够排汗尧排毒袁生理
特征开始恢复正常遥

她对关爱事业有敢于担当的劲
胡进虽是一位年近古稀的女同

志袁 可在她身上充满了青春的活力袁
干起事来风风火火袁敢于担当袁干则
必成遥 抓好基层,夯实基础,是胡进一
直紧抓不放的问题袁她说袁要使关心
下一代工作上水平尧创特色袁就必须
要为基层解决问题袁 做好服务工作遥
不仅要鼓励野五老冶为关心下一代作
奉献袁更要去关心野五老冶的安与乐遥
她身体力行袁不以老领导自居袁多次
找县委领导汇报基层关工委情况袁在
胡进的努力下袁县委相继出台了关于
进一步加强关工委工作的意见尧纪要
等相关文件袁基本上解决了基层关工
委组织建设尧 经费保障等方面的问

题袁 为基层关工委工作开展创造了
良好条件遥 为了促进县委文件精神
在基层开花结果袁每年春节袁她都要
以关工委名义向全县野五老冶发送慰
问信袁向野五老冶和野五老冶家庭表达
关工委的感谢之情遥 同时袁带着县关
工委的同志走村入户慰问野五老冶代
表袁送上慰问金袁了解野五老冶补助落
实情况袁表达县关工委对野五老冶的
关爱之情遥 平时袁有些关工委领导同
志生病住院袁只要胡进知道袁总会赶
到医院看望袁表达关工委的慰问遥 平
凡的举动汇成了一股股暖流袁 温暖
了野五老冶的心袁温暖了关工委同志
的心遥

她有一种无私奉献精神
胡进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袁她

本来可以在退休以后陪伴家人共享
天伦之乐袁种种花草袁颐养天年遥 可
是袁受命担任关工委主任以后袁她把
余热全部奉献给了关心下一代事
业袁整天忙忙碌碌袁着力推进全县关

心下一代事业遥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袁
2012 年袁她的爱人诊断为肠癌袁需要
立即施行手术袁 这对她来说是一个
重大打击袁 她不得不暂时搁置手上
的关工委工作袁 在医院照料爱人康
复治疗遥 然而袁 就在这样的情况
下袁 她依然惦记着全县的关心下一
代工作袁 一边照料爱人袁 一边阅看
上级有关文件和基层关工委工作情
况汇报袁 思考关爱工作重点袁 有一
次为了落实预防青少年犯罪工作推
进会相关工作袁 她几次从病房到关
工委办公室来回奔波袁 直到安排妥
当才安心遥 她始终不停地为全县关
心下一代工作操劳袁 了解她的人都
说她心地好尧 人缘好袁 特别有一种
忘我精神袁 令人敬佩遥

陈 军
渊87 岁遥 1944 年参加革命袁1947 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遥 冤
他将军功章挂在胸前袁 绿色军装和军帽

让他的生命充满着活力和怀想遥 在他平易的
脸庞上袁我们不仅读出了宽厚和从容袁还读出
了属于他的骄傲和荣光遥 活在绿色的世界里袁
军功章就是照耀着他前行的星辰遥

摄影院刘立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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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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倾关爱 野童官冶 献丹心
要要要记淮安市金湖县退休干部胡进

莲蓬成倒锥形袁有 20 余
个小孔袁每孔生一雌蕊袁所结果
实袁即藏于此袁各孔每隔如房袁
又名莲房遥唐朝诗圣杜甫的野波
漂菰米沉云黑袁 露冷莲房坠粉
红冶袁用精美的语言袁生动的形

象袁抒发了旅居夔州袁欲归不得
的感慨遥 野莲蓬豆腐冶袁 形如莲
房袁 鲜嫩醇香袁 是思乡风味名
馔遥 海外侨胞游览尧省亲者袁多
点食此菜袁以表其对故国尧故乡
的深情遥

叶光阴窑味道曳 是 叶快乐老人
报曳出版的圆梦丛书第一季作品遥
它是一部光阴故事遥 这本书里袁老
人们在讲述一生的故事袁 时光是
海袁时光是岸袁风雨烟波袁在为过
去作结的同时袁 也投射出驶向未
来的帆影遥 这里的文字袁带着时光
的沧桑袁 也带着时光洗尽纤尘之
后灼热的真诚要要要思想以老辣为

胜袁审美终归于恬淡怡然袁回忆满
怀温情与悟透遥 在 叶光阴窑味道曳
中袁 人们面对的是时间的硕果累
累袁 是历尽沧桑之后重新开始快
乐的不老心情遥 在这本书里袁我们
与光阴面对面袁一花一世界袁一叶
一人生袁 不一样的人生却凝聚当
下老年群体共同的精神姿态与生
活现状遥

淮扬名菜之
莲蓬豆腐

好书推荐之
周钢、何谷主编《光阴·味道》

摄影院张 超

吴明春:
一尧从事会计业务的孩子,不是你该拿的钱袁一分

也不能拿遥
二尧任何时候都不准撒谎遥
三尧小孩子不准乱花钱袁有正当需要时,可向大人

要钱遥
四尧永远记住自己是中国人袁能否成材靠自己遥

杨基厚:
忠诚尧清白尧勤劳尧节俭尧和善遥

卜健民院
一尧爱祖国袁爱人民遥
二尧清白做人袁勤奋工作遥
三尧敬老爱幼袁遵纪守法遥
四尧不谋私利袁不谋官职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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