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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不过夕阳红
要要要记市第一人民医院离休干部胡伟琏

胡伟琏袁 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
原院长遥 在职时袁作为医生袁悬壶济
世袁践行野救死扶伤冶的神圣使命曰作
为管理者袁呕心沥血袁引领市一院艰
苦奋斗尧开拓进取遥 离休后袁身去心
留袁 时刻关注着国家发展尧 社会进
步尧医院飞跃遥 在坚持学习中袁提升
政治素养袁发挥余热袁展现着野最美
不过夕阳红冶浴

一尧坚持学习永无止境遥 虽已年
近九旬袁身体状况欠佳袁但他仍然坚
持每天阅读 叶新华日报曳尧叶参考消
息曳尧叶党史博览曳 等各类党报党刊袁
还积极撰写读报学习体会等遥 定期
参与院离休党支部组织的集体学习
活动袁带领老干部们袁共同学习马列
主义尧毛泽东思想尧邓小平理论尧野三
个代表冶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袁学
习党的十八大报告以及三中尧四中尧
五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遥 积极参加老年大学
学习袁 提高学习能力袁 丰富业余生
活袁愉悦身心遥 通过持之以恒尧全方
位的学习袁他了解了国内外形势袁对

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袁 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袁 依法治国等重大战略问
题袁 都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和坚定
的信念遥

二尧不断提升政治素养遥 作为一
名拥有 62 年党龄的老党员袁虽然离
开岗位 27 年袁但他从未远离党员的
职责袁心里时刻想着党的事业袁积极
参加党内活动遥 作为院离休党支部
支部委员袁他经常参加碰头会袁研究
党员活动内容袁 讨论如何贯彻上级
和院党委的工作布署袁 为支部发展
出谋划策袁为老干部排忧解难遥 他先
后组织老干部到盱眙尧盐城尧洪泽尧
涟水尧 开发区尧 淮阴区等地参观考
察袁缅怀先烈的事迹尧体验社会的发
展尧感受城市的变化遥 2014 年袁他与
另外两位老干部以 叶夕阳红传递正
能量曳 参加了市一院首届 野道德讲
堂冶展评活动袁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袁
结合单位的发展史袁 对全院职工进
行道德教育袁弘扬艰苦奋斗尧积极进
取的浩然正气袁 春风化雨式地感染
身边人袁取得了较好成效袁展评内容

在叶淮海晚报曳尧
叶淮海商报曳和
院报上全文整
版刊出袁在社会
上产生了良好
的反响遥

三尧发挥余
热奉献终身遥虽
然离休多年袁 但他对市一院的发展
仍十分关注遥 在院党委组织的各种
座谈会上袁 他认真听取医院发展状
况袁积极献计献策袁提出许多建设性
的意见和建议遥 他热心关注老干部
工作袁 积极参加市委老干部局组织
的各项活动袁 被市委老干部局聘请
为淮安市老干部工作顾问袁 发挥顾
问作用袁履行顾问职责袁受到老干部
局的好评遥 在淮阴区老年大学他既
是一名学员又是老年保健课教师遥
教学期间袁他精心准备每一堂课袁把
专业的健康保健知识用通俗易懂的
语言尧 生动有趣的方式传授给老年
朋友们遥 他还多次为市直离休干部
讲授老年保健心理健康知识袁 宣教

人数 200 多人次遥 他乐于助人袁市一
院离退休老同志们有什么思想问
题尧生活问题袁都愿意找他诉说袁他
一方面能从思想上启发与帮助他
们袁 另一方面也能通过党支部将老
同志们遇到的困难及时向院党委反
映袁多方寻求解决之道遥 老同志生病
住院时袁他都和支委们带着鲜花尧水
果到病房探望慰问袁 送去组织的关
怀与党的温暖袁 还多次主动为灾区
群众捐款捐物遥

时光荏苒袁岁月匆匆遥 悠悠九十
载袁 生命美如歌遥 作为离休干部的
他袁仍然用自己独有的方式袁诠释着
生命的张力尧幸福的真谛尧奉献的快
乐袁让人不约而同地为他点赞浴

淮扬名菜之 十三香龙虾

好书推荐之
泰戈尔《飞鸟集》

摄影院任精和

家有家规

佰运松

胡伟琏
渊1928 年 6 月出生袁1944 年 7 月参加革

命工作袁1945 年 5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遥 冤
一把手术刀袁是他留在生命深处关于战

场的记忆袁也因为这把手术刀袁他把自己的
一生献给了急死扶伤的医疗卫生事业遥 作为
外科医生袁他切除了病灶恶瘤袁作为医院院
长袁他把医院建设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遥

摄影院仲丽

孔本余:
一尧以孝为先袁家庭和睦遥
二尧勤学习袁多思考袁靠自

己努力成人成才遥
三尧朴实无华袁吃苦耐劳袁

律人律己遥
四尧助人为乐袁和谐相处遥

知识是最大的财富袁有知
识才是一生最大的幸福遥

荀德麟:
端教明耻袁 孝悌忠信袁敬

业乐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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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飞鸟集曳 是印度诗人泰戈尔
的代表作之一袁也是世界上最杰出
的诗集之一袁它包括 325 首清丽的
无标题小诗遥 叶飞鸟集曳乍眼看来袁
内容似乎包罗万象袁涉及的面也比
较广袁白昼和黑夜尧溪流和海洋尧自
由和背叛袁都在泰戈尔的笔下合二
为一遥 然而袁就是在这种对自然尧对
人生的点点思绪的抒发之中袁诗人
以抒情的彩笔袁 写下了他对自然尧
宇宙和人生的哲理思索袁引领世人

探寻真理和智慧的源泉遥 他的诗像
珍珠一般闪耀着深邃的哲理光芒袁
不仅唤起对大自然尧对人类尧对世
界上一切美好事物的爱心袁而且也
启示着人们如何执著于现实人生
的理想追求袁让整个人生充满欢乐
与光明遥 泰戈尔在他的诗歌创作
中袁以一颗赤子之心袁讴歌的是对
人民的真挚的爱袁抒发出对整个大
自然尧整个人类袁以及整个宇宙间
的美好事物的赞颂遥

十三香龙虾以江苏淮安盱
眙县的做法最为出名袁也最为地
道鲜美袁在华东盛行遥

盱眙龙虾之所以有名袁是与
它的烹制方法有很大的关系袁首
先它的配料是独一无二的袁即十
三香渊数十种中草药组成冤曰另外
盱眙大小餐馆在将龙虾上桌时
不是用的碗尧 碟之类的餐具袁而
是用的面盒尧脸盒等曰由于前几
年螃蟹价格居高不下袁对于普通
百姓只好以虾代蟹过把瘾了袁所

以盱眙龙虾又被戏称为野螃蟹助
理冶遥 但螃蟹始终不能和正宗的
龙虾相提并论遥

其奥妙何在?看着红红的一
盆虾子袁热气腾腾袁香味扑鼻袁诱
人食欲遥 吃的时候袁麻尧辣尧鲜尧
美尧香尧甜尧嫩尧酥尧肥尧亮袁令人欲
罢不能遥 吃后余味不绝袁绕手三
日袁叫人无法忘记遥

可以说盱眙是最早吃龙虾
的地方之一袁随着十三香龙虾的
闻名袁 为了带动盱眙经济发展袁

盱眙县人民政府于 2000 年 7 月
中旬举办了首届中国龙年盱眙
龙虾节遥 期间举办了野大型文艺
晚会冶尧野天泉湖龙舟赛冶尧野山地
越野车表演赛冶尧野水上传统民俗
婚礼冶尧野万人龙虾宴冶等活动遥

渊1923 年 1 月生袁1943 年 2 月参加革命
工作袁1945 年 8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遥 冤

12 张边币袁是她参加新四军的最初的约
定袁追随哥哥的脚步袁她在新婚之夜说好和
夫君一起参军打鬼子遥 一个柔弱的女子袁将
小家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袁
她知道袁打败了鬼子袁和谐美满的生活才属
于中国的百姓遥

6 月 28 日袁野党在我心中冶纪
念建党 95 周年社区离退休干部
歌唱比赛在淮阴师范学院礼堂举
行遥来自淮安市 15 个社区的一百
多名离退休干部参加了比赛袁数
百名社区居民来到现场观看比
赛遥淮安市委老干部局尧清河区委
组织部尧 淮阴师范学院领导应邀
出席活动遥

比赛由淮安区闸口社区带来
的歌伴舞叶我的祖国曳拉开序幕遥
洪泽县临河社区女声小合唱 叶翻
身道情曳 唱出了贫苦人民在共产
党的领导下翻身做主人的喜悦遥
清浦区南港社区女声独唱 叶党啊
亲爱的妈妈曳歌颂了党的伟大遥盱
眙县五墩社区表演的叶映山红曳用
优美的旋律传达了人们对红军的
热爱遥 清浦富春花园社区男女声

合唱叶再唱山歌给党听曳深情表达
了人民对党的感恩之情遥 清河区
交通社区表演的 叶草原上升起不
落的太阳曳 热情歌颂草原人民的
新生活袁 歌颂伟大共产党噎噎比
赛现场袁 一首首经典红歌激起台
上台下强烈共鸣袁 老同志们精彩
的演唱赢得了阵阵
掌声袁比赛在全场共
同高唱叶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新中国曳中圆
满落幕遥 整场演出充
满活力尧 高潮迭起袁
展现了离退休干部
们离休不离党尧退休
不褪色的精神风貌遥

比 赛 由 淮 安 市
服务离退休干部示
范社区联席会主办袁

淮安市清河区淮海街道交通社区
与淮阴师范学院离退休工作处联
合承办遥 本次比赛是淮安市离退
休干部野两学一做冶学习教育系列
活动之一袁 离退休干部们用自己
的歌声表达了对党的 95 周岁生
日由衷的祝福遥

近日袁 为庆祝建党 95
周年袁市委老干部局组织局
机关和市老干部活动中心
全体党员干部赴清河区长
西街道长西社区开展联系
点上过党日活动遥

在座谈会上袁听取了社
区野两学一做冶学习教育和
社区党建工作开展情况袁并
就支持社区创建全省服务
离退休干部野四就近冶示范
社区和离退休干部党建工
作试点社区进行工作指导遥
在社区党员活动室袁全局党
员干部和街道尧社区党员干
部一起面对党旗重温了入
党誓词遥 此外袁局领导带队
走访慰问了 3 名生活困难
党员和老党员袁为他们送上
了慰问金和 野两学一做冶学
习教育有关书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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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1 日袁 省委老干部局副局长
王建明带领相关处室同志一行 5 人来
淮安开展野三解三促冶调研活动遥 调研
组一行听取了我市老干部工作情况汇
报袁对淮安老干部工作给予充分肯定遥
王建明指出袁淮安市委尧市政府高度重
视老干部工作袁 多项工作走在全省前

列袁为全省各地老干部
工作部门做出了表率遥
另外袁根据中组部老干
部局要求袁调研组组织
我市部分离退休干部
代表召开了野我看从严
治党新气象冶 座谈会袁
认真听取老同志的意
见和建议遥 会后袁省局
调研组还上门对 2 位
生活困难的离休干部
进行了走访慰问袁送上
组织的关怀遥

在随后的三天里袁
省局调研组以问题为

导向袁毫不停歇的到淮阴区尧盱眙县进
行调研袁或听取县区尧 乡镇老干部工
作情况汇报袁 或召开多方参加的座谈
会袁 或视察老干部活动中心尧 老年大
学袁 或走访有关社区尧 乡镇袁 覆盖面
广尧形式多样尧效果显著袁切实为基层
排忧解难遥

省委老干部局领导来淮
开展“三解三促”调研活动

6 月 13 日袁淮安市组
织召开离退休干部 野两学
一做冶 学习教育部署暨警
示教育大会袁 市直离休干
部尧县处级退休干部尧离退
休干部党支部书记及部分
市直重点单位分管领导共
300 余人参加了会议袁市
委老干部局局长姜筱卉主
持会议遥

会上传达了市委成立
离退休干部党工委袁在全市离退休干部党员中开展
野两学一做冶学习教育袁在全市离休干部和党员退休
干部中开展野立家规冶活动的有关文件精神遥姜筱卉
从把握总体要求尧 提高学习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尧组
织引导离退休干部党员发挥独特优势尧以学习教育
为契机加强离退休干部野两项建设冶尧加强组织领导
五个方面对在全市离退休干部党员中开展野两学一
做冶学习教育作了部署袁同时对野立家规冶活动主题尧
征集内容尧征集要求作了详细介绍遥 会上播放了警
示教育片叶权力的放纵曳遥片中的案例是淮安市违纪
违法党员干部的真实事例袁教育片剖析了这些党员
干部违纪违法的特点以及堕落的思想根源和轨迹袁
片中当事人真实的剖白尧 沉痛的悔过引人深思尧发
人深省遥

会后老同志们纷纷表示袁 要积极参与 野两学
一做冶 学习教育袁 带头遵守党纪党规袁 带头做合
格党员袁 做好下一代和身边人的警示教育工作袁
以优良家风促党风带民风袁 为淮安经济社会发展
增添正能量遥

荫6 月 16 日袁市供销社召开
机关离退休老干部支部大会暨
野两学一做冶专题党课袁会上袁老
干部支部书记杜建斌向机关退
休老干部党员传达了有关文件
精神袁并结合野两学一做冶和离退
休老干部工作要求进行了简要
部署遥 市总社机关党委书记陈速
出席会议袁从三个方面给全体党
员上了一堂 叶重温党章党规袁做
合格党员曳的生动党课袁并在学
习讨论尧立家规活动上具体提出

细化措施和深化要求袁动员老党
员学有所思尧学有所用尧学有所
得袁力争学习教育中取得突出成
效遥

荫13 日袁清浦区野两学一做冶
学习教育协调小组尧区委老干部
局联合发文袁在全区离退休干部
和党员退休干部中开展 野立家
规冶活动遥

荫近日袁淮阴区委老干部局
深入开展野两学一做冶专题教育袁
组织原四套班子成员和部分身

体较好的离休干部 23 人袁 参观
市全国首家老干部史料馆和淮
阴区码头镇淮安国家农业科技
园区袁 区委常委尧 组织部长李
尚武同志参加

荫日前袁 淮安区委宣传部尧
老干部局尧 区文广新局尧 区文
联联合主办了 野纪念中国共产
党成立 95 周年淮安区老年书画
美术展冶遥 85 幅参展作品题材广
泛袁 主题鲜明袁 意境深远遥

荫26 日袁为深入贯彻落实中

央叶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离退
休干部工作的意见曳精神袁盱眙
县委研究决定袁成立盱眙县委离
退休干部工作委员会袁推动全县
离退休干部工作迈上新台阶遥

荫7 日袁 盱眙县召开全县离
休干部和退休党员干部 野立家
规冶活动动员会遥 全县离休干部
代表袁 原县四套班子退休领导袁
县老年大学尧诗词协会尧五墩诗
社等老干部社团负责同志袁老干
部局全体工作人员参加会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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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局举办野党在我心中冶社区离退休干部歌唱比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