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2018年8月31日
责任编辑：王

婚姻家庭

星期五
娟

版面设计：周人可

话说家风

两代情深

HUA SHUO JIA FENG

LIANG DAI QING SHEN

我们家的传家宝

作为全村唯一的医
生， 父亲始终坚持把病人
当亲人、 不让病人多花一
分冤枉钱的行医准则。
1979年的一天， 一个村民
因家庭变故想不开喝了农
药， 家属找到父亲， 父亲
说： “我心里也没底， 从
来没看过这种病。” 可家
属一直在央求父亲， 父亲
只好翻阅相关书籍， 连夜
琢磨治疗中毒的药方。 后
来按照他开的药方， 病人
竟好了。 因病人实在付不
起医药费， 父亲便分文不
取。 当时， 病人家属给父
亲跪下， 表示虽然付不起
医药费， 但一定要打欠
条， 这是父亲“挣” 到的
第一张欠条。 从那以后，
父亲给自己立下规矩， 免
费救治那些负担不起医药

费的患者。
父亲到工厂上班后，
手里仍有很多欠条。 得知
一些欠条的主人过世， 家
里人劝父亲赶紧去要账。
父亲却说， 能还就还， 还
不了就算。 对此， 好多人
说父亲傻。 父亲意味深长
地对母亲说： “别人说傻
没什么， 其实咱心里明
白， 不是病人不还钱， 而
是他们实在没钱； 不是咱
不要钱， 而是那些病人更
需要钱。 家里有个病人，
全家人都受拖累， 会把家
拖垮。 勿忘世上苦人多，
还要什么钱？”
家风在时间里酝酿，
最后积淀成一个家庭的品
性、 道德和优秀传统。 父
亲常说，做人要行得正、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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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建筑工地扬尘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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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旅区监察室
召开例会部署工作
日前，生态文旅区监察室召开
例会，对近期纪检、信访、审计、督
查、巡察等工作进行部署。 区纪工
委书记刘永军指出，在事务繁多的
情况下，要分清主次；在时间紧急
的情况下，要分清缓急；在工作程
序上，要把握上下；在信息交流上，
（
）
要分清内外。

张道冉

市城建监察支队

得直、坐得端，对得起自己
的良心。 要多吃亏、 多吃
苦，好读书、好帮人，将心
比心、以心换心，多做雪中
送炭的事情。 先做人，再做
事，没有品德寸步难行。 这
是我家的家规家训， 更是
我家的传家宝。
每当我觉得难以支撑
下去的时候，一想到父亲，
我心里就会平静下来。“跟
爷爷相比， 我已经幸福太
多，没有理由不用心学习，
我要沿着长辈的信仰一步
一个脚印地走下去。 ”儿子
听说我写这篇稿子后，非
缠着我要加上这句话，这
让我很欣慰。 持之以恒、坦
荡为人，是非分明、不违良
心，才能忠孝传家久，诗书
处世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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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母亲夏泳

为了改善市区环境空气质量，
今年以来，市城建监察支队积极治
理建筑工程扬尘污染。 他们对主
城区存在扬尘污染的建筑工地项
目进行处罚， 督促企业依法施工，
严格落实好扬尘防治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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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海波李闯
丁集财政所狠抓干部队伍建设

今年来，淮阴区丁集财政所通
过组织开展财政政策、 财政业务、
财政法规等培训，提高全体财政干
部职工的业务水平，同时狠抓干部

今年夏天， 单位团
购游泳券， 我立马想到
上班劳累的母亲。 我所
在的城市面海， 母亲和
我一样， 孩提时就在海
里扑腾学会了游泳。
我兴冲冲地回到
家， 在母亲面前晃了晃
游泳券。 母亲看出我的
心思， 有点担心地说：
“30年没下过水，恐怕都
不会游了。 ”双手却不由
自主地在衣柜中翻泳
衣。
进了游泳馆， 母亲
突然问我：“泳池踩得到
底吗？ ”我看她紧张的模
样忍不住笑了， 告诉她
有深水区和浅水区，如
果害怕就到浅水区。 由
于不熟悉泳池的分区，
母亲一不小心就下到深
水区。 看着她大半个身
子在水下， 双手抓着池
壁，我赶紧伸手去拉她。
母亲迟疑了几秒， 朝我
摇摇头， 突然一转身蹬
了出去。 我发现自己的
担心完全是多余的，母
亲在水里伸展得很自
如，轻轻松松游到对岸，
然后调转方向， 伸出手
臂划水前进， 从自由泳

作风建设，着力打造一支高素质的
（
）
财政干部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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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 淮阴区新渡口街
道办财政所狠抓党风廉政 建 设 。
该所通过邀请纪检干部上廉政党
课、 组织观看廉政教育片、 开展
警示教育活动， 不断筑牢职工拒
腐防变思想防线，增强职工廉洁自
（
）
律意识。

陈新权
淮高财政所加强思想教育
近来，淮阴区淮高财政所加强

切换到蝶泳， 虽然动作
并不规范， 却透着自如
洒脱的美。 游到我面前
时， 母亲开心地说：“想
不 到 30 年 了 还 没 忘 ， 只
是感觉不如以前轻松
了！ ” 我向她伸出大拇
指， 说：“老妈， 你太棒
了！ ”她笑得灿烂，仰面
躺在水上， 双腿轻轻一
蹬，又继续前进了。
母亲在泳池里打着
手势， 招呼我和她一起
游， 可我更愿意在一旁
静静地欣赏她的泳姿。
工作了大半辈子的母
亲， 每天8小时劳累，回
来还要忙家务， 为家里
的大事小事操碎了心。
母亲游泳时， 我似乎看
到她那颗未泯的童心，
看到她曾经无忧无虑嬉
戏的时光， 感受到她对
生活的热爱。
我暗自思忖， 即将
退休的母亲， 应该有个
幸福的晚年， 以后我会
对母亲更好更上心。 我
在心中默默地祝福母
亲， 也祝福全天下的母
亲都能在儿女的陪伴
下， 幸福健康地度过每
一天。
■

王珉

职工思想教育，提高服务水平。 该
所要求全体干部职工时刻牢记讲
团结、 讲奉献、 爱岗敬业的服务
理念， 强化为民服务意识，树立财
（
）
政干部良好形象。

万伯武
刘老庄财政所强化纪律规矩教育

近来，淮阴区刘老庄财政所开
展纪律规矩教育， 要求干部职工
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 政 治 规 矩 ，
改进工作作风， 全面推动从严治
党向纵深发展， 在各自的工作岗
位上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 撸起
（
）
袖子加油干。

刘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