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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8 日袁由市委老干部
局和市体育局主办袁市老年人
体育协会尧市台球协会尧市老
干部活动中心共同承办的第
十二届华东地区老干部斯诺
克巡回赛 5 月 28 日在我市隆
重开幕遥 江苏省委老干部局副
局长韩骅袁淮安市政府副市长
王红红袁 市老年大学校长尧市
老年体协主席刘希平等省市

领导出席袁市委老干部局局长
姜筱卉主持了开幕仪式遥

华东地区老干部斯诺克
巡回赛袁由上海尧山东尧江西尧
安徽尧福建五省袁以及江苏省
的淮安尧苏州和昆山等地市老
干部台球协会轮流承办袁主要
致力于加强华东地区部分省
渊市冤 老年人台球技艺的切磋
交流袁推动老年台球运动的健

康发展遥 本次巡回赛共吸引了
15 支代表队尧62 名老年斯诺
克爱好者参加遥 比赛采用中国
台球协会审定的斯诺克最新
版竞赛规则袁按照 野先小组循
环袁 再单败淘汰冶 的赛制袁
决出甲组和乙组的团体前 5
名尧 个人前 8 名遥 经过四天
的紧张角逐袁 上海尧 昆山两
支代表队获得团体赛甲组前
两名曰 上海尧 安徽两支代表
队分别获得团体赛乙组前两
名遥 路基淦尧 汪文杰尧 吴慕
贤夺得甲组个人赛前三名曰
严卫东尧 韦龙宝尧 张玉安夺
得乙组个人赛前三名遥

31 日袁 市老年体协主席尧
老年大学校长尧原市人大副主
任刘希平袁市委老干部局局长
姜筱卉袁市体育局局长卞玉等
领导出席闭幕式袁并为获奖的
代表队和选手颁发奖杯尧奖
状袁市老年大学献上了一场简
短而精彩的文艺演出遥

为认真落实老干部政治生活待
遇袁5 月上旬袁 市委老干部局组织部
分身体适宜的原地市职退休干部赴
扬州尧 镇江两地参观考察城市建设
项目遥 刘学东等 19 名老同志参加了
为期 7 天的考察活动遥

考察团在扬州先后参观了中国
雕版印刷博物馆尧 和敬文化交流中
心等项目袁 随后赴镇江考察了中国
醋文化博物馆尧 西津渡历史文化街
区尧 金山湖水环境及湿地整治项目
等遥 在参观考察过程中,老干部们每
到一处袁都仔细听取情况介绍袁并不
时提问遥 通过 7 天的参观考察袁老干
部们对扬州尧 镇江两地近几年经济
发展情况和城市建设情况有了一定
的了解袁他们对两市经济文化建设尧
城市形象建设尧生态文明建设尧低碳
城市建设尧 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等方
面所取得的成就给予了充分肯定遥
扬州在加快现代化进程中袁 严格执
行城市发展规划袁 大力推进瘦西湖
景区建设和古城更新保护袁 较好地
保护了城市历史和传统文化袁 彰显了古代文化与现
代文明交相辉映的城市特色遥 镇江是江苏省生态文
明综合改革的唯一试点城市袁 也是国家低碳城市建
设的试点城市和首批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区袁
在生态文明建设的顶层设计尧推进力度尧运作机制等
方面走在全国前列遥 两市在城市建设工作中好的经
验和方法值得淮安学习借鉴袁 老干部们将适时以意
见或建议的形式向市委市政府提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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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局认真做好挂钩帮扶工作
5 月 18 日袁市委老干部

局局长姜筱卉尧副局长刘磊
带领局机关中层以上干部
去结对帮扶的洪泽县蒋坝
镇彭城村开展帮扶活动遥我
局一行在彭城村村部与洪
泽县委老干部局尧蒋坝镇主
要负责人尧彭城村班子成员
进行座谈袁共同商讨帮扶工
作袁将采取帮助村里架设广

告牌尧发展休闲采摘尧添置
体育设施等举措袁提高村集
体经济收入遥我局一行还参
观了村农家书屋尧渔网具陈
列室袁 走访慰问了低收入
户袁给每户送去 500 元慰问
金遥 洪泽县委副书记尧县长
殷强袁县委常委尧组织部长
许根林参加活动遥

荫10 日党员活动日袁
清河区委老干部局尧 联
勤部淮阴干休所和清河
区双拥办联合组织军地
离退休老干部前往周恩
来纪念馆袁 开展 野两学
一做 冶 学习教 育活 动 遥
大家重温入党誓词遥 活
动期间袁 军地离退休老
干部还饶有兴致试乘了
现代有轨电车袁 体验快
捷交通给城市带来的变
化遥

荫近日袁 清浦区委老
干部局组织离休干部和
原四套班子退休领导到

淮安市第二人民医院体检
中心进行健康体检遥

荫28 日袁 淮阴区委
老干部局组织退休老同志
18 名离退休老干部参加
野全国象棋业余棋王赛冶
淮阴分站赛遥 让离退老干
部也为淮阴区象棋文化建
设和体育事业发展创造新
的辉煌尧 增添新的光彩遥

荫8 日袁 淮阴区委老
干部局尧 体育总会尧 老年
体协联合举办的江苏省老
年体育节暨淮阴区老年人
乒乓球比赛在训练中心二
楼举行遥 区委常委尧 组织

部长李尚武出席活动并致
辞遥

荫近日袁 盱眙县委老
干部局组织离休干部赴周
恩来纪念馆参观袁 开展
野追寻红色足迹 弘扬恩
来精神冶 党性教育活动遥

荫近日袁 盱眙县委老
干部局组织离退休干部代
表和老干部局全体工作人
员集中传达学习中共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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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曳遥

我市在全市离休干部和党员退
休干部中部署立家规活动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袁认真落实中央全面从严治党新要求袁切实巩固深
化全市领导干部立家规工作试点成果袁扎实推进野两
学一做冶学习教育袁积极引导全市广大离退休干部为
党的事业增添正能量袁近日袁市委组织部野两学一做冶
学习教育协调小组尧 市委离退休干部工委联合在全
市离休干部和党员退休干部中安排部署 野立家规
传家风 扬美德冶主题活动遥

此次活动是继去年在地市职退休干部中开展立
家规活动之后袁在全市离退休党员干部野两学一做冶
学习教育中开展的一项重要活动袁 涉及全市近 2000
位离休干部和 2.1 万多位党员退休干部遥离退休干部
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袁 是社会上受人尊敬的楷模
和标杆袁是家庭的总指挥和领路人遥 在离休干部和党
员退休干部中开展立家规活动袁 对于带动全市广大
在职党员干部深化家规家风建设尧 在全市社会上下
营造野践行好家规尧弘扬好家风冶的浓厚氛围具有重
要意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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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菇享有 野素中之肉冶野菇
中之王冶的美称袁是高蛋白低脂
肪的蔬菜袁 而搭配上营养同样
丰富的油菜不仅色香味俱全袁
而且联手降血脂预防癌症袁功
效翻倍!

香菇自 古被称 为 野长 寿
菜冶遥 它营养丰富袁 香气沁人袁
是种高蛋白尧 低脂肪的保健食
品袁 有健脾益气尧 安神美容尧
益胃和中尧 解毒尧 抗肿瘤等功
效遥 油菜的营养含量称得上蔬
菜中的佼佼者遥 它不但富含维
C袁 而且还含有钙尧 铁等多种

矿物质和蛋白质遥 值得
一提的是袁 油菜是低脂
蔬菜袁 其富含的膳食纤
维袁 能宽肠通便尧 缓解
便秘袁 清除体内的 野垃
圾冶 毒素袁 有助预防肠
道肿瘤袁 同时有很好的降低血
脂的功效遥 香菇扒油菜袁 融合
了香菇的清香爽滑袁 油菜的嫩
绿清脆袁 色香味俱全遥 而且袁
二者还都是降脂能手袁 共同入
馔袁 功效加倍遥 做这道香菇炒
油菜袁 既可用鲜香菇袁 也可用
干香菇遥 若用干香菇烹调袁 需

要用 30益要40益的温水提前浸
泡 20 分钟遥 浸泡香菇的水不要
倒袁 用水调些淀粉勾芡是这道
菜口味醇香的诀窍遥 此外袁 由
于香菇含有一种特有的香味物
质要要要香菇精袁 因此与油菜同
炒袁不仅能掩盖其苦涩味袁还能
给菜肴增香提鲜遥

这是本一定会让你笑出声来
流下泪来的书.读过睡前故事的人
会知道袁 这是一本纷杂凌乱的书,
像朋友在深夜跟你在叙述袁 叙述
他走过的千山万水遥 那么多篇
章袁 有温暖的袁 有明亮的袁 有落

单的袁 有疯狂的袁 有无聊的袁 有
胡说八道的遥 当你辗转失眠时袁
当你需要安慰时袁 当你等待列车
时袁 当你赖床慵懒时袁 当你饭后
困顿时袁 应该都能找到一章合适
的遥

淮扬名菜之
香菇油菜

好书推荐之
张嘉佳《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摄影院张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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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农业专家薛辉云袁 防虫治病他
最行袁 庄稼有事请教他袁 解决问题
少花钱遥冶 在涟水农村袁 提起薛辉
云袁 农民是再熟悉不过的了袁 人们
亲切地称他为 野专家朋友冶遥 他常常
穿梭于田间地头袁 传技术袁 忙指导袁
带领涟水农民走上科技兴农的富裕
之路遥

一尧 默默奉献袁 精心服务 野三
农冶遥 1999 年 6 月袁享受国务院津贴
的农业推广研究员薛辉云同志退休
以后袁眼看着全县广大青壮年农民纷
纷外出务工袁在家的多为年纪大的老
人和妇女袁他们没有什么技术尧技能袁
更不用说科学种田了袁错用尧乱用农
药尧化肥的现象时有发生袁造成不应
有的损失和减产遥 面对这种现象袁薛
辉云看在眼里袁 急在心里袁2000 年袁
薛辉云借款几万元袁牵头联络几位退
休农技人员成立农资经营服务部袁为
农户提供优质价廉的农资产品尧同时
传授农业科普知识遥 2002 年协同县

老科协组建涟水县农业新科技服务
公司袁 组织老科技人员到门市值班袁
接受广大农民朋友咨询袁深受广大农
户欢迎和喜爱遥 2003 年被涟水县鸠
农公司聘为技术顾问遥

二尧深入田头袁义务传授科技知
识遥 受过高等教育袁与泥土打了一辈
子交道的薛辉云老人对传授农业科
技知识的见识无疑是真知灼见袁他了
解群众真正需求袁经常强调要野抓得
住群众胃口冶遥薛辉云传授农技知识袁
他的课堂在田间尧在农户袁他擅长以
农业上出现典型事例为依托袁理论联
系实际袁由事讲理袁通俗易懂袁为群众
所认可袁很能野抓住人冶袁不自觉地就
将怎么种好地的道理讲到农民心里遥
十多年来袁 薛辉云开设科普讲座尧农
技培训达百场次袁 授听人数达万人袁
印发农业科技资料超万份袁为县老科
协主编出版 叶水稻病虫草害防治曳尧
叶小麦高产栽培和病虫草害防治曳等
科普小册子 8000 多份遥

三尧 淡泊
名利袁 深受农
户好评遥 由于
薛辉云的技术
好袁服务优袁周
边的淮阴区 尧
淮安区尧阜宁尧
灌南等地的农
户都会跑几十
里路到其坐诊
的门市咨询遥 多年来袁接受薛辉云指
导帮助的农户减少了损失袁增加了产
量袁增加了收益袁很多农户都对薛辉
云心存感激袁有的电话感谢袁有的登
门道谢袁有的还专门送来家里的土特
产袁但都被薛辉云谢绝遥 鸠农公司的
老总提出想把薛辉云的照片印到他
们生产的复合肥料袋上袁帮助他们做
广告袁利润和薛辉云分成袁但是得到
的回答却是袁薛辉云说院野我研究的成
果就是为农村尧为农民服务的袁我的
工资收入也够我的生活袁我不差这个

钱袁我不挣这个钱冶遥
四尧精心钻研袁培育优良品种遥在

大力推广科技知识的同时袁薛辉云多
年坚持水稻尧 三麦良种培育工作袁经
过多年的努力袁现已经培育出节水型
水稻新品种 2 个袁高产优质抗病小麦
新品种 3 个渊安东 6 号尧安东 8 号尧安
东 10 号冤袁经农户试种袁产量喜人袁新
品种有待于审核合格后推广袁其研究
成果先后获得江苏省科技进步奖尧国
家科委科技推广一等奖和国家教委
科技进步三等奖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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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1928 年 9 月出生袁1944 年 4 月参加革
命袁同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遥 冤

满头的银发袁依然不能消减她的美丽和
芬芳遥 战争时期的急行军袁只为赶赴鲜花盛
开的地方遥 从逶迤的六塘河到宽阔的辽河袁
从壮美的塞外到多情的家乡袁她不畏困苦笑
对生活袁终于收获了本该属于他的永不褪色
的青春和快乐遥

郭 军

曹尔渊:
勤俭过日子袁心善好人缘袁
知书好人品袁适时好身体袁
尊老家和睦遥

谈明银:

清白做人袁认真做事遥

魏玉龙:
一尧诚实守信袁谦虚礼貌遥
二尧严以律己袁宽以待人遥
豁达大度袁务实健康遥

一片丹心献“三农” 殚精竭虑解民忧
要要要记淮安市涟水县退休干部薛辉云

刘秀海
（1926 年 11 月出生，1939 年 2 月参加革命工

作，1946 年 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燕赵大地走来，他追随着贺龙和罗瑞卿开始了
抗日打鬼子。最初的子弹是石块，后来把手榴弹投
向了敌群，为了国家不受倭寇的践踏，他投入蟠
龙、关家脑、黄土岭、流沟战斗。在延安抗大，他受
到了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的接见。将生死置之度外，
冲锋在前是他的秉性。

摄影院文铁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