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渊上接一版冤面对这样一个群体袁负责思想政治工作的同
志首先必须有一颗爱心袁处处爱护他们袁同时要不断地
了解他们袁耐心地引导他们袁帮助他们逐步成熟起来遥

工作中我凭自己的良心袁尽一份自己的责任遥 思想
政治工作决不是说空话袁说大话袁而是在任何领域都不
可或缺的尧能够解决问题的一门科学袁至于如何工作才
能起到野衣人在寒袁食人在饥冶的效果袁则是一个研究不
尽的课题袁是一本读不完的无字之书遥 我搞这个工作长
达二十年之久袁也只获得一点粗浅的认识袁再回首袁总感
到留下了诸多不足和遗憾遥

想当年袁离开家乡筚路蓝缕袁转眼几十年过去了袁今
天袁家乡已不似当年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袁记忆中袁
儿时家乡的情景已无处可寻袁唯一能找到的就是那棵粗

壮挺拔的大白果树袁 我的启蒙小学曾经就在它的旁边遥
小学不在了袁而它却还是那样生机勃发遥

我虽然做了一点力所能及的小事袁但远不及家乡父
老乡亲对我的期望袁更为缺憾的是在我有效工作年限之
内袁因所从事工作的性质和能力所限袁没能为家乡作出
贡献遥 能够聊以自慰的是时刻不忘在读有字之书的同
时袁认真读好无字之书袁始终恪守我做人的原则遥

有人曾戏称我为野农民冶袁这当中或许包含了我的一
些弱点袁譬如比较保守袁不够野现代冶等等袁但我喜欢这个
称号袁因为正是农村这块土地养育了我袁正是野农民冶的
朴实尧憨直教会了我做人的道理袁而射阳要要要我的衣胞
之地将永远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之中遥

人生须读两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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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袁 民政部已联合多部门分别印发
相关意见尧通知袁对特困人员供养服务设施
改造提升和加强管理作出部署袁 明确要求
到 2022年底前袁确保每个县渊市尧区冤至少
建有 1所以失能尧 部分失能特困人员专业
照护为主的县级供养服务设施渊敬老院冤遥

民政部数据显示袁 截至 2018年底袁全
国共有农村特困人员供养机构 渊敬老院冤
1.8万家袁床位 187.8万张遥 在承担特困人
员兜底保障重要功能的同时袁 一些机构也
存在着设施设备短缺尧内部管理滞后尧服务
质量不高等问题遥

为此袁 民政部日前会同国家发展改革
委尧 财政部印发了关于实施特困人员供养
服务设施渊敬老院冤改造提升工程的意见袁
会同财政部尧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印发了
关于进一步加强特困人员供养服务设施
渊敬老院冤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袁分别作出
具体工作部署遥

意见要求自 2019年起袁启动为期 3年
的特困人员供养服务设施渊敬老院冤改造提
升工程遥 到 2020年底前袁现有县级供养服
务设施的照护能力得到大幅提升袁 设施设
备重大安全隐患全部整改到位遥 2022年底
前袁 每个县至少有 1所以照护功能为主的
供养服务设施袁 医养结合服务能力得到提
升袁安全隐患全部清除袁基本形成县尧乡供
养服务设施相衔接袁布局科学尧配置均衡尧
服务完善的农村养老服务兜底保障网络遥

通知则以优化管理服务为着力点袁针
对供养服务机构法人登记率不高尧 运营管
理滞后尧照护人员短缺尧服务质量不高等问
题袁从 6个方面提出明确要求袁包括协调落
实供养机构法人登记袁 加强供养机构负责
人尧照护人员的能力建设袁加强供养对象基
本生活资金尧 照料护理资金和机构运转经
费保障等遥

民政部养老服务司相关负责人表示袁
两份文件以问题为导向袁突出补短板尧强弱
项袁分别从设施设备的野硬件冶提升和管理
服务的野软件冶改善做出部署袁力争利用 3
年时间使我国特困人员供养服务设施改造
提升和加强管理工作取得实效遥

渊源自新华社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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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气温的不断下降袁 市民的冬季消费也迎来了小
高峰遥 10月 31日袁记者走访县城部分市场了解到袁天气转
冷袁各类取暖小家电开始备受市民追捧袁火锅店尧奶茶店
生意火爆袁各种御寒用品畅销噎噎一时间袁吃尧穿尧用等多
个行业野暖经济冶迅速升温袁保暖成为当前的野关键词冶遥

用袁取暖小家电成野香饽饽冶
伴随着气温下降袁 在家御寒时用的电器自然也少不

了遥 记者在走访中注意到袁多家电器商场已然把各种品牌
和价位的电暖设备摆在促销区的显眼位置袁大到空调尧电
暖器袁小到电热毯尧暖宝宝等袁各类产品一应俱全遥 据苏宁
电器店一位工作人员介绍袁随着气温下降袁不少人开始提
前选购取暖设备袁再加上射阳冬季气温不是很低袁千元以
下的取暖器成为当前小家电市场的野香饽饽冶遥

野还是取暖器热乎些遥 冶市民石慧女士说袁过去几年自
己家过冬都是用空调取暖袁 但最近越发觉得时间长了取
暖效果不理想袁长时间吹空调对身体健康也有影响袁因此
准备选购一台取暖器遥 记者了解到袁许多市民选购取暖设
备时袁最关注取暖效果尧安全和功能三个因素遥

对此袁业内人士提醒广大消费者袁目前市场上的许多
取暖用品良莠不齐袁市民在购买时一定要通过正规渠道袁
选择正规商家遥 同时袁购买后要保留好相关票据袁当商品
出现问题时袁可以依法维护自己的权益遥

吃袁回家外出都要暖起来
天气逐渐变冷袁城区各种口味的火锅尧麻辣烫等食品

成为市民们追捧的对象遥 31日傍晚袁在位于虹亚新城小区
附近的一家火锅店内袁不少顾客正在排队遥 订餐工作人员
介绍袁近期袁气温降低袁火锅生意逐渐火爆起来遥 野天气冷
了袁大家都喜欢吃点热乎的袁中午还好袁晚上 6 时再来就
得排队了遥 冶在附近的一家麻辣烫小店袁最近也是人头攒
动遥

有些人选择去店里袁有些人却喜欢自己动手遥 由火锅
衍生出来的火锅料尧烫菜尧牛羊肉卷市场也热了起来遥 不
少超市尧商场的火锅类食材逐渐成为销售野大户冶遥 野自己
在家做袁不仅经济实惠尧卫生方便袁关键还不用排队遥 冶在
城北菜场销售蔬菜的袁老板告诉记者袁 前来选购火锅的
食材的顾客逐渐增多起来遥

穿袁冬装销售进入热销期
薄薄的外套不足以抵御寒冷袁冬装开始进入热销期遥

在步行街多家商场内袁记者看到袁各类新款羽绒服尧棉服尧
羊绒大衣尧保暖内衣等服饰被挂在显眼位置袁不少品牌更
是挂起了折扣尧会员价的招牌吸引消费者遥

野这两天我们商场在羽绒服尧呢大衣等冬装上进行促
销袁冬装尤其是女冬装的销量明显上涨遥 冶盐阜人民商场
射阳店一女装专柜销售人员表示袁最近气温下降袁不少市
民纷纷来店里选购新上的冬装遥 野

棉被尧 毛毯在销售柜台已经成为部分家纺店的主打
产品袁被摆放在了醒目位置遥 在人民路某一品牌家纺店内
人气火爆袁 市民三三两两聚集起来细心挑选袁 询问声不
断袁售货员也耐心地一一介绍遥 野当天上午袁从我手里就卖
出了 5条毛毯袁6床棉被遥 冶销售员说道遥

此外袁围巾尧帽子尧手套尧护膝等保暖用品也纷纷抢滩
市场遥

寒风吹热“暖经济”
冬装火锅暖宝宝卖得欢

本报记者 王中印

揖社区在线铱

野大家下午好袁我叫李敏敏袁这是我画的一幅画袁里
面有一个农夫和一条蛇袁这就是我要讲的叶农夫与蛇曳
故事噎噎冶近日袁在条心社区里袁一个野书香家庭窑快乐
阅读冶的读书分享会正火热举行袁台下十几位听众听得
津津有味遥

野阅读能够影响一个人乃至一个家庭遥为了营造一
个书香家庭袁让家成为读书的地方袁我们社区现在定期
组织开展一个读书分享会袁 邀请全家就最近所读的一
本书发表一下自己的心得体会或者讲述一下书中发生
的故事袁把看到的好书推荐给其他人遥 冶正在现场服务
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遥

活动中袁 参加分享的 8个家庭各自分享了自己所
读的书籍袁特别是几个孩子的阅读分享袁把现场氛围推
向高潮袁赢得一阵阵掌声遥野亲子阅读对我来说袁既是温
馨甜蜜的亲子时光袁 也是培养孩子阅读兴趣的重要方
式袁所以袁我经常带着孩子一起阅读遥 冶家长邱志海说袁
平时比较注重培养孩子的阅读兴趣袁 为孩子买了不少
课外书籍袁通过这个阅读活动袁既加深了亲子之间的情
感袁 又能提高语言表达能力袁 让孩子在阅读中探索未
来尧明辨是非袁享受到阅读带来的乐趣遥

野对于不能前来参加活动的袁我们还建立了一个读
书分享微信群和 QQ群遥 通过 QQ群直播功能袁让其
他人也能参与进来遥 冶社区工作人员说袁将以此次活动
为契机袁不断推动全民阅读袁营造家庭书香氛围遥

渊王中印冤

社区里的亲子阅读会

今年以来袁 我县以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为契机袁 牢固树立创建惠民为民
的工作理念袁 坚持全民动员尧 广泛参
与袁推动创建工作常态长效袁以野文明
指数冶提升百姓野幸福指数冶遥

王中印 石惠 王克成 摄

盂

野真的太感谢你了袁没有你帮忙照顾两个宝宝袁我真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遥 冶近日袁来自建湖的李女士再次打
电话向城东派出所民警车丛荣表示感谢遥

原来袁10月 27日袁 在成人自考上午第三场英语考
试时袁来自建湖的李女士带着一对 4岁的双胞胎孩子前
来考试袁但是在进入考场前的安全检查时袁被考试工作
人拦下遥 野我家人不在这边袁老公在外地打工回不来袁家
里又有突发事情袁爷爷奶奶无暇照顾袁所以我只能带着
这两个孩子来考试袁还望你们通融一下袁让孩子陪我进
去吧袁否则把他们留在外面很不安全遥 冶李女士向工作
人员解释道袁并一再强调孩子很听话袁不会扰乱考场纪
律遥 根据考场纪律要求袁禁止非考生进入考场袁工作人
员建议李女士能不能把孩子托付给认识的人呢袁 让他
们帮助照顾一下遥 但是由于李女士是三峡移民袁在这边
无亲无故袁一时间找不到可靠的亲朋好友遥

李女士一方面不能扔下孩子不管袁 一方面又不想
因此错过考试袁内心十分着急遥 这时袁在执勤的民警车
丛荣看到此景袁 立马主动提出帮助李女士照顾两个孩
子遥 李女士叮嘱孩子要听叔叔的话后袁这才安心地进入
考场遥

在两个小时的考试过程中袁 车丛荣耐心地照管着
两个孩子袁时不时拿出一些小零食给孩子们吃袁和他们
聊天谈话遥 很快袁孩子们就和车丛荣熟悉了袁不哭不闹袁
静静地等待着妈妈考试结束遥

考试结束后袁 李女士第一时间赶到门卫保安室袁看
到两个孩子乖巧地等着袁十分感谢车丛荣遥 李女士赶紧
从包里拿出一部分现金以示感谢遥 车丛荣一边拒绝袁一
边笑笑说道院野不用了袁都是举手之劳遥你们赶紧回家吧袁
路上注意安全遥 冶 渊王中印冤

母亲考试，民警及时照管孩子

野入列盐城市十佳耶孝亲敬老之星爷袁他当
之无愧袁我们以他为荣遥 冶一段时间以来袁合德
镇双龙社区二组居民李永扣的事迹被邻居们
传为佳话遥
早年的生活经历李永扣仍历历在目院五

岁的时候袁家里特别的穷袁吃了上顿没下顿曰8
岁那年袁父亲因病去世袁生活雪上加霜遥 李永
扣清晰地记得是母亲曹效兰一个人把他和姐
姐拉扯大袁母亲的善良尧正直尧诚信深深地影
响着孩子们遥野现在生活好了袁母亲也老了遥照
顾她是我们的义务袁我一定要对得起母亲袁对
得起自己的良心浴 冶李永扣一边介绍一边擦去

眼角的泪水遥
为了让母亲生活得更舒适袁 李永扣夫妇

特地让曹效兰老人住在一间向阳的房间里袁
这里通风尧采光非常好遥 被褥干净整洁袁衣物
摆放整齐袁房间干干净净遥虽然 103岁的老人
瘫痪在床上袁但从她干净的头发尧洁净的面庞
整洁的衣服可以看出孩子们照顾得很细心尧
很周到遥 8年前袁曹效兰老人晾晒床单时跌断
了腿袁生活从此无法自理袁儿子李永扣尧儿媳
朱建兰夫妇俩便承担起照顾老人的责任遥 李
永扣负责老人一日三餐并给老人喂食袁 朱建
兰负责给老人梳头尧擦洗身子尧更换衣物遥

野李永扣对他老母亲可好了袁事事亲力亲
为袁照顾得无微不至袁太用心了袁老人有这样
的儿子可真幸福了遥 冶自从老人跌断腿以来袁
给母亲准备饭菜尧 喂饭便成了李永扣生活中
的头等大事遥 野母亲爱吃煮大饼袁我就先把大
饼剁碎袁切得比米粒还小袁然后加水浸泡一两

个小时遥接着把葱姜切得很碎袁放入油锅炸一
下袁 然后倒入浸泡的大饼内袁 再打上一个鸡
蛋袁用筷子搅拌均匀袁再放入锅里煮袁我还要
尝两次袁防止盐味不足或太咸噎噎冶李永扣用
心做好每一顿饭袁又一勺一勺喂给母亲遥在给
母亲喂饭时袁他都亲尝饭温袁他说因为舌头比
嘴唇耐烫袁 所以每次他都把饭放在嘴唇边试
试温度袁如果热了袁便一口一口吹到冷热可口
再给母亲吃遥就这样一做就是 8年遥老人虽然
瘫痪在床袁不能起身袁但 8年来老人身上从未
生过褥疮遥

李永扣时刻关心着母亲的身体健康袁经
常给母亲量一量血压遥如发现母亲消化不良袁
就给母亲吃点健胃消食片曰 如发现母亲腿部
或胯部疼痛袁就给母亲找来三七片曰如发现稍
重一点的病症袁就赶紧把母亲送到医院袁有一
次夜里老人肺出血袁 李永扣夫妇俩二话没说
背了三里多路将母亲背到医院袁 使老人及时

得到了治疗遥
李永扣是村里有名的大孝子袁 说起自己

的丈夫袁 妻子朱建兰也是一脸的无奈院野30多
年前袁为了给母亲过 70大寿袁两口子近半年
没有吃过肉袁我提出来买点肉吃袁他说我在街
上拉平板车赚点钱袁 到时我们把家里养的那
头猪再一杀袁 到母亲生日不就能吃上猪肉了
吗钥 现在提起这事袁家里人都要当成笑话遥 冶

野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冶袁李永扣在孝敬父
母的同时袁还弘扬孝亲敬老精神遥李永扣对自
己的母亲这般有孝心袁 对村里其他老人也是
百般野宠爱冶遥 谁家的老人有困难尧有矛盾袁李
永扣二话不说就帮助他们做事袁 纾解他们心
头难题遥每逢过节袁李永扣也是积极看望村里
其他老人袁和他们聊聊天尧谈谈心袁让他们度
过一个快乐的节日遥
大爱无私袁大孝无疆遥李永扣的家庭并不

富裕袁他却让母亲成了最幸福的老人遥

孝爱无价真情浓
要要要记盐城市十佳野孝亲敬老之星冶李永扣

本报记者 王中印

渊上接一版冤精心组织第十三届丹顶鹤文化艺术节暨经贸
洽谈会尧长三角上市公司专题招商尧健康产业专题招商和
航空装备产业论坛等招商活动袁跟踪对接北京尧上海尧深
圳尧重庆尧浙江等地招商成果遥 加快重点工程建设速度袁加
大城市尧交通尧民生等重点工程建设力度遥 强化经济组织
运行袁超前谋划 2020年工作思路袁认真编排明年重点工
作尧重大项目尧重点工程等遥 深入推进野企业质效提升年冶
活动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袁扎实做好为企服务袁全力推进
园区整合提升尧野三项清理冶 工作遥 扎实做好乡村振兴工
作袁继续抓好脱贫攻坚工作袁深入推进野四个托底冶尧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袁加快改善农民群众住房条件袁确保年内建
成首批野一镇十村冶示范点遥 扎实开展文明创建袁认真做好
新时代文明实践试点验收迎评尧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年度
测评和国家卫生县城复评等工作遥 深入推进 野作风建设
年冶活动袁持续开展作风建设督查袁常态化进行明查暗访袁
确保野两个责任冶落到实处遥

会议还传达学习全国深化拓展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试点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及我省续会袁 省加快改善苏
北地区农民群众住房条件现场推进会袁 全市农民群众住
房条件改善工作现场推进会尧全市林业大会等会议精神遥

会上袁 通报了北京风电产业和珠三角地区电子信息
产业招商推介成果及 10月份全县招商引资工作情况遥

压实责任 分秒必争
以决战决胜的状态

野大干四季度尧奋力夺全年冶

十来岁的孩子们，正值学习的好时机，也是智商
情商发育的关键时刻。然而笔者发现我县不少的青
少年成了“低头族”，手机游戏、抖音快手等手机娱乐
却逐渐代替了学习和生活，成为课余时间消磨时光最
多的娱乐。孩子的欲望是刚需，也不可阻抑。问题是，
越来越多孩子的手机使用情况已经背离了家长的初
衷，弊多利少。

手机并不是洪水猛兽。现在，大人孩子都是“手机
控”，如何引导孩子正确使用手机，帮助孩子合理利用
手机，才是家长迫切需要做的功课。引导和干预，需要
爱心、耐心和智慧，让“低头族”抬起头来，快快乐乐地
享受生活时光。

要融入孩子的生活。平时跟孩子多沟通，多关心
孩子，多了解孩子的想法，给孩子足够的关注，降低孩
子对于手机的关注度，也可以多带孩子一起运动，一
起看书，一起郊游，转移孩子注意力。要合理约定。让
孩子参与制订条约：比如手机不能带到学校，比如玩
手机的时间和时长，比如不能玩暴力游戏，比如不能
安装不良 APP等。家长也不要在孩子玩的兴头上的时
候，强行制止，可以提前告知孩子，让孩子有心理准
备，主动上交或关机。

要以身作则。平时在家不要手机不离手，在孩子
面前，要起到一个好的引领作用，陪伴孩子的时候尽
可能的不看手机。对于孩子多鼓励，多肯定，孩子的每
一次遵守约定都要给与充分的肯定，给孩子赋予“守
信用”的品格标签。

问题的重点或许根本不在孩子该不该使用手机，
或如何使用手机新媒体，而是手机面前，家长在哪里，
孩子的心思又在哪里？

让小小的“低头族”
抬起头来

王评

揖大众茶座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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