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叶枫 渊1929 年 2 月出生袁 1945 年 6 月
参加革命工作袁同日加入中国共产党遥 冤

一次夜过铁路袁 成为他战斗岁月中的趣
味话题遥不知道铁路的模样袁他和战友们猜想
着过铁路该是怎么样的情景遥铁路是铁打的钥
铁路上热浪袭人钥夜色的掩护下袁他和战友们
噤声穿越袁铁路对于他们依然是个谜遥笑谈残
酷的战争袁胜利早已驻扎进心灵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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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9 月 19 日袁 中共中
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的 叶胡锦
涛文选曳 第一卷尧 第二卷尧 第三
卷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袁 9 月 20
日起在全国发行遥 叶胡锦涛文
选曳 收入了胡锦涛同志在 1988
年 6 月至 2012 年 11 月这段时间
内具有代表性尧 独创性的重要著
作袁 共有报告尧 讲话尧 谈话尧 文
章尧 信件尧 批示等 242 篇袁 很大
一部分是第一次公开发表遥 叶胡

锦涛文选曳 内容丰富袁 涉及经
济尧 政治尧 文化尧 社会尧 生态等
各领域袁 涵盖改革发展稳定尧 内
政外交国防尧 治党治国治军等各
方面袁 系统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
一系列重大观点袁 进一步回答了
什么是社会主义尧 怎样建设社会
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尧 怎样建
设党的问题袁 创造性回答了新形
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尧 怎样发
展等重大问题遥

好书推荐之
胡锦涛《胡锦涛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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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春花园社区老干部党支部成
立于 2007 年 5 月袁该党支部始终以
教育老干部尧凝聚老干部尧服务老干
部作为党支部的工作根本袁 充分发
挥新时期离退休党员的战斗堡垒作
用遥

一尧政治坚定袁思想常新袁信念
永存

多年来袁 该党支部把思想政治
建设作为一项重要工作袁 通过座谈
会尧学习讨论尧交心尧谈心尧自学尧上
门助学等灵活多样的方式袁 加强政
治理论学习遥 他们将每月 10 日作为
集中学习日袁 定期组织开展主题党
课教育遥 采用学习文件尧 看报刊杂
志尧观看宣传片等袁引导老干部认清
形势袁坚定信心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
到党中央的决策上来袁 坚决拥护党
的领导遥 支部每年都征订 叶新华日
报曳尧叶淮安日报曳尧叶党的生活曳尧叶银
潮曳尧叶离退休干部党支部学习参
考曳尧叶三会一课曳等报刊杂志袁供党

员学习阅读袁 对行动不便的老党员
实行自学和上门助学袁 建立家庭教
育联系点袁确保学习活动全覆盖遥

二尧发挥余热袁建言献策袁凝心
聚力

党支部积极为党员发挥作用畅
通渠道袁搭建平台袁先后组建五支志
愿者服务队袁 定期组织开展各类志
愿服务活动遥 以退休干部党员朱茂
忠为队长的关爱弱势群体志愿服务
队袁 对辖区内的特困群体一一调查
了解袁 分类进行登记袁 根据实际情
况袁 积极向上级部门争取资金及优
惠政策遥 几年来袁通过他们的不懈努
力和积极争取袁先后帮助 16 名困难
下岗职工实现再就业曰对 42 户困难
家庭实现结对帮扶袁 年帮扶物资 3
万元袁 累计帮扶达 10 万余元曰 对 6
户重病家庭尧2 户孤儿实行临时救
助袁累计救助费用达 2.6 万元袁并帮
助两名孤儿办理孤儿基本生活费袁
每月领取 966 元遥 对社区两名孤儿袁

他们不但在生
活上关心袁还在
精神上关注袁每
周 2 次分别 到
两个孩子家中
进行走访袁与孩
子沟通交流袁教
导他们树立正
确的人生观袁长
大后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遥 在
野5窑12冶汶川地震中袁老干部支部人
均捐款在 100 元以上袁最高捐赠 500
元遥

三尧创新载体袁开展活动袁丰富
生活

为了丰富社区文化袁 引导社区
居民追求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袁 党
支部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袁
树立社区文明新风遥 因开发商原
因袁 社区中的活动中心是赢利性
的袁 为此袁 老干部党支部与活动中
心协调袁 专门为离退休干部每人制

作一张 野免费活动卡冶袁 老干部们
凭活动卡可随时到活动中心开展文
体娱乐活动遥 老干部们还组建了富
春诗社袁 设立专门活动室袁 不定期
开展诗社活动袁 设立诗词宣传专
栏袁 对诗社社员创作的诗词常年进
行互学和宣传遥 组织老干部定期在
社区内进行才艺表演袁 老干部才艺
表演队连续两年在市服务离退休干
部示范社区联席会才艺展示中荣获
二等奖袁 既满足了老同志的娱乐需
求袁 也展示了老同志们健康向上的
精神风貌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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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1924 年 6 月出生袁1944 年 4 月参加革
命工作袁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遥 冤

从参军之日起袁救治病员就是他的阵地遥
子弹从身旁飞过袁炮弹从头顶掠过袁在伤病员
是身边袁他镇定自若袁用医术护卫生命袁用疗
伤呼唤和平袁他把信仰融入进生命的追寻遥救
死扶伤是爱的事业袁有爱在袁黑夜的前方就是
光明遥 摄影院常春

叶 枫

胡志国

用行动为党旗添彩
要要要记清浦区富春花园社区老干部党支部

姚承东渊市一院离休干部冤院
1.勤奋学习遥 我上中学时由

于交不起伙食费袁 只得每周回
家背来煎饼尧萝卜干遥 在部队学
医袁课堂在农村打麦场袁坐背包袁
课桌就在膝盖上袁 到市一院主
持外科袁不会做的手术袁就靠手
术图谱袁步步施行遥 儿子高考失
利袁 靠自学得到国家统考中级
职称执业证书袁 女儿华师大毕
业袁 孙子上淮中遥 祖孙三代袁人
人都在努力学习袁 个个都是好
样的袁一代更比一代强浴

2.勤俭持家遥 我 16 岁当兵袁
一个月 3 块钱袁1960 年国家经
济困难袁 每人每月 28 斤粮票尧6
两油票袁一切凭票供应袁烧煤我
要拉着平板车到地委煤球店

买遥 我一月工资要养活五口人袁
工资全交给岳母当家袁 我在家
门前种菜尧养鸡遥 生活原则是经
久耐用少花钱尧 珍惜食物节水
电尧自己动手衣食足尧家规成习
惯尧习惯成自然遥

3.家和万事兴遥 清官难断家
务事袁一家男女老少袁性格脾气
各有一套袁有时难免吵吵闹闹袁
我的办法只有三条院第一忍袁对
方大吵袁我就闭口无言曰二是糊袁
鸡毛蒜皮袁难得糊涂袁不去斤斤
计较曰三是和袁把一家人和和美
美团在一起袁 全家就会温暖幸
福遥

4. 争先创优遥 不论小孩上
学尧大人上班袁家庭风气历来是
争先创优袁 年年每人都有奖状
奖品遥
5.大爱无疆遥 爱儿女尧爱父母尧爱
党爱国袁在党的光辉下袁幸福快
乐浴

配方: 鸡蛋 100 克尧 沙参 30
克尧冰糖 15 克

制作院1.沙参尧鸡蛋放入锅中袁
加两碗清水同煮沸;

2.待鸡蛋熟后袁将蛋壳剥去袁

再煮约半小时袁 加入冰糖调味即
可遥 饮汤食鸡蛋遥

功效院养阴清肺袁降火除热袁
民间用于治疗肺结核咳嗽袁 痰中
带血袁虚火上升牙痛袁咽痛等症遥

健康饮食之 沙参煲鸡蛋

市 县 联 递

9 月 21 日-22 日袁 省委老干
部局退休干部处处长吕清一行 3
人调研指导我市社区离退休干部
党建试点工作袁就如何创新思路尧
因地制宜做好党建试点工作提出
了指导性意见和建议遥

在市委老干部局领导的陪同
下袁调研组先后实地考察了清河区
上海路社区尧 涟水县金城路社区尧
盱眙县五墩社区尧淮阴区双和社区
党建试点工作开展情况遥调研组首
先听取了各社区关于大力推进社
区离退休干部党建试点的工作汇
报袁并翻看了相关工作台账遥 随后
召开座谈会袁 各县区委组织部尧老
干部局尧街道尧社区负责人以及老

干部代表参与了座谈交
流遥座谈会上与会人员踊
跃发言袁老同志情真意切
地表达了对党建试点工
作的肯定与赞扬袁老干部
工作人员深入细致地探
讨了党建试点工作积累
的经验尧面临的问题及对
策遥

调研组一行对我市
社区离退休干部党建试
点工作中所取得的成绩给予了肯
定袁 同时也指出了存在的不足之
处遥 调研组指出袁开展社区离退休
干部党建试点工作是落实全面从
严治党尧从严管理干部尧解决现实

问题尧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遥 各级
老干部部门要建立协调联动机制袁
积极争取组织部尧街道尧社区的支
持袁多部门联动袁为社区离退休干
部党建试点工作提供坚强保障遥

市委常委会研究老干部工作
姚晓东书记作重要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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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5 日袁市委召开常委会袁
传达贯彻中央和省关于进一步加
强和改进离退休干部工作的文件
精神等情况汇报遥 市委书记姚晓
东主持会议袁市领导惠建林尧王维
凯尧葛平尧张彤尧肖本明尧戚寿余尧
陈涛尧陈洪玉等出席会议遥

会议听取了中央尧 省委关于
离退休干部工作文件精神以及我
市贯彻落实情况汇报袁 原则予以
同意遥 姚晓东指出袁淮安老干部工

作经过老干部工
作部门的大胆创
新袁 努力工作袁成
绩可圈可点袁有的
甚至走在了全省
乃至全国的前列遥
今后要进一步贯
彻落实好中央和
省委文件精神袁推
动淮安老干部工
作再上新台阶遥

一要深入推
进离退休干部增

添正能量活动遥 各地各部门要为
老干部提供更为周到的生活尧医
疗等各方面的服务袁 激发老干部
增添正能量的内在动力曰 要采取
行之有效的方式方法袁 释放老干
部的正能量曰要在平台搭建尧经费
保障尧人才支持等方面提供便利袁
推动老干部正能量的发挥遥

二要深入推进离退休干部
野两项冶建设遥 在离退休干部党组
织建设方面袁 要加强离退休干部

党建考核袁推动工作落实曰要加强
支部班子建设袁选好带头人曰要加
强支部书记和党员的培训袁 提高
工作水平曰要提供经费保障袁增强
工作实效遥 在离退休干部思想政
治建设方面袁要通过组织参观尧通
报情况尧集中学习尧开展活动等方
法袁让老干部知情献计曰要通过节
日慰问尧上门走访等形式袁让老干
部感受组织的关怀温暖曰 要通过
住院看望尧特困帮扶等途径袁解决
老干部的困难和问题袁 让老干部
心怀感激袁与党同心袁共建和谐遥

三要深入推进老干部工作队
伍建设遥 各地要按照文件要求建
立健全党委离退休干部工作委员
会袁配齐配强党务工作者袁明确党
委尧政府分管领导袁保证离退休干
部党组织工作有专门机构负责袁
有专人抓落实遥 要注重加强老干
部工作队伍建设和人员教育培
养袁 着力建设一支过硬的老干部
工作队伍袁 进一步提升老干部工
作整体水平和服务能力遥

9 月 19 日下午袁淮安市委召开
座谈会袁征求原担任地市级领导职
务的老同志对市第七次党代会报
告渊征求意见稿冤的意见建议遥 市委
书记姚晓东袁市委常委尧组织部长
张彤袁市委常委尧秘书长肖本明出
席会议听取意见遥

姚晓东说袁市第七次党代会非
常重要袁不仅要描绘好淮安未来几
年科学跨越发展的壮丽蓝图袁还要
选出一个好班子尧 开出一个好会
风袁 关键是要形成一个好报告袁全
面客观地总结好过去几年市委工
作情况和淮安发展情况袁认真分析
我们当前面临的新形势袁进一步充
实尧完善尧提升淮安的发展思路袁团
结带领全市上下为实现两个目标
和建设强富美高新淮安贡献力量遥
老同志们的好思路尧好做法尧好经
验为淮安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袁
为淮安各项工作顺利开展打了好
基础尧传了好作风遥 老同志们对淮
安的发展历程尧需要解决的问题非
常了解袁对淮安下一步发展也有深
入的思考和很好的建议袁希望大家
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市委工作袁对
党代会报告以及下一步工作提出
宝贵的意见建议遥

陈从亮尧李挺华尧李继尧尧高法权等 15 位
原地市级老领导出席座谈会遥 老同志们先后
发言袁对报告给予充分肯定袁认为报告基于淮
安近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袁 总结成绩实事求
是尧鼓舞人心袁部署工作重点突出尧催人奋进袁
提出的任务切实可行遥 大家一致认为袁过去的
五年袁是成就辉煌的五年袁也是务求实效的五
年曰未来的五年袁是砥砺奋进的五年袁也是大
有希望的五年遥 大家还就进一步完善报告畅
所欲言袁各抒己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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荫近日袁市委老干部局副局长刘
磊带队袁对易地安置在广东广州和珠
海的离休干部进行了走访慰问遥

荫9 月 21 日袁南京市委老干部
局副局长余新尧副巡视员陈俊宏带
领局机关党员干部一行 30 多人来
淮到淮安开展野两学一做冶学习教
育交流活动遥

荫9 月 30 日袁我局组织 5 名离
退休干部赴淮安区烈士陵园向人
民英烈敬献花篮遥

荫9 月 12 日袁市住建局党委书
记尧局长王亦农尧党委副书记王守
祥尧副调研员董聿武一行走访慰问
局离退休干部袁为他们送去节日的
问候和衷心的祝福遥

荫市老干部活动中心近日组
织开展了 野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读书知识竞赛冶 活动袁40 余名
爱好阅读的离退休老同志踊跃报
名参加并评选出一等奖 3 名袁二等
奖 9 名遥

荫9 月 21 日-23 日袁清浦区委
组织部尧老干部局尧区老年体协在
野运河之都掼蛋俱乐部冶 联合举办
2016 年离退休干部棋牌比赛遥此次
比赛袁有 100 余人次参加袁参加比
赛的选手中年龄最大的是 85 岁的
离休干部丁维展遥

荫9 月 14 日袁淮安区召开老干
部情况通报会遥 区委书记徐子佳向
老干部通报了今年以来全区经济

社会发展和党风廉政建设等情况遥
会前袁 老干部们观摩了新起点实
业尧奇乐娃幼儿玩具尧红小教育集
团施河校区尧中央厨房一期等项目
现场袁亲身感受新农村建设的新变
化和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业绩遥

荫8 月 27 日袁来自淮安市各个
县区的棋王以及县区分站赛各个
组别的优胜棋手 115 人在淮阴区
王营镇双和社区角逐六个组别的
棋王和江苏省棋王赛的参赛资格袁
场面热烈火爆遥 所有参赛棋手充分
感受野乐在棋中冶的愉悦和国粹象
棋的无穷魅力遥

省委老干部局调研我市社区离退休干部党建试点工作

9 月上旬袁市委老干部局组织地市级离
休干部赴涟水县参观考察遥市委老干部局副
局长顾湘尧涟水县副调研员尧县委组织部副
部长尧老干部局局长薛苏红等陪同考察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