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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家风
HUA SHUO JIA FENG

娟

优良家风一辈辈传下来， 我更是体会出日常生
活中和乡邻友好相处、互相帮助的美好和悦。 邻里、
同事见面多问好，有事相帮忙，这是多么和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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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习惯
万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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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贵

俗话说得好：“远亲不如近邻，
近邻不如对门”，“遇上好邻家，披
红又插花”， 可见邻里之间关系的
重要性。
曾清楚地记得在爷爷那辈，他
就非常重视邻里之间的友好相处，
并将礼仪相处，友好相待，互相帮
助，宽容相济作为家风家规来要求
家人。 为此，大到邻居结婚帮忙，小
到洒扫门街无不言传身教，为子孙
树立楷模。 爷爷教导我们最多的一
句话就是：“忍忍忍，饶饶饶，忍字

更比饶字高”。 日常生活中，只要学
会了忍让和宽容，就一定能够渡过
难关，处好邻里关系，过好和谐生
活。 在今天看来，爷爷的话是有很
深的道理的。
爷爷如果活到现在，应该超过
百岁了。 他曾告诉我们，每个人都
会遇到难处，要学会体贴人，多站
在别人的立场看事想事做事，并尽
量去帮助人。 他的一次亲身经历令
我至今不曾忘记。 那是在上个世纪
50年代，全国各地闹饥荒，饥饿困
扰着每一个人，晚上经常有偷粮食
的事发生。 那年冬天的一个晚上，
爷爷突然听到家里有响声，急忙披
衣下床，只见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
正在揭开麦缸的盖子，准备往口袋
里灌麦，爷爷并不生气，他说：“娃
呀，慢慢灌，别跌了”。 小伙儿不由
得内心震惊，感觉就好像是在自己
家灌麦一样，羞愧地低下了头转身
要跑。 爷爷还是拦住他，硬让他灌
了一些麦子带走。 用爷爷的话说，
小伙能那样做可能是实在没办法
了，能救人处且救人，得饶人处且
饶人，咱也不缺那一点。
在爷爷的熏陶和感染下，我的
父亲也继承了和众乡邻友好相处、
互相帮助的好传统。 父亲是一名教
师，喜爱写毛笔字，村里无论谁家
请父亲写对联，父亲都是根据乡邻
的不同家境拟联，然后去写，因而
很实际，深得乡邻喜爱。 记得那年，
父亲任教的村中“耍社火”，父亲提

前通知了乡邻，让乡邻们都赶去看
热闹， 感受十里乡俗的民风民俗。
父亲去世多年，乡邻们始终念念不
忘， 路上碰见我总是提起父亲的
好，让我很愧疚，总觉得自己跟不
上父亲的脚步。
优良家风一辈辈传下来，我更
是体会出日常生活中和乡邻友好
相处、 互相帮助的美好和悦。 邻
里、 同事见面多问好， 有事相帮
忙， 这是多么和谐啊！ 不仅如此，
我更是用实际行动感化家人， 不
要为鸡毛蒜皮的小事伤了乡亲们
的和气。 人与人相处，万事和为贵，
你敬我一尺，咱还人一丈。 这样人
人彼此礼让相待，家风村风乡风岂
不其乐融融？
■卢建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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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前母亲去世， 原本乐观自信的父亲忽然变得
沉默寡言，整天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
父亲与母亲这辈子真是不容易， 两地分居二十多
年，父亲退休以后，他们才结束牛郎织女的生活。 二老
十分珍惜晚年时光，几乎天天形影不离：母亲买菜，父
亲提菜篮当“搬运工”；母亲跳广场舞，父亲当忠实观
众；父亲垂钓，母亲乐呵呵地陪同；父亲与人下棋，母亲
在一旁静静观战……可是苍天无情，三年前，母亲突发
脑溢血，落下偏瘫后遗症。 姐姐在外地打工，我的工作
又忙，照顾母亲的重担自然落到父亲身上。
母亲行动不方便，本是“甩手掌柜”的父亲变成“家
庭妇男”，他无微不至地照顾母亲的饮食起居，陪母亲
聊天，按摩母亲失去知觉的腿……
天气晴朗的日子， 吃完早饭父亲便用轮椅推着母
亲到大街上去转悠， 让母亲呼吸新鲜空气， 享受阳光
浴；晚饭后，父亲又推着母亲去散步。 夫妻俩有说有笑，
日子平淡而幸福。
母亲这一“走”，父亲好像变了一个人，时常一言不
发，盯着空荡荡的轮椅发呆。 我们劝父亲找个老伴儿，
他总是摇头。 我想悄悄地把轮椅丢掉， 免得他睹物思
人，又怕如此一来更伤他的心。 唉，真是左右为难。
一天下班回家， 我发现父亲不见了， 赶紧四处寻
找。 找了几条街，终于看见推着空轮椅的父亲表情安详
地走在大街上。 我一下子明白父亲的心思，默默地陪着
他老人家走。
从此以后，每天早晨吃完早饭，父亲都要推着空轮
椅出门，一切如母亲在世时一样。 父亲与老友喝茶、下
棋，空荡荡的轮椅就安安静静地待在一旁。 慢慢地，父
亲的状态恢复到从前：神态怡然，精神矍铄，有说有笑
起来。
爱到深处就变成一种习惯。 父母那辈人的爱情清
贫、清淡，没有海誓山盟的甜言蜜语，没有物质的奢华，
岁月却让他们的爱变得如此坚韧持久。 我被深深感动。
■胡为民

进三帮”活动。 他们走进吴集镇，详细采
集农户信息、家庭基本情况，广泛听取农
民的诉求，及时记录、及时反映，先后进
）
村进户48批次，走访农户295户。 （

明确目标任务，落实岗位责任，推行奖惩
机制，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坚定不
移地推进财政干部工作作风全面提升。

近日， 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行
政执法局二大队二中队对辖区内22家网
络经营会所进行依法巡查。 弘康兴旺角
王者归来网吧内存在公共场所吸烟情
况， 执法人员依法对该场所责任人提出
）
警告，并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 （

今年来，淮阴区人社局根据社会、业
内认可的原则，积极探索，初步建立起科
学、规范、完善的社会化职称评审机制。
该局还组建社会化评审机构； 实行阳光
操作， 维护了专业技术职称评审工作的
科学性、严肃性。
(
)

今年来， 淮阴区吴城镇财政所结合
自身实际，着力在宣传教育、健全制度、
强化责任方面出实招、抓落实、保廉洁，
营造干事创业、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为
顺利实现全年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

交通景观绿化建设养护有限公司职
工杨海洲同志， 在今年体检中查出患有
白血病，需百万元的治疗费。 涟水县公路
站领导得知该情况后，于11月9日举行爱
心捐款活动，号召全站职工伸出援手，积
极为杨海洲同志捐款， 当日共募集爱心
（
）
捐款4000余元。

从2017年起， 淮阴区对乡镇推行财
政国库集中支付改革和公务卡结算制度，
切实规范乡镇财政、 乡镇领导和单位的
财务行为， 初步实现了乡镇财政资金的
全过程监控。 截至9月底，已办理支付业务
）
1051笔，支付金额达7.38亿元。 （

今年来， 淮阴区老张集财政所狠抓
干部廉洁教育工作。 该所经常开展理想
信念教育，法律法规和党纪政纪教育，组
织财政干部观看典型示范教育、 案例警
示教育等电教片， 打牢基层干部职工拒
（
）
腐防变的思想基础。

今年来，淮阴区人才办深入开展“三

政干部爱岗敬业精神和廉洁自律意识，

介机构进行全面排查。 该所高度重视，加

新闻速览
XIN

WEN SU

LAN

开发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二中队
开展网络经营场所巡查

朱姝
文斌）
（左
淮阴区人社局建立社会化职称评审机制 吴城财政所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张泽
汪怡廷
宗兴）
（陈
涟水县公路站举行爱心捐款活动
淮阴区深化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
老张集财政所强化干部廉洁教育

金圣勇
韩操
蒋迅
丁集财政所推进作风建设
河下派出所排查房屋中介机构
淮阴区人社局扎实开展“三进三帮”活动
今年来， 淮阴区丁集财政所强化财
日前， 淮安区河下派出所对房屋中

强组织领导；依法管理，落实责任，运用
法律手段， 加大对房屋出租人违法行为
的查处力度，使“以房管人”的流动人口
管理措施真正落到实处；严格奖惩，将清
理任务层层分解，责任到人。
(
)

朱萍
淮安交警二中队开展岗位大练兵活动

淮安区交警二中队根据支队要求，
从11月1日开始组织全队民警开展岗位
大练兵活动。 该中队重点进行交通违法
查处、路口秩序管理、阻碍执法处置及执
勤执法等工作规范的模拟考核， 以练促
学，积极备战全省交警部门“强素质树标
兵、促创新保平安”练兵竞赛。 (
)

李龙柱
淮安区公路站完成农村公路交通量调查

淮安区2017年度农村公路交通量比
重调查工作圆满结束。 淮安区公路管理
站于10月16日8时至17日8时开展农村公
路交通量比重调查，该站组织专人在520
余公里的农村公路上设置44个临时性人
工观测点， 对交通量进行观测， 通过调
查，基本掌握了全区公路交通运行情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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