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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美林 郑惠生 张礼进

在职时，他精于业务，在平凡的
岗位上默默奉献。退休后，他没有沉
浸于“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叹
怨之中，而是执着艺术，让自己的晚
年生活熠熠生辉。他就是东台市总
工会退休干部周全干。

高高的个儿，四方脸，虽然满头
银发，却精神矍铄。见过周全干的
人，都对他那双眼睛印象深刻，那是
一双慈祥的眼睛，总是闪着温和而灵
动的目光，眼神里含着历经沧桑的练
达和睿智，又闪映着不涉世故的孩童
般的坦率和真诚。他平时言语不多，
但说起话来常带几分风趣和幽默，与
之交谈令人如沐春风。

在单位，周全干只是一个普通的
打字员，但是论才艺，书法绘画、塑像
木刻、根雕盆景、风筝纸扎、养花育

草，甚至编织绣花等，样样都能来一
手,倒是与他的名字十分契合。退休
之后，他有了更多时间在艺术的世界
里恣意畅游，纵情享受艺术带来的快
乐和幸福，也让自己的晚年焕发了第
二春。

走进他的工作室，犹如进入一间
展览室。天井里，是他精心培育、养
护的一盆盆花卉：美人蕉、兰花、杜鹃
……有的芳香浓郁，有的婀娜多姿；
有的花团锦簇，有的香果压枝。室内
墙壁上，是他绘制、装裱的山水画。
虽然没有大家的深邃，但也不失清新
可人。墙脚的茶几上，是他的根雕艺
术品。亭亭独立，美不胜收。工作室
半空吊挂的是他亲手制作的走马灯，
不停运转，具有很强的动感……在他
的工作室中，各类艺术品种类之繁
多、工艺之精巧，让人不由连连称道。

周老酷爱风筝。他的储藏室里

挂着大大小小几十种风筝，燕子、大
雁、蜈蚣、花龙、板门等应有尽有。他
放风筝喜爱应时应节，春天，放沙燕、
蝴蝶；秋天，放大雁、螃蟹；春节放彩
灯，端午放钟馗，中秋放嫦娥，还有些
风筝如金鱼、老鹰等一年四季轮流放
飞。一次出差，他在一家书店里看到
我国古代四大美女的画图，如获至
宝，立即购回，潜心研究。他认真绘
制图稿，加颜着色，精心装裱，制成

“美女”四条屏。后又用竹篾扎成人
物形体骨架，再蒙上用彩色绘成美女
容颜的宣纸与丝绸，制成四只精美的

“美女”风筝。微风中，阳光下，周老
放飞的“绝代佳人”风筝在高空中翩
翩起舞，如国色天香，似出水芙蓉，楚
楚动人，吸引了不少行人驻足观看。

周老热爱生活，注意留心视野中
的点点滴滴。他常说，艺术源于生
活。他经常徜徉于花草、古玩市场，

闲逛在商城、店铺，发现不起眼但有
利用价值的物品就及时购回，或进行
改造，或加工美化。一次，他花几元
钱买回一棵松树根，稍加整理后，将
一只翠绿色带颗粒的塑料球剖开披
挂在树干上。经他巧手一番改装后，
一棵悬崖松便呈现在眼前。站在远
处观看，犹如陡峭绝壁上挂满了青松
古藤，那铜壳般的糙皮，那龙爪样的
虬枝，让观赏者赞叹不已。

周老的工作台上，放着一件三十
多公分高的工艺品“老顽童”，衣着大
方得体，戴着一副老花镜。只要稍一
碰触，“老顽童”就神采飞扬，手上的
二胡便自动拉出《我们的生活比蜜
甜》的动听旋律。周老说，这个“老顽
童”就是自己最真实的写照，他也希
望自己一直能做个快乐的“老顽童”，
在艺术的道路上玩而不息。

艺术之路上的“老顽童”

温馨提醒——今 日 天 气 本市：多云，东南风3-4级，18℃/27℃ 大丰:19℃/28℃ 兴化:19℃/28℃ 海安:19℃/28℃

东台镇积极推动河长制工作深入开展，认真落实河长制常态化管理机制，进一步提升河道管护水平。图为
该镇组织人员对通榆河水草进行打捞。 记者 戴海波 摄

记 者 朱 江
通讯员 吴超兰 徐海琴

“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
命忠于党，爱憎分明不忘本
……”9月16日上午，溱东镇以

“爱岗敬业、无私奉献”为主题
的道德讲堂活动在铿锵有力
的歌声中拉开帷幕，机关、事
业单位全体工作人员，各村书
记 共 计 90 余 人 共 同 参 加 活
动。

本次活动围绕唱一首歌
曲、看一部短片、诵一段经典、
讲一个故事、做一番点评、谈
一点感悟“六个一”环节有序
进行。活动现场，鼓舞人心的
歌曲、智慧瑰丽的国学经典和
催人奋进的先进事迹感染着
全体听众。大家结合自身思
想实际、工作实际、业务特点
畅谈了自己的道德感悟。机
关工作人员姜美玲说，“榜样
不是遥不可及，先进就在身
边，从他们的事迹中不仅收获
了感动，更获得了力量，我将
把感动转化为行动，用行动向
模范致敬，用行动向先进看齐，
立足本职岗位，履职尽责讲奉
献。”青年干部朱春阳说，“不管
是短片中的姬俊岗、常语峰，还
是我们身边的孙圣才、张俊才
的事迹都让人动容，今后要多
多学习身边的好榜样，身体力
行，自觉成为道德的传播者和
践行者。”

在演出中收获力量，在参
与中接受洗礼，本次道德讲堂
取得了圆满成功。活动结束
后，大家纷纷表示，要不断弘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见贤思
齐、爱岗敬业、无私奉献、勇于
担当，做敬业的工作人员，做有
为的公职人员。

溱 东 镇 开 展
“爱岗敬业、无
私奉献”主题
道德讲堂活动

朱兆龙

基层机关生活，这五
年感受较深的是过年。
2014 年马年春节前的腊
月廿二，有单位人员到商
场去买购物卡，准备发放
本单位的春节福利。销售
员说，全城各家都不曾买，
你来打头炮，胆子不小
啊。采买人吓了一跳，忙
说回去汇报，再也没来买。

中央八项规定颁布下
来，机关过年不擅发乱发
福利了，可大伙儿还在等
着。到了廿七八夜，还不
见动静，相邻单位就互相
打听，你们发了吗？结果
是比比皆无。部委办局、
股所站队都一样，冷清寡
淡代替了往年的热闹繁
忙。得了，还是自个儿去
买年货吧。春节不发福
利，在行政事业单位还是
第一次。

前些年过春节，年前
发福利和钱物，曾是机关
的常态。钱多的单位照顾
干部职工们年前忙工作,
鱼肉蛋菜水果糕点葱姜蒜
辣大包小包办得很周到。
钱少的单位发得简单些，
虽叹弗如也有一份过年礼
包。大家大包小包拎回
去,心安理得,视为应当。
其实，那些过年的福利，额
度大大超过了正当的尺
度,不论直接发，还是变通
地搞，或者上下左右相互
支持和赠送，都是各单位
行政管理权力衍生的物质
利益。你大包小包往家
拎,群众看了就感叹:还是
人家当干部好哇。干部队
伍溢权享受的既得利益，
某种程度上损害了干部形
象，撕裂着干群关系。

现在的春节一下子就
车停马歇了。虽说突然，
有点不适应，但是大家都

过了一个革命化的廉年。
印象最深的是，我的一个
朋友在机关工作，我曾经
开玩笑地对他讲：“过年
了，你也拎些礼物到领导
家拜个年。”他瞪了我一眼
说：“现在机关不流行这
个，人家都不送。再说了，
我要凭着苦干实干‘上
位’，人生才带劲。”

年关,不再是乱花公
帑、打擦边球的闯关，而是
单位认真执行制度、大家
自觉遵守制度的廉关！马
年、羊年、兔年、鸡年过大
年,连年是廉年。人们尝
到了廉味，感受到廉威，增
长了廉性。风清气正过大
年,成了机关生活的新常
态，不仅是福利与经济的
新常态,更是作风和政治
生活的新常态。

如果说，打虎猎狐离
基层较远，拍蝇除蠹处理
的是别人，那么,执行八项
规定、狠抓作风建设,就是
以制度建设为抓手,压制
和清除隐藏的腐败病毒
了。看起来动的是各人碗
尖上的“奶酪”，实质是消
除高人一等的特权思想，
清除羡慕腐败的亚文化，
打压和抑制把人情、私利
置于法纪之上的深层次病
毒。机关工作人员作风上
规矩了，因为干净、干事而
获得成长和提升的干部，
就少了若干“带病提拔”的
风险，多了一些吃萝卜干
饭的勤廉味。可以说，这
五年，是恢复和发扬党的
优良作风最真最快最深刻
的五年。

机关风清，百姓眼清；
机关气正，群众气顺。老
百姓说：“习大大讲了，作
风建设永远在路上，照这
个样子抓下去，共产党的
天下坐得长,我们的好日
子也更长。”

年关变“廉关”
机关生活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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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台民政·福彩 热烈祝贺双色球2017110期喜中一等奖3注，单注奖金 1000万元，二等奖 68 注，奖金37.71万元！奖池累积 4.8亿
元！热烈祝贺我市320905站点一彩民喜中2017032期双色球一等奖一注，奖金500万元！热烈祝贺我市
32095903站点一彩民喜中2017073期双色球二等奖一注，奖金13.65万元。热烈祝贺我市中福在线大厅2017年7
月25日喜中25万全国累积大奖！热烈祝贺我市46人“众筹”买彩，喜中2017107期双色球一等奖，奖金521万元！

投 注 技 巧 促 销 信 息

双色球玩法基本投注由33个红色球
号码选6个和16个蓝色球号码选1个组
成。双色球一等奖的中奖条件是，一注7
个号码 2 元金额的单式票，要同时选中
摇奖机第一次摇出的6个红色号码和第
二次摇出的 1 个蓝色号码（快乐星期天
是第一个摇出的蓝色号码）。

一注双色球彩票，不论蓝色球是否
选中，只要选中6个红色球号码，即中得
双色球二等奖（中奖难度不到31选 7特
等奖的一半），奖金较为可观，单注独得
奖金超过200万元。蓝色球号码16个选
1个，中奖难度为十六分之一。以上说明
选中 6 个红色球号码显得尤为重要，以
下介绍一种固定距离排除红球空格选号
方法：

步骤一：认识出球分布。红球33选
6平均出球系数5.5，即平均5.5个就有一

个预期号码在内，受开奖概率理论与实
际开奖随机结果的影响，6个红球号码几
乎不会发生每期出现均衡分布在 5.5 对
称走势图上的情形，观察已有的44期开
奖结果走势图，可以看出多数呈现号码
集中偏向型，有时前区出球个数多，有时
中、后区出球个数多。所以，在01-33个
号码33格范围内，走势图无号码空格间
隔分布合计为27格。

步骤二：固定选择空格距离。民间
习惯把 01-11 视为前区、12-22 视为中
区、23-33 视为后区。各区出球个数没
有定式可循，只有靠固定排除长距离空
格方法，结合相对成熟的选号技巧，守候
6个红色球号码的同时出现。1、采用先
前、中、后三区分别固定排除连续3格空
格，再行继续排除某个区1-2格的空格，
比较适合尝试性小金额投注。2、采用某

个区固定排除8格或8格以上空格，加上
排除其它2个区上期开奖号码或者自己
固定要排除的几个空格，比较适合复式
软件工具组合投注。3、长距离排除 10
个以上空格，等待奇迹出现。如：035
期，同时排除中、后区22格空格，用前区
11个红色球号码进行工具组合时选中6
个红球号码的机会很大。

步骤三：预计出球号码特点。若要
准确排除空格，必须预计未来一期出球
号码的走势特征：如果预计盘面以同音
球为主，则，将要排除的空格连续距离不
能超过 4 格；如果预计盘面以连号姐妹
球为主，则，将要排除的某个区的空格连
续距离可以选择 6 格以上；如果预计盘
面以斜连号为主，则将要排除的空格可
以选择它的左右几格；如果预计盘面重
复号码为主，则将要排除的空格，选择距
离上期6个号码的旁边几格。
（大雅 剑锋）

排除红球选号法 2017年9月20日起，福彩“快3”开展2000
万元促销活动。活动期间：单注中“三同号单
选”的送36元物品；单注中“三同号通选”的送
6元物品；单注中“二同号复选”的送4元物品；
单注中“二不同号”的送 2 元物品。活动于
2000万元送完次日结束。“快3”游戏是一种迷
你型小盘数字游戏，由于总共只有 6个号码，
不需要排序，设奖又是按照三个数字的特定条
件或范围进行的，包括：和值、三同号、二同号、
三不同号、二不同号、三连号。“三同号单选”仅
有 6 个号码，俗称豹子号，分别是“111、222、
333、444、555、666”，在促销期间，“三同号单
选”每注中奖奖金由240元提高到276元。“三
同号通选”就是 6个豹子号全选，中奖后每注
奖金由40元提高到46元，“二同号复选”就是
在“11*、22*、33*、44*、55*、66*”中任选一个，
中奖后每注奖金由15元提高到19元，“二不同
号”有15个号码，每注中奖奖金由8元提高到
10元。“快 3”游戏是一种快开游戏，9分钟销

售，1分钟开奖，全天共进行82期开
奖，每期随机生成三个号码，作为开
奖号码。（乐乐）

“快3”2000万元促销9月20日登场

加 奖 信 息

福彩刮刮乐江苏再添新玩法
“福运红包”啦！伴随着新票上市
的同时，江苏福彩开展“刮‘福运红
包’中1000送1000 中500送500”
促销活动，自上市之日起至2017年
8月 31日止，只要在江苏省内购买

“福运红包”即开型彩票，凡单张彩
票中得二等奖1000元奖金的，将获
赠1000元现金；中得三等奖500元
奖金的，将获
赠 500 元 现
金。

刮“福运红包”中1000
送1000中500送500

为更好地服务安丰镇经济社会
发展，经研究决定，拟向社会公开招
聘工作人员 15名(其中劳务派遣4
名)。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岗位及人数
政府招聘 5 名：农业中心 2 名

（劳务派遣）、报道组 1 名（劳务派
遣）、东台市安丰古镇文化旅游发展
有限公司导游1名（劳务派遣）、安
丰镇幼儿园保育员1名。

派出所招聘10名：社区辅警2
名、巡防员 4名、研判员 1名、消防
队员3名。

二、招聘单位
安丰镇人民政府、东台市人力

资源服务有限公司、安丰派出所。
三、招聘条件
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遵

纪守法，品行端正，有较强的事业心
和责任感；无刑事、治安处罚，行
政、纪律处分等不良记录；除具备以

上条件外，还须具备所报岗位
的其他条件：

（一）1、报考农业中心岗位
的，专业不限，熟练计算机操
作；2、报考报道组岗位的，具备
较强的文字功底，所学专业为
中文类者优先；3、报考东台市
安丰古镇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
司岗位的，品相端正、男身高
1.7米以上、女身高1.6米以上,
有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以上
四个岗位均需第一学历为大专
及以上学历，东台本地户籍，年
龄在 35周岁以下(1982 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4、安丰镇幼儿
园保育员岗位，须具有高中及
以上学历，年龄在40周岁以下
(1977年1月1日以后出生)，安
丰镇本地户籍，女性。

（二）1、报考社区辅警、研
判员、消防队员岗位的，高中及

以上学历，专业不限，党员、退伍
军人优先，年龄在 40 周岁以下
(1977年1月1日以后出生)，东台
本地户籍。研判员岗位需熟悉计
算机操作，其中巡防队员、消防队
员岗位需为男性。

四、报名事项及招聘流程
采取现场报名方式，每人限

报一个岗位，报名费为200元，体
检费用自理。

（一）报名时间：2017年 9月
22日—9月28日（上午8:30-12:
00，下午 15:00-18:00），节假日
除外，报名时间为5个工作日。

（二）报名地点：安丰镇人民
政府二楼办公室。联系电话：
86033021。联系人：陈杰、杨阳。

（三）报名方法：报名人员携
带本人近期1寸正面免冠彩照2
张，身份证、毕业证、相关专业技
能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如有相关

工作经历请提供书面证明，并填
写《招聘工作人员报名表》。

（四）招聘流程：体检、报名、
资格审查、体能测试（社区辅警、
巡防员、研判员、消防队员）、面
试、考察、公示和录用（低于 1:2
该岗位不予开考）。

（五）报名要求：a、所有报名
人员不得提供虚假材料。一经发
现，随时终止其报名或聘用资格；
b、已有工作单位人员必须持有
单位同意报考证明。

五、录用方式
通过资格审查和体能测试的

人员直接参加面试，面试总分为
100分，面试合格分数为60分。

六、考察
根据面试合格成绩从高分到

低分按招考计划人数1：1的比例
确定体检、考察人选。遇有体检、
考察不合格或有放弃的，按面试

合格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依次递
补。

七、签订劳动合同
经考察合格后进行公示。公

示无异议的，劳务派遣人员与劳
务派遣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安丰
派出所招聘人员与安丰派出所签
订合同，安丰镇幼儿园招聘人员
与安丰镇幼儿园签订合同，一年
一签，食宿自理。试用期为二个
月，试用期工资为 1720 元/月。
试用期满后工资、保险待遇参照
我镇各单位集体同类工作人员标
准执行。试用期考核不合格人
员，由签订合同单位按规定解除
劳动合同（合同最终解释权为合
同单位）。

安丰镇人民政府
东台市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安丰派出所
2017年9月22日

安丰镇招聘合同制工作人员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