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渊上接一版冤党员干部要明大德尧守公德尧严私德袁在内心
深处筑牢铜墙铁壁遥始终牢记个人爱好有限度袁涵养高尚
情操袁远离低级趣味袁不能让不良野嗜好冶变成锒铛入狱的
野镣铐冶遥 时刻不忘政商交往有边界袁既在主动服务尧靠前
服务中体现野亲冶袁又在依规办事尧依法办事中守住野清冶袁
始终做到有交集无交换尧有交往无交易遥坚决做到关爱家
人有原则袁严明家教尧立好家规尧纯正家风袁对妻子儿女关
爱不纵容袁对亲戚朋友帮助不逾矩袁坚决防止手中公权变
成野家族私权冶遥

娄勤俭指出袁全面从严治党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袁
必须不断加压尧纵深推进遥 要持续压实主体责任袁真正把
党建责任传导到野神经末梢冶尧任务落实到野基层细胞冶遥要
持续织密制度之网袁紧盯重大工程尧重点领域尧关键岗位袁
聚焦制度建设薄弱环节袁把制度漏洞堵塞好袁把廉政风险
防控好遥 要持续加强纪律监督袁做到权力行使到哪里尧纪

律监督就跟进到哪里遥要持续深化正风反腐袁以零容忍态
度严肃查办党员干部腐败案件袁 严厉惩治群众身边不正
之风袁巩固发展我省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遥

吴政隆在主持大会时要求袁 全省党员干部要坚持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袁 把不忘
初心尧牢记使命作为终身课题袁从反面典型身上深刻吸取
教训袁筑牢廉洁从政的思想防线遥 要锤炼过硬党性袁以正
视问题的勇气尧刀刃向内的自觉深化自我革命袁做廉洁自
律尧廉洁用权尧廉洁齐家的模范袁以坚如磐石的战略定力尧
勇于斗争的奋进姿态袁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袁坚决打
赢三大攻坚战袁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袁
永葆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本色遥 要压紧压实各级党组织
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袁狠抓全面从严治党制度的执行袁深
化标本兼治袁推动管党治党走深走实袁为推动高质量发展
走在前列尧建设野强富美高冶新江苏提供坚强政治保障遥

县收听收看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大会实况

渊上接一版冤缺乏想象的作品袁充其量只能算是一堆文字
材料袁一篇原始报告遥 想象袁是考验一个作家创造力的重
要指标遥 冶

在谈到生活与小说的关系时袁王大进说院野作家是需
要有生活袁但这不是成为好作家的唯一条件遥 生活是无
处不在的袁没有此生活袁就有彼生活遥 彼与此袁都能到达
文学的另一处河岸遥 冶

最后袁我请王大进谈谈小说的语言袁他想了一下说院
野其实很简单袁小说的语言袁一要通袁二要准袁三要狠遥

耶通爷袁自然就是明白通顺袁这是最起码的要求袁耶我手写
我口爷曰耶准爷袁就是表达要准确袁这在一定程度上袁需要度
的把握曰耶狠爷袁自然就是笔端文字要有力袁这是小说语言
的最高境界遥要把小说写好袁就得在语言上狠下功夫遥小
说袁是语言的艺术遥 冶

王大进并不认为他是一个成功者遥 他认为自己只是
一个很勤奋的作家遥 他联系自己的实际说院野我热爱文
学袁我努力去写它袁这就是成功的不二法门遥 冶

王大进袁从农村青年到国家一级作家

揖百姓故事铱

野只要她不谈袁我也不谈曰只要她不嫁袁我就天天等着
她遥 冶成了他的执念袁也成就了他的美好婚姻遥 58年的时
间袁他们一路走来袁始终相敬如宾袁演绎出一场甜美的婚姻
大戏袁他们就是淮海农场城西居委会 83岁的顾兵和 75岁
的陈秀兰夫妇遥
顾兵和陈秀兰原本是海门县瑞祥乡添东村人袁因一次

偶然的机会袁顾兵与陈秀兰有了一面之缘遥 1960年袁顾兵
与陈秀兰的父母们一起移民来到淮海农场务农袁并双双分
配在三营 17连遥 一年后袁 有人牵线要把陈秀兰介绍给顾
兵遥 因顾兵在群众中口碑不错袁陈秀兰也就半推半就地同
意相处了遥

在他俩恋爱关系公开后袁为了考验他们俩袁连队 3个
姐妹就野劝冶陈秀兰不要和顾兵谈对象遥 为表明自己的态
度袁顾兵坚决地说院野陈秀兰不谈袁我也不谈袁我要等陈秀兰
结婚了才谈遥 冶
于是袁大家都十分看好他们的未来遥 在得到了大家的

祝福后袁顾兵和陈秀兰顺利地结婚了遥这一结袁俩人就和和
睦睦地走到了今天遥

野顾兵他比我大 8岁袁而且还有家族遗传的手抖毛病袁
再说走路时间长了袁腿就会肿疼袁所以我们现在无论是做
事还是外出购物尧散步袁我都要陪着他袁当好他的守护者遥 冶
在采访时袁陈秀兰对笔者说袁野遇到有重物要拎袁也都是我
拎着袁不给他增加负担遥 冶
在采访时我们了解到袁 每天老俩口过着早上跑跑袁一

起上上街袁在家干干活袁看看电视或一起与邻居聊天的生
活遥晚饭后一起在东边路上根据身体的状况跑上半小时或
一小时遥顾兵喜欢看新闻袁他们就早早地到家袁过着相互陪
伴的生活遥

顾兵夫妇两个儿女全在农场定居袁想儿女时袁便走过
去看看遥 儿女们也经常来到父母这儿做做饭吃吃饭袁聊聊
家常袁这让老两口感到非常幸福遥

野他们两个人相处得真好袁我们做了这么久的邻居了袁
还从未听到他们有什么争执的事遥冶在采访过程中袁顾兵的
邻居王克兰说道遥

野虽然我们俩都很要强袁但我们从来也没有打过架袁就
是我实在有的地方做得不好袁顾兵也会说上两句袁但我自
知理亏袁也不做声遥 再说袁这么大年纪了袁经过了那么多风
雨袁我们大家应该珍惜才是遥 冶

采访过程中袁 顾老爹时不时地插上一二句话院野有了
她袁感觉生活中没啥难事遥我想我们俩再活个几十年袁好好
享受这美好生活遥 冶 渊陆建国 陆军冤

这对老人

58年婚姻令人羡慕

揖爱心援助铱

揖街头巷尾铱

野你们工作真是太负责了袁我也是抱着试一试的想法
报警的袁没想到手机还能找回来袁你们真是为民办实事的
好警察啊浴 冶1月 2日袁盐城亭湖区的刘某将一面绣有野忠
于职守袁为民服务冶的锦旗送到我县公安局城东派出所袁当
面对帮其找回手机的民警张丰杰致谢遥

事情还得回到 2019年 12月 21日晚 7点多袁 县公安
局城东派出所民警张丰杰接到报警求助电话袁称自己的苹
果手机在走路的时候丢失袁拨打手机处于关机状态袁自己
沿路查找并未找到袁怀疑是被偷了袁由于手机绑定了银行
卡且里面有很多重要资料袁希望民警帮忙找回遥

张丰杰立即根据刘某提供的线索展开调查袁最终通过
苹果手机自带的特定功能袁得到了遗失手机当下所在大致
位置遥

查到这一线索袁民警心中已有把握袁便立即到周边场
所进行走访袁并挨家调取沿街商铺的监控查看遥 功夫不负
有心人袁在民警的一个多小时的努力下袁终于找到拾到手
机的居民韩某遥 据韩某介绍袁当时手机捡到时就处于关机
状态袁而且当晚他也是陪同家人逛街袁本来打算逛街结束
回去给手机充电袁再等待失主电话袁没想到失主会报警袁更
没想到警察会这么快能找到自己遥随后民警领回该手机并
交还给失主刘某袁并叮嘱其以后多多注意袁不要再让类似
事件发生遥

拿着失而复得的手机袁刘某连连向民警道谢袁激动地
说袁野我的朋友们都说手机不会找到了袁没想到警察同志在
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找到了袁非常感谢他们的付出浴 冶

县公安局城东派出所民警张丰杰提醒广大群众院野出
门在外一定要保管好自己的随身财物尧 证件等重要物品袁
并且要经常性地清点自己的随身物品遥 平常逛街时袁因街
道人流量过大袁离开逗留地点时袁请用 1分钟清点一下自
己的随身物品有没有带齐全袁 以免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
失遥 冶 渊路杨 王蓝冤

民警找回丢失手机
失主赠送锦旗致谢

揖记者调查铱

揖周末发布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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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淤新鲜出炉的包子

图于冷凉热气腾腾的年糕

图盂冷凉热气腾腾的包子

王中印 吴炘恒 摄

以往袁献血者及其亲属减免用血费用的报
销流程繁琐袁但今后袁献血者及其亲属省内用
血费用在出院时可以直接进行减免核销袁不再
需要走野报销流程冶遥 1月 8日袁记者从江苏省
血液中心召开的 野2020年新闻媒体无偿献血
工作研讨会冶上获悉袁2020年 1 月底袁省内所
有用血医疗机构将全面实施野直免冶政策遥

据统计袁2019年江苏省本地报销 12379人
次袁金额 1496.5万元袁异地报销 2047人次袁报
销金额 199.0万元袁总报销 14426人次袁占总献
血人次 1.31%袁 同比上升 5.92%遥 总报销金额
1695.5万元袁同比上升 8.29%遥江苏省血液中心
本地报销 429人次袁金额 65.4万元袁异地报销
418人次袁金额 35.5万元袁异地报销人次占比
49.35%袁异地报销金额占比 35.18%遥

江苏省血液中心副主任郭东辉告诉记者袁
今年 1月 1日起袁江苏省积极落实无偿献血者
及其亲属省内用血费用医疗机构直接减免工
作袁切实做到野让信息多跑路袁让群众少跑腿冶遥

患者在出院时就可以在所在的医院进行
用血报销袁 不用再跑到当地的血站进行核销遥
据南医大二附院副院长哈维超介绍袁该院是江
苏省首家进行了无偿献血者及其亲属临床用
血费用出院时直接减免工作的试点医疗单位遥
从 1月 2日起袁已经开始试运营遥野工作的具体
实施就是在现有的用血费用报销和异地报销
工作的基础上袁用血医疗机构在患者用血前告
知用血耶直免爷政策袁患者在出院前完成耶直免爷
申请袁 由医疗机构进行材料审核和拍照上传袁
患者出院时临床用血费用直接减免袁相关费用
由医疗机构垫付遥 采供血机构根据系统内耶直
免爷信息统计袁每月与用血医疗机构结算遥多数
无偿献血者及相关亲属临床用血后不用再到
采供血机构办理用血费用报销手续遥 冶

同时袁江苏省卫健委医政医管处顾昱晖表
示袁江苏省无偿献血临床用血费用直接减免工
作在今年 1月底将落实到全省的用血医疗机
构遥 渊源自新华网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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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县农村袁有 1520名五保户老人袁其中集中供养五
保对象 842人袁分散供养五保对象 678人遥 时值隆冬袁他们
现在生活得怎么样钥

日前袁记者走进四明镇敬老院袁看见几位五保老人安
详地正坐在院子里晒太阳遥 旁边的休闲广场上袁各类健身
设施齐全袁吸引了一些老人前来锻炼遥

据了解袁住在这里的老人们袁除了衣尧食尧住尧用能得到
保障外袁有个三病两痛袁县民政部门都会请专业的医生帮
他们治疗遥 平日里袁老人们聚在一起下下棋尧打打牌尧看看
电视袁各界爱心人士也经常来看望他们袁有时还为他们表
演文艺节目袁切实让老人们感受到了社会大家庭的温暖遥

同样在合德镇敬老院袁记者看到袁这里环境整洁袁设施
完善袁三三两两的老年人有说有笑袁一派祥和景象遥五保老
人赵奶奶安详地坐在窗前袁认认真真地在阅读报刊遥 野敬老
院里两位老人住一个房间袁洗澡有专门的浴室袁洗衣服有
洗衣机袁饮食上则每顿饭至少一荤一素袁这比我当初在家
一个人的生活强了百倍千倍浴 冶赵奶奶脸上洋溢着难以掩
饰的喜悦和幸福遥

记者在采访中获悉袁去年以来袁我县持续加大资金投
入袁提档升级敬老院曰定期开展护理人员培训袁并向社会公
开招聘有热情尧有爱心尧会管理的人员袁不断提升敬老院服
务水平曰积极开展各种适合老人的文娱活动袁满足老人们
的精神文化需求噎噎一系列的措施有效地提升了五保老
人集中供养整体水平袁将一所所敬老院打造成老人晚年生
活的幸福之家遥 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袁为切实保障五保
户老人生活袁我县对农村集中供养五保户老人按照每人每
月 1100元标准发放补助袁 分散供养的按照每人每月 800
元标准发放补助袁2019年袁 我县发放五保户供养资金达
1700万元袁有力地改善了农村五保户老人的生活水平遥

敬老院软硬件改造提升袁让五保老人的晚年生活变得
更舒适遥同样袁居家养老的五保户的生活也充满幸福遥家住
千秋镇民新村的五保户老人王仲勤今年 63岁袁 身患多种
疾病袁肢体又有残疾袁但镇村两级干部及本组村民十分关
心他的冷暖安危袁 村里指定专人负责守护他袁 确保在吃尧
穿尧住尧医等方面不愁袁能够体面地维持生活遥 他得知记者
来意后袁 紧紧地拉着记者的手说院野虽然我一个人居住袁难
免有困难袁但一有困难袁政府和村干部都能及时提供帮助遥
到老了袁还有这个福气袁要不是党的政策好袁村干部实心实
意帮我们袁我是过不上这么好的生活的遥 冶

寒冬来临

我县五保老人生活无忧
本报记者 王中印 通讯员 蔡春林

为弘扬爱老敬老的传统美德袁1月 5日上午袁县义工
联组织十多名志愿者走进位于黄沙港镇新洋港闸西的射
阳残老村袁 为那里的 9名患麻风病康复老人送上新年真
挚的祝福遥

当天上午 9点左右袁尽管下着蒙蒙细雨袁但十余位穿
着红马甲的义工联志愿者按时赶来袁 为残老村增添了一
道靓丽的红色风景线遥 野你们又来看望我了袁真是太感谢
你们了遥 冶76岁的何正财老人紧紧握着志愿者严学友的
手激动地说道遥

野老爷爷袁您现在身体怎么样袁吃得还好吗钥 冶野有什么
难事需要我们帮你做的吗钥 冶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关心着
老人遥 老人感动地留下幸福的眼泪袁说道院野有你们在袁我
真是太高兴了袁你们快来喝口水袁休息休息遥 冶

野老爷爷袁 我们今天还给您带来了我们亲手包的包
子尧肉圆以及像面包尧糖块等其它小食品袁希望您能度过
一个幸福的春节遥冶浓浓敬老情袁情暖老人心遥何正财老人
也高兴地拿出自己的口琴袁 吹弹起 叶弹起我心中的土琵
琶曳叶常回家看看曳等曲子遥 义工们在老人娴熟地伴奏下袁
随音乐伴唱袁其乐融融遥

看望完何正财老人后袁 志愿者们还看望慰问了其他
8位老人遥 野此次活动袁给孤寡老人们送去了温暖袁让他们
感受到来自社会大家庭的关怀遥 冶志愿者戴荣说袁野敬老爱
老助老袁作为射阳义工联每月耶爱与陪伴爷的一个常规服
务项目袁我们会一直坚持走下去尧做下去袁把爱传递到更
多需要帮助的人的身边袁为有爱小城贡献出一份力量遥 冶

渊王中印冤

爱心慰问暖人心

随着新春佳节即将到来袁
我县广大市民纷纷开始蒸馒
头尧蒸年糕袁寓意新的一年野蒸
蒸日上冶袁 寄托着人们美好祝
愿遥

我县老新闻工作者委员会于 2009年 12月正式成立袁至
今已走过 20年的历程遥 20年来袁县老新委这批鹤发丹心的
野老笔杆子冶袁不辞劳苦挥妙笔袁荜路蓝缕争一流遥 为宣传尧推
介射阳袁提高射阳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袁作出了一定的贡献遥据
不完全统计袁每年为叶射阳日报曳和县广电台及上级新闻单位
提供新闻稿件 150多篇袁20年来撰写新闻稿超过 3000篇袁
在各级党报党刊发表新闻稿件 2000多篇遥其中叶人民日报曳尧
中央电视台尧叶农民日报曳尧叶人民政协报曳 等国家级媒体采用
50余篇遥20年来出版宣传射阳的报告文学和其他书籍 50多
本袁近几年来在国家级和地方党报征文活动中获奖作品近百
篇遥 连续多年被市老新委评为先进单位遥

20年袁我们坚持做到野五个一冶方针 袁 努力开创工作新
局面遥
围绕一个中心袁坚持学习正常化遥 这个中心就是紧紧围

绕县委县政府的工作中心遥老新闻组织的主要工作是宣传党
和政府不同时期尧不同阶段的大政方针袁宣传先进典型袁传播
正能量遥 有鉴于此袁我们把组织老新委成员学习时事政治当
成重要任务来抓遥 20年来袁我们将老新委办成一所不定期的
常年学习班遥每当党中央有重大决策出台尧重要会议召开尧重
要文件下达袁我们总是及时组织学习讨论袁在野充电冶过后撰
写新闻袁保证新闻的鲜活性和指导性遥由于紧紧围绕中心袁目
标明确袁所以创作出来的好新闻不断增加袁叶射阳日报曳和射
阳电视台评选出来的好新闻袁我们老新闻成员也有为数较多
的作品入选袁受到了宣传部门的充分肯定遥
突出一个热点袁重大宣传不缺席遥 20年来袁党和国家的

重要会议宣传坚持不缺席遥 诸如党的十七大尧十八大尧十九
大袁每年的野两会冶袁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袁诸如反腐败尧每年
的中央一号文件等遥 党和国家的重要节日宣传坚持不缺席遥
每年的野五一冶野七一冶野八一冶和国庆节袁老新委成员总是全力
以赴袁不仅写新闻袁也写散文尧写诗歌袁多年来一如既往遥改革
开放 40周年尧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宣传活动是我们近两年所
做的热点宣传之一遥主动向县委宣传部分管部长汇报我们的
宣传计划袁并同叶射阳日报曳签了宣传协议袁报纸划出老新委
专版袁以老同志的视角袁集中宣传射阳各条战线 40年改革开
放取得的巨大成绩和 70年来发生的巨大变化遥 县委县政府
的重大活动方面的宣传坚持不缺席遥 诸如每年的评选野最美
射阳人冶尧招商引资尧丹顶鹤艺术节等活动袁我们老新委成员
也积极参与宣传报道遥
做大一个强项袁参与征文不断线遥近几年来袁全国各地征

文活动十分活跃遥 我们组织大家积极参与袁做到正常撰写不
断线遥采取集中采访与分头写作相结合遥在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和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征文活动中袁 老新委成员成果丰
硕遥先后被中央尧省尧市县采用征文 60余篇遥此外袁在县委宣
传部和文明办等部门举办的野我与红色文化冶野文化让生活更
美好冶野河风海韵窑福泽千秋冶等多次征文中袁我县老新闻工作
者捷报频传遥在建国 70周年系列征文活动中袁有位老同志共
写作了 10篇征文袁其中有 4篇分别被叶农民日报曳叶人民政协
报曳采用遥

探索一套制度袁保证活动正常化遥 20年来袁我们结合工
作实际袁探索出了一套较为有效的活动制度遥 一是野三审冶制

度遥 老新闻工作者最大优势是可以发挥野以老带新冶的作用遥
对报纸尧电视尧电台进行审读尧审看尧审听袁有利于提高我县年
轻新闻从业人员的工作水平遥 二是采风制度遥 20年来袁我们
除在本市县区观光采风外袁先后组织南到沪尧苏尧锡袁北到京尧
济尧青袁西到西安尧大寨等地观光采风袁既开阔了眼界袁愉悦了
身心袁又写出了一大批好作品遥三是过记者节制度遥 20年来袁
每年的记者节活动从未间断过遥 四是以老带新制度遥 20 年
来袁老新委先后经过三次改选和补选袁不断增加新生力量遥近
两年吸收了高亚尧许尚明尧胡晓明三位新成员袁增添了新鲜血
液遥 2019年我们还将许尚明创办的叶沿海文学曳网刊纳入老
新闻的会刊袁更有利于老新闻工作者发表各类文章遥
树立一个榜样袁学有目标增动力遥 老新委名誉会长顾长

清从事新闻写作 60年袁 笔耕不辍袁 新闻事业融入了他的生
命遥 去年新中国成立 70周年袁他在主流媒体发表 10篇有分
量的文章遥大家以他为标杆袁学习他生命不息尧写作不止的奋
斗精神遥

今后袁我们将紧紧围绕增强老新闻工作者的野眼力冶野脚
力冶野脑力冶野笔力冶开展工作袁为县委县政府中心工作服务袁为
县融媒体中心服务袁为老新闻工作者服务袁当好桥梁纽带袁不
忘初心袁牢记使命遥银发丹心不服老袁红心妙笔颂射阳遥让我
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袁坚定野四个自信冶袁保持人民情
怀袁记录伟大时代袁讲好中国故事袁传播中国声音袁唱响奋进
凯歌袁凝聚民族力量袁为实现野两个一百年冶奋斗目标尧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断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浴

鹤发丹心挥妙笔
要要要 县老新闻工作者委员会成立 20年回眸

颜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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