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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家风
HUA SHUO JIA FENG

娟

我深深地感受到， 好家风是绵绵的春雨， 滋润
我的心田； 好家风是和煦的阳光， 静静地温暖着我
的心房。

版面设计：周人可

伴我成长好家风

孝经智慧
XIAO JIN ZHI HUI

雪天得瓜 医治母病
母亲是一位小学教师， 她特别
喜欢唠叨， 家中任何一件事情， 她
不唠叨上三遍绝不罢休。 殊不知，
这绵绵细长的唠叨， 倒成了一股暖
暖的家风。 母亲常年唠叨的话题是：
待人要诚， 为人要善， 做人要正。
我小时候格外调皮， 那时， 母
亲在乡下一所小学教书， 隔壁的张
老师在学校后园里种了很多南瓜。
五月， 南瓜藤长出了几寸高， 看着
喜人。 我看到张老师那喜滋滋的样
子， 决意弄个恶作剧来逗逗她。 一
个夜晚， 我偷偷带把剪刀， 从家里
溜出来， 把张老师那些南瓜藤剪断，
重新埋入土中。 第二天下午， 张老
师发现她的南瓜藤全部打蔫了， 拔
出一根看， 原来是剪断了根， 她站
在园中大骂是谁缺德， 我坐在家里
偷偷笑。 母亲知道是我干的之后，
打了我几个耳光， 然后是一大串唠
唠叨叨的话： “你怎么可以这样去
损害他人的利益， 你怎么可以用这
种欺骗的方式？” 接下来， 母亲一定
要我写出书面检讨交给张老师， 然
后拿出几角钱， 到附近买了一把南
瓜秧子送过去， 并一再向张老师赔

不是。
为人要善， 母亲确实做得不错。
她当老师的时候， 如果学生家境特
别困难， 母亲总是拿出自己的工资
为他们垫付学费， 母亲还把我们兄
妹的衣服送给贫困学生。 有一次，
舅舅从北京回来， 送给我漂亮的书
包和文具盒， 谁知母亲悄悄地把它
们送给了学生， 我得知后很不高兴，
说她怎么待学生比自己的亲生女儿
还要好。 母亲说： “你已经有了两
个书包和三个文具盒了， 人家一个
也没有。”
做人要正， 母亲这样教育我们。
早些年舅舅在一所大学当校长， 小
妹那年高考差了几分， 小妹对母亲
说： “您给舅舅打个招呼， 叫他想
点办法让我进他的学校读吧。” 母亲
一听， 沉下脸来对小妹说： “这是
不可能的， 千万不要去为难你的舅
舅。 你舅舅若这样做了， 别人知道
后， 让他今后在学校如何教育别
人？”
每年春节的团聚， 母亲总要在
年夜饭之后唠叨一番： 你们几个在
外工作， 一定身要正， 心要纯， 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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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江浦检察院“三合理念”加强队伍建设
今年来， 清江浦区检察院行装科不
断强化队伍建设，提出“人员融合、思想
融合、作风融合”的思想理念，提倡“合”
的团队文化，力求在人员融合、思想融合
上实现“一加一等于一”，以达到真正的
整合统一；强化业务学习，不断提升工作
能力和水平，在保障能力、服务水平上实
现“一加一大于二”，以适应大体量行装
（
）
工作的需求。

张亚俊
淮阴区征管中心做好企业减税降费工作

个高尚的人， 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我深深地感受到， 好家风是绵绵的
春雨， 滋润我的心田； 好家风是和
煦的阳光， 静静地温暖着我的心房。
■

就业、创业政策；深入园区、乡镇、社区，
广泛宣传全民参保的好处； 重点围绕农
业种植、畜牧养殖、电子商务、母婴护理，有
针对性地开展订单培训、定向培训；加大
劳动监察力度，畅通劳动者维权渠道，打
）
造良好的用工就业环境。 （

朱桐周云
梁岔
市
监
分
局
开
展
液化气充装站专项检查

日前， 涟水县梁岔市监分局在县局
的统一部署下，对辖区内4户液化石油气
充装站开展执法检查。 此次重点抽查是
否存在违法充装无码瓶、 过期瓶、 报废
瓶、翻新瓶等行为，共检查充装实瓶280
只，查获过期瓶2只，报废瓶1只，对1家涉
嫌违法充装过期钢瓶气站进行了立案查
（
）
处。

谷开松杨丽娟
吴集财政所重视廉政约谈

今年以来， 淮阴区征管中心充分发
挥职能作用，打好政策“组合拳”，做好
“加减法”，多措并举，为企业提供政策福
利，降低企业发展成本。 该中心加强政策
解读，提升经办服务。 自失业保险费率由
原来的1.5%降至1%以来， 征管中心成立
减税降费工作小组， 对业务骨干进行政
策培训，确保降费工作准确规范；降低运
营成本，落实减税降费政策。 征管中心及
时调整失业保险费征收计划， 确保降费
（
）
见实效。

近来， 淮阴区吴集财政所十分重视
廉政约谈工作。 为了筑牢坚固的廉政
“防
火墙”，该乡纪委对财政所工作人员不定
期开展“廉政约谈”工作，一对一地指出
“两个责任”落实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今
后廉政风险薄弱环节的防范措施， 督促
（
）
其正确履行职责。

今年来， 涟水县人社局倾力助推全
县省级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该局充分利
用网络、电视、广播、微信、QQ等宣传各类

务承诺制、限时办结制等制度，做到办事
公开公平公正，服务周到及时；积极推进
政务公开， 提高办事透明度； 建立请销

周凯
周蔚万昕 韩桥财政所多措并举加强作风建设
今年来， 淮阴区韩桥财政所多措并
涟水人社局全力助推省级文明城市创建 举切实加强作风建设。 该所积极推行服

王荐，元朝福建福宁人，父亲体弱多病，而且
病得很严重。王荐每天晚上都向上天祈祷，宁愿减
少自己的寿命来延续父亲的生命。 父亲在病入膏
肓时突然醒过来， 告诉朋友说：“在我生命最危险
时，来了一位神仙，告诉我：你的儿子非常孝顺。所
以，上天恩赐我再活12年。 ”此后，王荐父亲的身体
恢复了健康。 12年后，父亲果然去世了。
后来， 王荐的母亲也得了奇怪的病， 口干舌
燥，就想吃瓜。可正值寒冬， 大雪纷飞， 根本没有
瓜可吃。 王荐想尽了办法， 求助乡亲也毫无结
果。 他只身一人来到深山野岭。 在树下避雪时，
想到母亲吃不到瓜， 病就不能好， 心里焦虑难
受， 不由得仰天长叹， 痛苦不已。 忽然， 他看到
对面岩石之间露出几根青色的枝蔓， 上面结着两
个鲜瓜。 他高兴地拿回家供母亲食用。 母亲吃后，
病很快好了。

黄茨娅

【

智慧悟语】

感动天地只有在故事中才会出现， 对于我们
来说，感动父母才是现实迫切的需要。 其实，父母
对子女几乎没什么要求， 唯一的“ 索取” 无非是一
种心灵上的慰藉、精神上的慰藉。 只要子女心里惦
记着他们，时常来看看看他们，或者只是报一声平
安，偶尔一个拥抱，他们就满足了。

假、AB岗等制度， 严格遵守八小时工作
制，严禁在上班时间上网、玩游戏或干其
（
）
它私事。

沈扬

王兴财政所狠抓作风建设
近期， 淮阴区王兴财政所不断加强
作风建设，要求财政干部服务热心、工作
细心、释疑耐心，彻底杜绝门难进、脸难
看、话难听、事难办的衙门作风；同时，搞
好环境卫生，确保办公场地干净、整洁、
舒适，营造温馨、亲和的办事环境。

日前,淮安区交警二中队组织民警开
展夜间酒驾清查行动,先后查获两起醉驾
行为。 当日20时45分，韦某酒后驾驶一辆
无号牌二轮摩托车， 行至该区长安路与
海棠路口处时， 被民警当场查获。 经检
测 ， 韦 某 血 液 中 乙 醇 含 量 为
291.6MG/100ML,涉嫌危险驾驶。 21时10
分， 裴某酒后驾驶一辆小型汽车行至该
区长安路与海棠路口，被民警当场查获。
经检测， 裴某血液中乙醇含量为
112.8MG/100ML,涉嫌危险驾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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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警及时解救被困司机获称赞
淮阴区创新农民合作社组织形式
近日， 淮安区交警二中队值班民警
（

今年来， 淮阴区积极创新农民合作
社组织形式。 农民合作社由村级组织负
责人兼任理事长，建立综合示范章程，主
导产业基本农田在1000亩以上， 覆盖全
村50%以上； 每个项目财政补贴150-200
万元，实行“以奖代补”，并按照规定加强
资金监管，确保专款专用。 目前，该区共
成立25个专业合作组织。
(
)

张小静
淮阴区实
小
幼
儿
园
开
展
保育老师业务培训

为了迎接淮阴 区 卫 生 保 健 评 审 工
作，近日，淮阴区实小幼儿园保健室对全
体保育老师进行了“保育一日工作”流程
培训。 此次培训，切实提升了保育老师的
业务素质， 使幼儿园的保育工作更上一
（
）
层楼。

孙丽梅
淮安区交警二中队一晚查两起酒驾

鲍明华接110指令:在苏328省道133KM附
近, 一辆车号为苏AE0972大型货车发生
翻车事故。 接警后，鲍明华及交通协管员
火速赶往现场。 到达现场后，发现事故车
辆侧翻在路边，驾驶室因撞击严重变形，
驾驶员被卡在驾驶室不能动弹。 处警民
警利用破拆工具， 合力将驾驶员救出并
及时送往医院救治。 民警的行为受到在
场群众的称赞。
(
)

李龙柱
复兴中心小学颁发“施塔德杯”奖教基金

日前， 淮安区复兴镇中心小学举行
“施塔德杯”奖教基金颁奖典礼暨庆“六
一”文艺汇演。“
施塔德杯”奖教基金由江
苏施塔德电梯有限公司创立， 该公司每
年出资3万元来奖励优秀教师和优秀学
生。 自2014年成立以来，已有20名教师和60
（
）
名学生获得该奖励。

朱文奎郭学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