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25 年 11 月出生袁1944 年 1 月参加革
命工作袁同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遥 冤
从一名武工队员袁成长为足智多谋的 60 军参
谋长袁苏中战场是他成长的摇篮遥 在大雨中急
行军袁在海潮中寻突围袁他的计谋和勇敢袁为
他赢得了军功章袁也为他赢得了人生的自信遥
至今袁他还时常念叨带着他们突围的渔民袁突
围过后袁前方一片光明遥

摄影院文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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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三百多年前袁 镇江酒
海街有一家夫妻酒店遥 一天店
主买回四只猪蹄袁 准备过几天
再食用袁 因怕变质袁 便用盐腌
制遥 但他万万没有想到袁妻子会
误把为父亲做鞭炮所买的一包
硝当作了精盐遥 直到第二天妻
子找硝准备做鞭炮时才发觉袁
连忙揭开腌缸一看袁 只见蹄子
不但肉质未变袁反而肉板结实袁
色泽红润袁蹄皮呈白色遥 为了去
除硝的味道袁 他一连用清水浸
泡了多次袁再经开水锅中焯水袁
用清水漂洗遥 接着入锅加葱姜尧

花椒尧桂皮尧茴香尧清水焖煮遥 店
主夫妇本想用高温煮熟解其毒
味袁 没想到一个多钟头后锅中
却散发出一股极为诱人的香
味遥 野八仙冶之一的张果老恰巧
路过此地袁也被香味吸引止步遥
于是他变成一个白发老人来到
小酒店门口敲门遥 店门一开袁香
味立刻飘到街上遥 众人前来询
问袁店主妻子一边捞出猪蹄袁一
边实话对大家说院野这蹄膀错放
了硝袁不能吃遥 冶但那位白发老
人把四只猪蹄全部买下袁 并当
即在店里吃了起来遥 由于滋味

极佳袁越吃越香袁结果一连吃了
三只半才罢休遥 等这老头一走袁
人们才知道他是张果老遥 店主
和在场的人把剩下的半只蹄膀
一尝袁都觉得滋味异常鲜美遥 此
后袁该店就用此法制做野硝肉冶袁
不久就远近闻名遥 后来店主考
虑到野硝肉冶二字不雅袁方才改
为野肴肉冶遥 从此袁野肴肉冶一直名
扬中外遥

叶生活的艺术曳是林语堂代表作
品之一袁 是他旅美专事创作后的第
一部书袁也是继叶吾国与吾民曳之后
再获成功的又一部英文作品遥 林语
堂在书中谈论了庄子的淡泊袁 赞扬
了陶渊明的闲适袁 诵读了 叶归去来
辞曳袁讲解了叶圣经曳故事袁以及中国
人如何品茗袁 如何行酒令袁 如何观
山袁如何玩水袁如何看云袁如何鉴石袁

如何养花尧蓄鸟尧赏雪尧听雨袁吟风尧
弄月等等袁 被誉为中国现代休闲文
学的代表作品遥 林语堂将中国人旷
怀达观袁陶情遣兴的生活方式袁和浪
漫高雅的东方情调皆诉诸笔下袁向
西方人娓娓道出了一个可供仿效的
野完美生活的范本袁 快意人生的典
型冶袁展现出诗样人生尧才情人生尧幽
默人生尧智慧人生的别样风情遥

淮扬名菜之
水晶肴蹄

好书推荐之
林语堂《生活的艺术》

摄影院倪峥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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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洪泽袁有一支无私奉献的野五
老冶队伍袁关心着下一代健康成长袁高
良涧街道关工委常务副主任陈士扬
就是其中一位杰出的代表遥

陈士扬同志自 2005 年担任洪泽
县高良涧街道关工委常务副主任以
来袁充分发挥野五老冶作用袁热忱为青
少年健康成长服务袁 勇于开拓创新袁
工作积极主动袁成绩突出袁先后被全
国尧省尧市有关部门授予关心下一代
工作先进个人尧野五老冶网吧义务监督
员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遥

近年来袁 在陈士扬的带领下袁高
良涧街道在全市率先推广 野警民联
手袁结对帮扶冶工作袁建立了长效帮扶
工作队伍袁采取一名民警尧一名关工
委主任和一名五老人员野1+3冶的方式
进行帮扶袁 用真情感动和转化青少
年袁防止失足青少年重新走上犯罪的
道路袁努力从源头上避免犯罪遥 在一
无阵地尧二无资金尧三无人员的情况
下袁动脑筋袁想办法袁2007 年创建校

外辅导站以来袁 经过几年不断发展袁
到目前袁使 23 个村渊居冤全部建成校
外辅导站袁建站率 100%袁现有辅导员
46 人袁拥有房舍 68 间袁2040 平方米袁
图书 11500 册袁 体育器材 158 件袁其
他设备 120 件袁 现场活动面积 5600
平方米遥 在他的牵头组织下袁10 多年
来袁先后为上百名贫困儿童和贫困学
生捐资捐物达 120 万元袁在结对帮扶
的儿童中有 20 名考上了大学袁 走上
了正常的生活轨道袁还有许多的学生
也走上了工作岗位遥

十年来袁陈士扬与有关部门联合
开展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尧野学雷
锋尧树新风尧共建和谐尧远离毒品冶法
制形势等主题宣传教育 100 多场袁直
接受教育者达 30000 多人次遥利用街
道尧村渊居冤校外辅导站开展谈心活
动袁培训上岗就业解决后顾之忧遥 先
后联合劳动保障尧农技农业等部门联
合举办养殖尧科技尧电脑等培训班 20
期袁先后向相关部门输送合格人才近

1000 人遥 在他的牵头下袁组建了一支
野关爱青少年健康成长五老艺术团冶袁
编写了表演唱叶警民结对就是好曳尧说
唱叶关爱青少年成长曳尧小品叶小乔学
好了曳 等关心下一代健康成长节目
20 多个袁 定期不定期在全县巡回演
出遥

做好亲情交流是促进青少年思
想转化的有效方法袁为帮助青少年转
变思想袁 陈士扬充分利用亲情优势袁
帮助青少年健康成长遥洪泽园三村二
组有名青年潘某袁初中未毕业就辍学
在家袁整天无所事事袁父母无法管教袁
陈士扬专门和村关工委主任潘恩举
以亲情结对的方法袁对其帮教袁经过
努力袁使其得到了转化遥
关口前移袁源头治理袁是狠抓预防和
减少青少年犯罪工作的重要一环遥陈
士扬考虑到五老生活阅历深袁工作经
验丰富袁 而且人际关系资源丰富袁让
他们来做强基固本工作袁动员尧组织
他们参与帮教尧帮扶工作袁效果会更

好遥为此陈仕扬积极落实野五老冶进校
园与学校共同做好教育下一代的工
作袁 对有问题的学生特别是其中单
亲尧孤儿尧病困等学生重点关注遥惠民
家园有一失足青年薛某袁陈士扬与退
休干部严涛多次上门找其谈心袁经常
邀请他一起游赏县城景区袁和他聊家
乡的变化袁谈未来人生袁逐步稳定了
他的情绪遥 为了给薛某找工作袁他和
严老自备车辆袁 先后跑了多家企业袁
推荐安排小薛到淮安华石建材厂开
车袁月薪数千元遥去年袁又帮其在淮安
大学城联系到开校车的工作袁小薛雇
人驾驶除去费用袁每月还有几千元的
收入袁如今的小薛不仅富了袁而且对
人生充满了信心遥 两年多来袁全街道
像薛某这样的失足青年有 40 多名袁
在他和全镇野五老冶人员的热情关怀
下袁都迎来了人生新航向遥

洪泽湖畔关爱情
要要要记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尧洪泽县高良涧街道关工委常务副主任陈士扬

江汇源 罗宏

花法荣院
居家袁奉老爱幼曰在岗袁

敬业守法曰处世袁仁厚友善遥

邵汉琦:
一尧勤学上进尧自立自强遥

二尧为人真诚尧做事踏实遥
三尧勤俭治家尧艰苦朴素遥
四尧忠于党尧忠于党的事

业遥
五尧 履职当对上负责尧对

服务对象负责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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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1921 年 12 月出生袁1939 年 10 月参加
革命工作袁1957 年 7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遥 冤

一名党的地下工作者袁在潜伏中展现领
导的才干和革命激情袁暗涌的激流袁坚定着
他共产主义的信念遥 开辟新的工作区袁建立
新的联络点袁一枚野中共华中局第七地委邳
睢铜工委会冶的印章袁标志着邳睢铜地下工
委的工作在战争中正常运行遥

吴 俊

王习之

市 县 联 递

市委成立离退休干部党工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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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5 日袁 市委研究决
定袁成立中共淮安市委离退休
干部工作委员会袁与市委老干
部局合署办公袁具体负责指导
和协调全市离退休干部党组
织建设和党员教育尧 管理尧服
务工作遥

我 市 现 有 离 退 休 干 部

3.86 万人袁 其中党员 2.29 万
人袁 离退休干部党支部 632
个遥 离退休干部党工委的成
立袁对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野把全面从严治党落实到每
一个支部冶的重要指示和中央
办公厅尧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叶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离退

休干部工作的意见曳渊中办发
也2016页3 号文件冤 精神和全面
从严治党尧加强基层党组织建
设袁有效开展野两学一做冶专题
教育袁深入推进全市离退休党
员干部立家规行家规活动袁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遥

4 月中旬袁市委老干部局组织地市级离
休干部赴古淮河生态景区等地参观考察遥

老干部们先后来到古淮河生态公园尧
西游产业园尧日月洲植物园等地遥 在古淮河
生态公园袁老同志们一边信步徜徉袁一边亲
切交谈袁感受着绿意盎然的春日遥 公园总占
地 900 亩袁充分利用原有地形地貌尧天然植
被以及人工意杨林袁 通过对古淮河文化底
蕴的深入挖掘袁打造出以原生态为特色袁以
古淮河文化为内涵的主题公园遥 在西游产
业园内袁 老同志们乘坐观光车参观了漕埠
中心和文化长廊袁 随后在影视厅观看了播
放的叶西游记乐园规划片曳和叶那些年我们
看过的西游记曳两部短片袁让大家对西游产
业园的未来发展有了一定的了解袁解说员对
野一核三圈冶 的解说更是赢得了老同志们的
掌声遥 在饱览了日月洲植物园的各色植物
中袁老同志们充分交流袁大家对淮安的绿色
生态发展尧文化产业发展等给予高度评价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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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袁中央办公厅尧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了叶关于进一步
加强和改进离退休干部工作
的意见曳渊以下简称 叶意见曳冤遥
日前袁 中央组织部负责人就
叶意见曳 印发和贯彻落实等问
题袁回答了记者的提问遥

问院 为什么要制定这个
叶意见曳钥

答院2014 年 11 月袁中央组
织部召开了全国离退休干部
野双先冶表彰大会袁习近平总书
记亲切接见与会的 野双先冶代
表和老干部工作部门负责同
志袁并发表饱含深情的重要讲
话袁指出老干部工作是非常重
要的工作袁在我们党的工作中
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袁承载着
党中央关心爱护广大老同志
的重要任务袁是中国共产党党
的建设的特色袁一定要坚持做
好老干部工作遥 刘云山同志在
会上强调袁老干部工作是党的
组织工作和中国特色干部人
事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遥 新形
势下袁 老干部工作只能加强尧
不能削弱袁只会加强尧不会削
弱遥 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离退休
干部工作袁具有非常重要的意
义遥 第一袁这是积极应对离退
休干部工作自身变化的内在
要求遥 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和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日益
加深袁离休干部占比很小并呈
现加速减少的趋势袁退休干部
数量每年大幅增长袁离退休干
部队伍在思想观念尧 活动方
式尧服务管理等方面也出现了
很多新情况新问题袁离退休干
部工作中许多问题还需回答
与规范遥 第二袁这是准确把握
离退休干部工作面临的大局
大势的迫切需要遥 大局清袁方
向明遥 做好老干部工作袁必须
充分认清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赋予老干部工作的新使命袁充
分认清全面从严治党对老干
部工作提出的新要求袁准确把
握老干部工作面临的 野时冶和

野势冶遥 叶意见曳主动适应协调推
进野四个全面冶战略布局和人
口老龄化的新形势新要求袁放
眼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袁坚持在
大的形势背景下谋划和推进
工作袁自觉把离退休干部工作
融入实现党的历史使命和奋
斗目标之中遥 第三袁这是贯彻
野双先冶 表彰大会精神的现实
需要遥 习近平总书记等中央领
导同志在全国离退休干部野双
先冶 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袁
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
新要求袁为做好新形势下离退
休干部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
向袁提供了重要遵循遥 叶意见曳
以中央精神特别是习近平总
书记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指引袁
充分体现全国离退休干部野双
先冶表彰大会精神袁对离退休
干部工作作出了全面部署遥 为
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离退休干
部工作袁根据会议精神袁中央
组织部研究制定了这个 叶意
见曳袁 对新形势下离退休干部
工作作出了明确和规范遥 叶意
见曳 是自 1982 年老干部退休
制度建立以来袁 第一个以中
办尧国办名义印发的老干部工
作综合性文件袁对于做好新时
期老干部工作袁具有重要的指
导意义遥

问院加强和改进离退休干
部工作总体上应把握哪些要
求钥

答院叶意见曳提出要高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袁全
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
三中尧四中尧五中全会精神袁以
马克思列宁主义尧 毛泽东思
想尧 邓小平理论尧野三个代表冶
重要思想尧 科学发展观为指
导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袁按照中
央关于全面做好离退休干部
工作的要求袁牢牢把握为党和
人民的事业增添正能量的价
值取向袁以充分体现离退休干
部特点和优势尧更好服务党和

国家工作大局为方向袁积极稳
妥推进离退休干部工作转型
发展袁激励广大离退休干部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袁实现野两
个一百年冶奋斗目标和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智
慧和力量遥 叶意见曳强调袁新形
势下做好老干部工作要遵循
野四个更加注重冶的原则院更加
注重加强教育引导工作袁更加
注重发挥离退休干部的独特
优势袁更加注重做好服务保障
工作袁更加注重加强对离退休
干部工作的领导遥

问院叶意见曳的最大特色是
什么钥

答院把为党和人民的事业
增添正能量作为价值取向袁对
坚持不懈在老同志中开展以
野展示阳光心态尧 体验美好生
活尧畅谈发展变化冶为主要内
容的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增添
正能量活动作出明确要求和
规定袁这是叶意见曳的最大特
色遥 叶意见曳强调袁要发挥离退
休干部的政治优势尧 经验优
势尧威望优势袁充分凝聚和释
放正能量遥 要求组织引导离退
休干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袁 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
德袁 传递向上向善的精神力
量袁影响和带动周围群众坚定
不移跟党走袁 共同释放正能
量遥 按照自觉自愿尧量力而行
的原则袁组织引导广大离退休
干部在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尧全面深化改革尧全面依法
治国尧全面从严治党中作出新
贡献遥 一是组织引导老同志以
积极的心态尧 历史的眼光尧辩
证的思维袁正确看待国家的发
展变化袁客观分析党风政风和
社会风气袁正确理解周围的人
和事袁 做心态阳光的模范长
辈曰 通过传承党的优良作风尧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尧 培育和传
承优良家风尧关心教育青少年尧
开展法治宣传尧化解矛盾纠纷尧
参与社区建设等 渊下转 2 版冤

全面做好离退休干部工作
中组部负责人答记者问

荫14 日袁 市老干部活动中心召开协会负责人
会议袁听取大家对叶淮安市老干部活动团体管理与
服务规定渊征求意见稿冤曳的意见建议遥市老年大学尧
市太极拳协会尧市门球协会尧市级机关老年体协等
10 家协会负责人参加会议遥

荫1 日袁清河区召开老干部情况通报会袁区委
书记仲凤笔向老干部通报了区 2015 年及野十二五冶
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尧2016 年及未来五年的工作安
排袁并向各位老领导尧老同志征求意见和建议遥区委
常委尧组织部长刘春梅主持会议遥

荫8 日袁淮安市清河区委老干部局组织全区 32
名街道和社区老干部党支部书记集中参观了淮安
市老干部史料陈列馆袁对进一步加强离退休干部党
组织建设袁加强对离退休党员干部的教育引导学习
交流遥

荫2015 年袁清浦区委老干部局实干巧干袁连获
佳绩袁在区级机关党建目标考评中袁党支部荣获先
进单位曰在全区创新创优工作总结表彰会中袁荣获
优秀奖遥

荫日前袁淮安区委决定袁对区委老干部工作领
导小组成员进行了调整遥 区委尧区政府主要领导担
任领导小组组长遥

荫日前袁 淮安区委老干部局利用一个月时间袁
组织工作人员走出野机关冶袁走进野家门冶袁对全区老
干部进行了一次为期一个月的野大走访冶遥 据统计袁
走访活动中袁 共帮助老干部协调解决医疗转诊尧拆
迁安置尧子女瞻养等相关问题 16 件遥

荫22 日袁洪泽县委老干部局尧老科协联合邀请
淮阴师院单淮教授在夕阳红大院报告厅举办了离
退休干部形势报告会袁就怎样分析野一带一路冶和经
济发展新常态尧我国的外交谋略和中美尧中日关系
的发展等热门话题做专题阐述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