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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虽然没有成文的家规， 但他们的言传身教
却胜过任何家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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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传身教胜家规

QIN QING WU YU

“
我的父母没有上过学， 斗大
的字不认识几个， 自然无缘接触
和领略 《朱子格言》、 《颜氏家
训》、 《曾国藩家训》 的真谛，
但他们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将我
们兄妹6人拉扯成人。
我大姐、 二姐没有上过一天
学， 不是她们不想上学， 而是家
里穷， 掏不起那点学费。 在那个
温饱都解决不了的年代， 懂事的
大姐、 二姐毅然选择了父辈的道
路， 在家洗衣做饭照顾弟妹， 我
稍大一点就到生产队挣工分贴补
家用。 正是因为有大姐、 二姐的
付出， 大哥、 三姐、 四姐和我才
得以完成高中学业。
如今， 每当提及此事， 大
姐、 二姐没有埋怨过父母。 大姐
说： “父亲识字不多， 但照样当
村长； 母亲不识字， 照旧跟读过
书的人一样知书达理。 我虽然没
上过一天学， 但从父母身上学到
的东西是一辈子享用 不 尽 的 财
富！”
我5岁那年夏天， 看见村里
有人卖西瓜， 怕母亲 不 买 给 我
吃， 便偷偷从柜子里拿了一角钱
买了两块西瓜， 自己吃了一块，
另一块给了同桌。 谁知同桌吃了

西瓜仍然向我的母亲告了密， 我
吓得躲在柴堆里不敢回家， 最后
是大哥找到我并带我回家。
我回家后母亲并没有打我，
她说“既然吓得不敢回家， 说明
你知道自己犯了错误。” 母亲告
诫我： “做人一定要行得端走得
正， 千万不能坑蒙拐骗偷， 如果
你沾染其中一个恶习， 那这辈子
就完了。”
我家的老宅院很大， 每天早
晨， 母亲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
打扫院子， 然后才做饭。 有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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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阴区财政局提高账务处理效率
从今年1月开始，淮阴区财政局采取
“财政—银行—执收单位”三方实时对账
形式，对非税收入账务进行核对。 之前，
该局采取的是非税管理机构与银行按月
对账形式，工作量大、费时费力还容易出
错。 三方实时对账，则要求银行每十天向
财政部门、 执收单位提供一次电子对账
单， 执收单位每月以纸质盖章方式反馈
与银行对账情况，未完成对账的单位、资
金一目了然， 大大提高了对账的时效性
和准确度。
(
)

时丽英
淮
安
区
交
警
四
中
队
积
极
参与文明城市创建

连日来， 淮安区交警四中队克服困
难积极参与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他
们在警力十分紧张的情况下， 抽调人手
进城区参与交通秩序整治、三轮车整治、
校园安保等专项行动， 确保文明城市创
(
)
建工作措施扎实、推进有力。

我起得早， 问正打扫院子的母
亲： “院子明明很干净， 几天打
扫一次就行了， 为什么要天天打
扫呢？” 母亲反问我“昨天你洗
过脸了， 为什么今天还要洗？”
我瞬间脸红了， 对母亲说： “您
做饭， 我来打扫。” 从此只要我
在家， 打扫院子的事情就从未让
母亲操过心。
父母虽然没有成文的家规，
但他们的言传身教却胜过任何家
规！
■郭福全

部门的对账效率。 此次缴费方式的创新
改革， 不仅完善了非税收入信息化征管
体系建设， 全面提升非税收入管理水
平， 而且从制度上规范执收单位收费行
为， 确保收入及时缴库和财政资金安
（
）
全。

时丽英
淮安区交警七中队重学更重做

连日来，淮安区交警七中队在“两学
一做”中重学更重做，力争好效果。 该中
队结合自身工作特点， 在学习中积极研
究谋划，找准方法路径，创建党员模范示
范岗， 发挥密切联系群众中的桥梁纽带
作用，充分体现“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成
果， 用实际行动践行习总书记提出的对
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
“
四句话、十六字”总要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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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安交警查获一醉驾女司机

高树能
淮阴区财政局创新非税收入征管方式

日前，淮安区徐某在家宴请朋友。 酒
后她只讲朋友感情, 将交通法规抛到脑
后,驾驶轿车送朋友回家。 当她行至淮安
区长安路时被执勤民警查获。 经呼气酒
精检测，结果为192.2mg/100ml,血液中乙
醇含量鉴定结果为240.1mg/100ml, 涉嫌
（
）
醉酒驾驶。

今年来， 淮阴区财政局积极创新非
税收入征收管理方式。 即将开通的POS
机刷卡缴费方式， 省掉缴款人到银行缴
款的环节， 有利于提高执收单位与财政

今年来， 淮安区交警四中队引导民
警牢固树立“执法和服务也是投资环境，

李龙柱
淮安区交警四中队强化服务意识

戏痴”老妈

打我记事起，就知晓老
妈不仅爱看戏、听戏，还擅
长演淮剧。 但她忙于工作，
表演的机会几乎为零。
转眼间， 老妈退休了，
又重燃表演的激情，将退休
后的日子过得精彩纷呈，值
得我们学习。 为了“复出”，
她勤学苦练，还到省淮剧团
拜访名师，努力学习。 学成
后，她牵头成立了老年人淮
剧表演艺术剧团，排演深受
老年人欢迎的节目。每逢节
日，老妈便带领剧团走进社
区或敬老院演出，丰富老人
的精神文化生活。
三年前， 老妈生病住
院，术后痛得不停呻吟。 剧
团演员来看望老妈， 告诉
她，剧团受到市文化馆的邀
请，要参加表演。 她顿时眼
放光芒，顾不得插着吊针的
手，撑起身子说：“明天我就
回团去。 ”
初夏，黄海之滨热浪袭
人。 老妈带着一群为戏曲
“
发狂”的老人大战三伏，硬

执法和服务也是生产力”的大局意识，不
断提高民警的服务能力。 他们制定出台
《优化经济环境工作实施方案》、《优化企
业生产经营和项目建设周边环境工作责
任制》，深入企业征求意见，提高服务能
力和服务水平，改善服务态度。 对群众提
出的超服务范围的要求， 在不违反法律
）
和法纪情况下他们尽量满足。 （

是在30多天里，排练出了老
爸创作的现代淮剧 《
“坏孩
子”的天空》。讲述了一个差
生在老师和同学们的帮助
下， 转变为优生的感人故
事。
那天晚上，影剧院里座
无虚席， 观众时而欢笑，时
而落泪， 是那么专注又投
入，掌声此起彼伏。 大幕落
下后， 观众还不肯离去，纷
纷议论着：“这戏太接地气
了，就像是咱们身边发生的
事。 ”
而今，奔九的老妈已退
出舞台， 但依然发挥余热，
辅导起了重孙们学唱淮剧。
近来，大家欢聚一堂为她庆
生，她指挥晚辈们唱了淮剧
《太阳花》，又即兴唱了一段
《孔雀东南飞》。她的声音不
再那么洪亮，但仍然充满真
情，催人泪下。最后，我与大
姐、大哥演唱了一段《十品
村官》， 老妈见家中淮剧传
承有人，那一夜竟兴奋得整
■
宿未眠。

王惠玲

淮阴区财政局狠抓党员干部思想教育
近期， 淮阴区财政局党支部召开支
部党员大会。 会上，党员同志集中观看了
警示教育片《治党务必从严》以及专题片
《周恩来的党性之光》， 进一步提高了全
体党员干部的党性意识与纪律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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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安区交警五中队明确下半年重点工作
淮安区路政大队治理G233国道环境
日前， 淮安区交警五中队召开全体

日前， 淮安区路政大队集中整治
G233国道淮安区段路域环境，重点对公
路用地范围内的种植物、路边杂草、白色
垃圾，中间隔离带绿化进行修剪、清理。
这次整治共投入30名养护队员、15把打
草机、两台货车。 通过整治，把G233国道
淮安区段打造成“畅、洁、绿、美、安、优”
样板路， 路政部门将按此路段标准在各
）
条干线公路推广。 （

人员会议， 对上半年工作进行阶段性小
结，部署下半年重点工作。 会上，相关人
员对上半年重点工作完成情况作了汇
报， 讨论了下半年工作实施计划以及需
要解决的问题。 该中队队长徐兵按照大
队领导要求， 就抓好下半年学习教育活
动、 加快推进重点工作有序开展提出了
（
）
具体要求。

近期，淮安区交警七中队知行合一，
用学习指导工作。 该中队密切联系实
际， 把学习与推动工作有机结合、 相互
衔接， 用学习成果武装头脑、 指导实
践、 推动工作。 他们还丰富学习载体，
创新学习形式， 将传统模式与现代手段
相结合， 借助手机微信等新媒体工具，
及时向大家推送学习内容， 增强学习效
（
）
果。

学一做” 学习教育常态化， 每周一对民
警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开展业务知识学
习； 把思想教育作为首要任务， 业务能
力提高紧紧跟上， 做到认识提高接地
气； 深入查摆问题， 经常进行“党性体
检”， 认真做好整改落实； 切实履行习
总书记提出的对党忠诚、 服务人民、执
法公正、纪律严明的“四句话、十六字”总
（
）
要求。

张吉
建堂建柏学军
淮安区交警六中队学习教育常态化
淮安区交警七中队用学习指导工作
近期，淮安区交警六中队坚持将“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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