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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多吃

四种时令蔬菜

1尧豆芽遥 春
天气候干燥袁容
易出现口干唇燥
等口角炎症状袁
而 豆 芽 味 道 鲜
美袁是滋养润燥尧
清热解毒的好选
择遥 从中医的角
度来说袁 开春吃
豆芽袁 能帮助五
脏从冬藏转向春
生袁 有利于肝气
疏通尧健脾和胃遥

2尧荠菜遥 荠
菜营养丰富袁其
维生素 C尧 类胡
萝卜素以及各种
矿 物 质 含 量 较
高袁 尤其值得一
提的是袁 其含钙
量接近同等质量
牛奶的 3 倍遥 荠
菜还有一定药用
价值袁 传统医学
认为它可用于辅
助治疗痢疾尧肠
炎尧 胃溃疡等疾
病遥

3尧莴笋遥 莴
笋又叫 野春菜冶袁
是最适合春季吃
的蔬菜之一遥 莴
笋含丰富的维生
素尧钙尧镁尧膳食
纤维等成分遥 莴
笋 可 以 用 来 凉
拌尧烧尧炒袁还能
加工腌制酱菜尧
泡菜等遥

4尧韭菜遥 韭
菜虽然一年四季
都可食用袁 但以
初春时节品质最
佳遥 韭菜富含膳
食纤维袁 可促进
肠道蠕动袁 有效
预防习惯性便秘
和 大 肠 癌 的 发
生袁 故有 野洗肠
草冶之称遥 韭菜性
温袁 因而在春季
吃可以固阳气袁
提 高 人 的 免 疫
力袁 特别是平日
手脚冰凉的人不
妨多食用韭菜遥

(上接 1 版)方式传播正能量遥 二是坚
持定期听取离退休干部的意见建议袁
围绕党的中心工作袁及时把他们对中
央重大决策部署尧重要改革举措的看
法和建议反映出来袁为各级党委和政
府决策提供参考遥 三是组织离退休干
部在各类媒体上传播正能量遥 鼓励引
导政治立场坚定尧 社会责任感强尧心
态阳光积极尧具备一定政策理论水平
的离退休干部袁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
上讲好中国故事袁 弘扬中国精神袁传
播中国好声音袁为各地区各部门经得
起历史检验尧深受群众欢迎的政策举
措和发展成就点赞喝彩袁用积极声音
影响社会舆论袁维护党和政府形象遥

问院叶意见曳对加强和创新离退休
干部党组织建设作出了哪些明确规
定钥

答院 加强离退休干部党组织建
设袁始终是做好离退休干部工作的关
键所在遥 叶意见曳 对此作出了明确规
定院 一是在落实党建工作责任方面袁
要求各级党委渊党组冤要把离退休干
部党组织建设纳入本地区本部门党
的建设总体布局袁加强谋划袁精心部
署袁扎实推进遥 强调进一步落实组织
部门尧离退休干部工作部门党建工作
责任遥 二是在离退休干部党组织设置
方面袁 强调按照有利于教育管理尧有
利于发挥作用尧有利于参加活动的原
则袁灵活设置党组织遥 积极探索在离
退休干部集中居住地尧 活动学习场
所尧兴趣爱好团体尧社团组织中建立
基层党组织或者临时党组织遥 选配党
性强尧威信高尧身体好尧经验丰富尧乐
于奉献的离退休干部党员任党组织
书记遥 三是在建立健全党组织工作经
费保障机制方面袁 明确规定机关尧事
业单位列入年度预算袁国有企业列入
企业预算遥 加大党费对离退休干部党
组织活动的支持力度袁适当提高离退
休干部党组织收缴党费的下拨比例袁
给予离退休干部党组织书记适当工
作补贴等遥 同时规定袁离退休干部党
委渊工委冤书记一般由同级离退休干
部工作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兼任袁党员
人数较多的可按同级离退休干部工
作部门副职配备专职副书记袁在现有
编制内配齐配强专职党务工作者遥

问院叶意见曳在加强离退休干部党
员教育管理方面有什么要求钥

答院叶意见曳充分体现党中央全面
从严治党要求袁提出要深入细致做好
思想政治工作袁教育引导广大离退休
干部和党员始终保持公仆本色袁始终
牢记党员身份袁 始终坚定理想信念袁
始终保持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袁自觉
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
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

致遥 叶意见曳对加强离退休干部党员教
育管理提出 6 点明确要求遥 一是牢固
树立纪律和规矩意识袁始终严守政治
纪律和政治规矩袁严格用党章党规党
纪规范自己的言行袁在大是大非面前
旗帜鲜明尧立场坚定曰坚决拥护党中
央的重大决策部署和方针政策袁理解
和支持全面深化改革袁正确对待利益
调整曰自觉尊法学法守法用法袁做社
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尧自觉遵守
者尧坚定捍卫者曰严格遵守中央关于
讲座尧论坛尧刊登尧出版尧在企业和社
会团体兼职渊任职冤尧继续从业尧出国
渊境冤审批尧重要情况报告等方面的纪
律规定遥 二是明确要求教育离退休干
部党员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情怀袁坚
定共产党人的信仰信念遥 坚持理论学
习尧组织生活等制度袁用好用活红色
资源开展党性教育遥 身体条件允许的
离退休干部党员袁应自觉参加集体学
习尧组织生活遥 三是要求离退休干部
党员按规定交纳党费袁 有特殊情况
的袁经党支部同意袁可采取灵活的方
式交纳遥 四是明确要求加强离退休干
部流动党员教育管理袁流出地党组织
要主动了解掌握情况袁协助流入地党
组织共同做好工作袁方便离退休干部
党员参加组织活动遥 五是提倡和鼓励
离退休干部党员在党组织内部开展
互助关爱尧传递温暖活动遥 六是明确
规定离退休干部党员不能信仰宗教尧
不能参加宗教活动袁坚决与邪教组织
作斗争袁并注意把党员参加某些民族
风俗活动同信教区别开来遥

问院叶意见曳在完善和创新离退休
干部服务管理工作方面提出了哪些
措施钥

答院 让老同志安享幸福晚年袁始
终是我们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遥 叶意
见曳高度重视做好离休干部服务管理
工作遥 一是切实落实野三个机制冶袁即
离休干部离休费保障机制尧医药费保
障机制尧财政支持机制遥 叶意见曳明确
要求健全中央企业资金保障帮扶机
制袁 下级企业对离休干部离休费尧医
药费及生活补贴无法完全保障的袁由
上级企业给予帮助遥 地方国有企业和
事业单位离休干部的离休费尧医药费
及生活补贴袁 现渠道无法完全保障
的袁由上级企业或者单位主管部门给
予帮助袁上述渠道无法解决的袁由同
级财政负责保障袁同级财政有困难的
由上级财政帮助解决遥 二是明确地方
国有改制和破产企业离休干部没有
明确服务管理机构的袁由企业主管部
门或者所在地党委和政府指定的机
构负责袁 所需经费由同级财政保障遥
三是明确提出要逐步提高离休干部
离休费和公用经费尧 特需经费标准遥

四是对易地安置离休干部服务管理
工作提出明确要求袁对原单位和原单
位所在地有关部门尧接受安置地党委
和政府及有关部门的职责进行了明
确遥

在加强退休干部服务管理工作
方面袁叶意见曳 强调要坚持统一领导尧
分工协作尧分级负责尧分类管理的原
则袁进一步完善退休干部服务管理办
法遥 建立健全基本养老金正常调整机
制袁缩短医药费报销周期袁推进医药
费异地直接结算遥 逐步提高行政事业
单位退休干部公用经费标准袁通过列
入同级财政或者单位预算等方式予
以保障遥 注意发挥家庭在养老中的基
础性作用袁教育引导家庭成员切实履
行应尽义务遥 顺应老龄事业发展趋
势袁坚持社会化管理服务方向袁积极
稳妥尧协调推进相关工作遥 综合利用
政府公共服务尧政府购买服务尧社会
优待服务尧 志愿服务和市场化服务袁
健全就近学习尧就近活动尧就近得到
关心照顾尧 就近发挥作用的社区平
台袁 更好满足退休干部养老服务需
求遥 鼓励退休专业技术人才依托高等
学校尧科研院所尧干部院校尧各类智
库尧科技园区尧专家服务基地尧农民合
作组织等开展人才培养尧 科研创新尧
技术推广和志愿服务遥

此外袁叶意见曳还提出要完善离退
休干部困难帮扶机制袁加大特殊困难
离退休干部帮扶力度袁通过开展党内
关怀尧推进志愿服务尧纳入社会救助尧
拓宽帮扶资金渠道等办法袁对身患重
病尧失能尧高龄等有特殊困难且符合
条件的离退休干部袁给予更多关心照
顾遥

问院叶意见曳对加强离退休干部活
动阵地尧学习阵地建设提出了哪些要
求钥

答院叶意见曳强调老干部渊老年冤活
动中心尧老干部渊老年冤大学建设要纳
入公益类文化事业发展总体规划遥 按
照布局合理尧规模适当的原则袁加强
基础设施建设袁 单位性质尚未明确
的袁结合实际情况划入公益类事业单
位遥 推进老年教育文化资源共建共
享袁加强社区教育机构和老年文化活
动场所建设袁各类公共文化设施和活
动场所要为离退休干部活动尧学习创
造条件袁离退休干部活动尧学习场所
要探索服务社会的途径和方法遥 在活
动尧学习的内容与形式方面袁要求根
据离退休干部年龄尧身体状况尧志趣
爱好等袁 在安全节俭前提下合理确
定袁 并加强网络学习交流平台建设袁
用好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和国家
老年教育等资源遥

问院做好离退休干部工作涉及到

方方面面袁如何保证责任落到实处钥
答院领导重视是做好老干部工作

的重要保证遥 叶意见曳对加强组织领导
工作袁完善离退休干部工作制度机制
作出了明确规定遥 一是加强组织领
导遥 各地区各部门要把离退休干部工
作摆到重要位置袁加强领导袁健全制
度袁完善职责袁强化保障遥 党政主要负
责同志要高度重视老干部工作袁带头
联系尧经常走访离退休干部遥 离退休
干部工作领导小组每年至少召开一
次会议袁 研究解决工作中的重大问
题遥 二是明确相关部门职责遥 组织人
事部门要加强对相关工作的统筹谋
划尧科学指导袁把离退休干部工作作
为领导班子和主要领导干部考核的
重要内容遥 离退休干部工作部门要加
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袁认真履行
宏观指导和微观服务职责遥 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门要加强宏观管理袁切实
做好相关人员的基本养老保险尧基本
医疗保险等工作遥 进一步重视和加强
移交政府安置的军队离退休干部工
作遥 三是搞好服务保障遥 叶意见曳强调袁
在推进各项改革中袁要确保离退休干
部工作的机构编制稳定袁 工作经费尧
服务用车等与承担的任务相适应遥 同
时袁要求全面实行地方各级党委老干
部局局长兼任同级党委组织部副部
长袁要高度重视离退休干部工作队伍
建设遥

问院最后袁请您谈谈对贯彻落实
叶意见曳有什么具体部署钥

答院叶意见曳是做好新形势下老干
部工作的重要遵循遥 学习宣传尧贯彻
落实好叶意见曳袁是各级党委尧政府特
别是各级组织部门尧老干部工作部门
的一项重要任务遥 前不久召开的全国
老干部局长会议袁对贯彻落实叶意见曳
作出了安排部署尧 提出了明确要求遥
下一步袁我们还将重点抓好三个方面
的工作院一是原原本本抓好学习遥 采
取中心组学习尧务虚研讨尧专题培训
等方式袁全面领会和准确把握文件精
神袁统一思想袁深化认识袁切实增强贯
彻执行的自觉性遥 二是结合实际抓好
落实遥 坚持分类指导尧分类管理袁区分
情况尧区别对待袁抓紧研究制定实施
细则和配套措施遥 对一些方向性尧原
则性的要求袁鼓励各地各部门结合实
际先行试点尧探索实践尧稳步推进遥 同
时袁通过专项督查尧调研督查尧随机抽
查等方式袁推动文件精神的落实遥 三
是注意研究贯彻执行中的新情况新
问题袁开拓新思路尧探索新方法尧积累
新经验袁更好地推动老干部工作转型
发展遥 中央组织部将跟踪了解各地各
部门贯彻落实叶意见曳进展情况袁进行
调研督查袁并适时进行专项检查遥

杨絮本身无毒袁 但白
絮和花粉容易使过敏体质
者出现皮肤瘙痒尧 红斑甚
至水肿等皮肤过敏现象袁
并引发鼻塞尧 咳嗽等类似
感冒的症状袁 严重时甚至
会引发哮喘尧 过敏性鼻炎
等疾病袁尤其是孩子尧老人
和本身有呼吸道疾病的患
者袁 往往对杨絮的反应特
别强烈袁需特别严加防范遥

对杨絮过敏的人袁要
采取野惹不起还躲得起冶的
策略遥 在这一时间段袁尽量
不去有杨树的地方袁 即使

一定要去袁 也要尽可能
穿得严实些袁 注意保护
好面部袁可戴口罩尧帽子
等袁 尽量避免与杨絮接
触遥杨絮若落到面部袁特
别是口尧眼尧鼻等处袁不
要急着用手去搓揉和抓
挠遥 最好马上用纸巾或
消毒湿巾擦拭袁 及时用
清水洗净遥 如果皮肤出现
红肿尧 红斑尧 小丘疹等症
状袁可涂抹脱敏外用药曰若
症状仍不能缓解袁 应及时
去医院就诊遥 回家前把身
上杨絮残留物消除干净袁

不要带到居室内遥
此外袁春天应少吃辛辣

食物袁多喝水曰杨絮过敏者还
可吃些防过敏的食物袁 如小
白菜尧西红柿尧胡萝卜尧柑橘
等袁也有益于抗过敏遥

杨絮漫天飞如何防过敏

书是人类的记忆袁
知识的积累袁
智慧的结晶袁
血汗写成的真理袁
天才留给人类的遗产袁
世界上最宏伟的财富遥

一本好书袁
犹如一个生命的精华袁
宛若一个堆满黄金玑

珠的宝藏袁
好似一座金碧辉煌的

圣殿遥

书是人类的珍爱袁
生活的伴侣袁
导师和忠告者袁
最好的朋友遥

读书袁
使人渊博袁
完善和贤明袁
获得能力袁
超越自我遥

书的功能卓越袁
历史使人聪明袁
诗歌使人富于想象袁
艺术使人文雅袁
数学使人精确袁
哲学使人深刻袁
逻辑学使人善辩袁
理工使人创造奇迹遥

老人都是一部大书袁
爱读书的老人又是书

中的经典袁
老人读书袁
不断吸收新思想新知识袁
打破狭隘和冥顽袁
铲除心里障碍和迷信袁
矫治身心疾病袁
防范失望和固执袁
揭开人生症结袁
获得心灵满足遥

经常读书的老人袁
与古今人文智慧接近袁
与完美和广博接近袁
与世界和光明接近遥

书是阶梯袁
每爬上一级袁
更接近美好生活的高峰遥
书是引路人袁
是甘泉袁
是浩瀚的海洋遥

读书是高雅的癖好袁
毕生的陶醉袁
受用不尽的乐趣遥

只有读书袁
才能拿到进入真理王国的通行证袁
才能融入匠心独运的幽美意境袁
才能神游四海翱翔于世界遥

人类在读书中改变自己袁
自己在读书中改变命运袁
书是人类创造的袁
人类在创造书的同时袁
又创造了整个世界遥

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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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而不休 余热生辉
要要要记淮安市淮阴区王营镇退休干部夏玉江

国
色
天
香

李
梅
云

夏玉江同志原任淮阴区王营镇人大
主席尧镇党委副书记袁2012 年退休以后袁始
终保持一个共产党员的情怀袁继续为党的
事业发挥余热袁无私奉献遥

夏玉江退休后担任王营镇关工委常
务副主任袁主持日常工作袁刚接手时袁王营
镇青少年违法犯罪情况比较严重袁2011 年
青少年违法犯罪就有 66 人袁是市政法尧综
治委重点管理乡镇遥 面对这一严峻形势袁
夏玉江同志选择积极面对袁主动作为遥

一尧扎实打好基础遥 首先袁从建立健全
关工委组织网络着手袁对镇和 21 个村渊居冤
关工委组成人员进行了调整充实袁吸收了
一些肯干事尧会干事尧奉献精神强的同志
进入关工委队伍袁 使得队伍充满了活力遥
在此基础上袁带领大家认真学习关心下一
代工作的业务知识袁同时深入村组袁调查
研究袁弄清具体情况袁掌握各种动态袁对全
镇 11―25 周岁人数袁 重点青少年人数尧外
来人口中的重点青少年人数尧失依青少年
人数尧残疾青少年人数尧留守儿童人数尧需
要帮教尧帮扶尧帮困人数袁参野三帮冶的五
老袁都做到了如指掌遥 他利用自己担任镇
老年党支部书记的有利条件袁经常对参与
野三帮冶的五老进行培训袁使老同志们能够
把帮扶帮教帮到点子上遥

二尧主动创新管理遥 针对全镇青少年
人数多袁人口流动量大袁青少年违法犯罪
人数较多情况袁 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
上袁召开综治尧司法尧公安尧学校负责人座
谈会袁共商如何减少和预防青少年违法犯
罪工作袁制订了叶关于实施野六项工程冶做
好预防青少年犯罪工作的路线图曳袁 印发
叶致青少年家长的一封公开信曳遥 根据王营
镇具体情况制定叶王营镇网吧管理十条规

定曳袁安排专门队伍负责袁使得网吧管理规
范尧有序袁净化了育人环境袁实现了关口前
移袁源头治理遥 工作中还不断总结经验袁创
新管理袁首创了王营镇预防和减少青少年
违法犯罪野五联手袁五联系袁十预防冶袁织就
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防护网袁即
野与家长联手袁 实施监护预防曰 与社区联
手袁实施责任预防曰与学校联手袁实施教育
预防曰与干警联手袁实施结对预防曰与人社
部门联手袁实施就业预防曰与网吧业主联
系袁实施环境预防曰与用人单位联系袁实施
管理预防曰与民政联系袁实施关爱预防曰与
物管联系袁实施服务预防曰与房主联系袁实
施信息预防冶的预防关爱工作机制袁受到
省市关工委的认可袁在省叶关心下一代周
报曳上发表袁并在全市关工委会议上作经
验介绍遥

三尧赢得累累硕果遥 几年来袁王营镇未
成年人违法犯罪人数逐年大幅减少袁2012
年由 2011 年的 66 人减少到 35 人袁犯罪率
下降了 47%曰2013 年减少到 32 人袁犯罪率
比 2012 年下降了 8.6%遥 2014 年继续大幅
减少到了 15 人袁下降率为 53.13%袁受到了
市关工委表彰遥

4 月 23尧24 日袁 淮安市第
21 届老干部渊老年人冤斯诺克
选拔赛/积分赛在市老干部活
动中心开赛遥 本次比赛主要是
为了备战即将在我市举行的
第 12 届华东地区老干部 渊老
年人冤斯诺克巡回赛袁同时从
我市老干部渊老年人冤斯诺克
爱好者中选拔优秀选手组建
淮安市代表队遥 据了解袁此次
共有近 40 位老干部渊老年人冤
选手报名参赛袁经过分组循环
和单败淘汰两轮比拼袁 最终袁
邢国华尧刘其义尧吴金城分获
本次比赛的冠亚季军袁他们同
时也获得了代表淮安出战华
东地区巡回赛的资格遥

老干部（老年人）斯诺克选拔赛开赛啦

书是人类的珍爱
要要要献给爱读书的老年朋友

黄学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