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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晨报讯（重庆晨报·上游新

闻记者 刘波）“老吾老以及人之

老”。为了尊老，包括重庆在内的许

多省市均出台政策，老年人达到一定

年龄可办理老年证，凭证可享受多项

优待。

不过，重庆已经将取消老年证纳

入议事日程，老年人只需凭身份证就

可享受优待。

市政府办公厅近日下发的“贯彻

落实重庆市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

营商环境电视电话会议重点任务分

工的通知”明确提出，取消老年证制

发，老年人可持身份证或其他有效证

件享受优待服务。

根据市政府的安排，此项工作将

由市卫生健康委、市公安局、市人力

社保局、市司法局等多个部门牵头办

理。

据了解，原来老年人享受优待需

要办理老年证，要求凡年满60周岁，

户籍在本地的老年人或常住本地一

年以上的外地老年人，均可自愿申请

办理。

办理了老年证的老人，方可享受

多种优待：包括参观博物馆、革命纪

念馆、陈列馆和人民大礼堂免购门

票；游览收费公园（70周岁以上全免

购门费）、旅游景点、风景名胜区门票

费减半；免费乘坐城区公共汽（电）

车、过江索道、载人公共电梯和扶梯；

到医疗机构就医免交普通挂号费，并

优先挂号、就诊、化验、缴费、取药等。

此次重庆取消老年证，是清理了

重复证明，老年人年龄、居住地，一张

身份证（或其它能证明身份信息的证

件）已完全能够证明。

据10月22日《重庆晨报》

千树桃花凝赤血，工人万代仰施英

赵世炎：信仰之火永不灭
重庆日报记者 李珩 通讯员 丁颖

“龙华授首见丹心，浩气如虹铄

古今。千树桃花凝赤血，工人万代

仰施英。”1962年，老一辈无产阶级

革命家吴玉章写下这首诗。吴老笔

下的“施英”，正是中国共产党早期

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的工

人运动领袖赵世炎。

“赵世炎是重庆人，出生在酉阳

龙潭。”10月22日，市委党史研究室

宣教处处长刘华说，他将青春和满

腔热血都献给了革命事业。1927年

7月19日，赵世炎被敌人杀害，年仅

26岁。

赴法勤工俭学
探求救国真理

龙潭古镇，位于酉阳向东约 40

公里，镇上有一座清代砖木结构的

四合院，院门上方是邓小平亲题的

“赵世炎同志故居”七个大字。

这里，正是赵世炎出生的地

方。在龙潭镇高级小学堂念书时，

当老师讲到祖国大好河山被帝国主

义瓜分得支离破碎时，赵世炎气得

怒目切齿，默坐不语。

1920 年 5 月，赵世炎赴法国勤

工俭学，探求救国真理。为了团结

广大勤工俭学学生，他和李立三等

共同发起创建了“劳动学会”，并利

用一切机会，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开

展工作，比如“五一”节组织勤工俭

学学生到各地华工中进行演讲，用

通俗易懂的方式传播马克思主义理

论。

“这让相当多的华工接受了马

克思主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工

人运动的结合。”刘华说，在法国期

间，赵世炎一直和周恩来、聂荣臻、

李维汉等人保持着密切联系，共商

筹建党团组织。1921年春，他与周

恩来等发起成立旅法中国共产党早

期组织。1922年，他与周恩来等发

起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任中

央执委会书记，随后又任中共旅欧

总支部委员和中共法国组书记。

组织工人罢工
重视革命思想教育

1927 年 3 月 21 日,轰动中外的

上海工人阶级第三次武装起义。这

次起义取得完全胜利，成为中国革

命史上光辉的一页。此次起义就是

由周恩来、赵世炎等领导和组织的。

时间回到1926年，党中央任命

赵世炎担任江浙区委兼上海区委

（含江苏、浙江、安徽三省和上海市）

组织部长和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

一到上海，他便深入工人中去了解

情况，组织工人罢工，准备武装起

义，迎接北伐。但由于斗争经验不

足，上海工人第一次和第二次武装

起义都失败了。

1927年3月21日中午12时，上

海总工会下达了罢工命令，八十万

工人宣告罢工。下午 4 时，上海工

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开始。在赵世炎

的指挥下，沪东纠察队发起猛攻，攻

克了战斗最激烈的闸北地区。

时隔不到 1 个月，蒋介石背叛

革命，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

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在恶劣

环境下，赵世炎十分重视对干部进

行革命思想教育。有一次，他对参

加会议的人说：“看，我们开会的人，

一次比一次少了，你们怕不怕？”大

家回答：“不怕！”“对！革命嘛，就是

这样，要经过艰苦的斗争和流血牺

牲，反动派的监狱再多，也不能把所

有的共产党人全关起来。只要有一

个人，我们的事业就会发展，最后胜

利一定是我们的！”

受尽种种酷刑
置生死于度外

赵世炎早已把个人生死置之度

外，但他总是把同志们的安危放在

心上。每次开完会，他总是笑着说：

“让我先离开，把‘泥巴’（指国民党

特务、暗探）带走，以免麻烦你们。”

1927 年 7 月 2 日傍晚，大雨滂

沱，意外的一幕发生了：由于叛徒的

出卖，国民党特务合围了赵世炎位

于四川北路志安坊 190 号的住所。

当时赵世炎正外出未归，家里只有

赵世炎的妻子夏之栩和岳母夏娘

娘，敌人就在家蹲守。

当岳母夏娘娘从窗口望见赵世

炎向家里走来时，不顾敌人的阻止，

迅速将窗台上用作信号的花盆推了

下去。但由于风雨太大，花盆的响

声没能引起赵世炎的注意，一进门

就被捕了。

面对敌人，赵世炎十分镇定。

敌人逮捕了赵世炎。临下楼时，赵

世炎回头深深地看了一眼妻子和岳

母。夏之栩永远忘不了他当时的眼

神:“从他的态度和眼神里，我看到

了他献身革命的大无畏精神，感受

到一个共产党员的凛然正气。”

赵世炎被捕后，先被拘押在英

租界的临时法院，后又转到龙华淞

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敌人使尽种

种酷刑，赵世炎始终坚贞不屈，一口

咬定自己是湖北人，叫夏仁章，因家

乡闹土匪，携家业巨款，避难来上海

做生意……敌人从他的神态、衣着、

家庭状况中，找不到任何革命者的

证据和破绽，军法处长也感到真假

难辨，不禁怀疑是不是抓错了。

可是在韩步先、张葆臣两个叛

徒的指认下，赵世炎最终暴露了身

份。面对敌人的审讯，他总是大义

凛然：“你们只能捉到我一个施英，

但要想从我口里得到半点机密，那

是枉费心机！”

志士不辞牺牲
信仰坚定激励后人

“赵世炎的身份既已公开，自知

必死，但他仍坚持战斗，把监狱当战

场。”刘华说，在牢房里，赵世炎总是

鼓励大家“一定要顽强地斗争，不要

害怕，越怕越没有希望。”“革命就是

要流血的，要改造社会必须付出代

价。”

临刑前的那天晚上，敌人问赵

世炎还有什么话说。赵世炎拿过纸

笔，写了满满 8 页遗书。他满怀信

心地说：“志士不辞牺牲，革命种子

已经布满大江南北，一定会茁壮成

长起来，共产党最后必将取得胜利

……”赵世炎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

使反动派十分惊恐。淞沪警备司令

杨虎等人看了赵世炎的遗书，胆战

心惊地说：“这个人太厉害了，非杀

不可，不然我们将来要吃他的苦

头。”

1927 年 7 月 19 日，赵世炎被敌

人杀害，年仅26岁。

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

克》杂志随后发表悼念文章，称颂

“赵世炎是上海无产阶级真实的首

领，是有名的上海工人三次暴动的

指导者”“赵世炎的牺牲是中国革命

最大的损失之一”。

英烈已逝，但信仰之火永不熄

灭。“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

义 的 信 念 ，是 共 产 党 人 精 神 之

‘钙’”。”刘华说，正如赵世炎同志那

样，所有党员都应坚守共产党人的

精神家园，练就共产党人的钢筋铁

骨，铸牢坚守信仰的铜墙铁壁，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

力奋斗。

据10月23日《重庆日报》

新中国成立前，綦江有三大书

院，瀛山书院建在县城、明善书院建

在东溪场上、芙蓉书院建在永城乡

下。场镇外建书院者，通常都会选

择一些位置较好的青山之上或者绿

水河畔。过去，书院的教学特点是

注重培养人的学问和德性，不是只

为应试获取功名，教学采取自学、共

同讲习和教师指导相结合的形式进

行，倡导开放式教学，以自觉为主。

清朝举人罗春堂（清版《綦江县志》

主编）曾在芙蓉书院执教。

芙蓉书院位于今永城镇瀛山

村，地处老瀛山东北边缘，海拔850

米，离老瀛山最高处的天成庙很近，

是一块风水宝地。芙蓉书院并没有

背靠老瀛山，书院左侧面与老瀛山

系相连，正门前是一坝良田，远方面

向老瀛山另一侧，书院右侧小门朝

向永城场镇和凤冠山。站在右侧小

门前远眺，凤冠山、王良故居、中华

村、永城果蔬基地尽收眼底；稍远

处，是由莲花石而命名的莲花山。

当年建书院时，对应于莲花山，取名

为“芙蓉书院”。

芙蓉书院为四合院，占地 1160

平方米，正厅房三间，侧厅房各一

间，原有书屋多数残毁，取而代之的

是一些不规则的农房，但四周围墙

保存完好。围墙厚约1.5米，随地势

高低而建，前围墙高约 10 米，后围

墙高度只有3米。前后围墙都留有

缺口，便于向外瞭望。

芙蓉书院由永城人、国学儒生

王介年和他的侄儿王用明共同捐

建。书院石围墙大门上方镶嵌有一

块石制门额，正中从右到左刻“芙蓉

书院”四个大字，右边小字为：“道光

十八年戊戌岁小阳月范亭王介年题

立”。“小阳月”是农历十月的别称，

“上浣”指上旬，由此可见，芙蓉书院

建成于1838年农历十月。到光绪二

十七年（1901年），皇帝诏令各省的

书院改为大学堂，各府、厅、直录州

的书院改为中学堂，各州县的书院

改为小学堂。至此，书院退出了历

史舞台。

芙蓉书院虽已退出历史舞台，

但地名犹在，遗址犹在。站在永城

镇街上，还能看见芙蓉书院耸立在

山边的围墙，虽经历了百年风雨，仍

巍然屹立老瀛山的半山腰，好像老

瀛山腰带上闪闪发光的节扣。

通讯员 许庆国 谭宏江

芙蓉书院古韵悠长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王优玲

罗争光）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民政部联合颁布《养老护理员国

家职业技能标准（2019年版）》，围绕

增加职业技能要求、放宽入职条件、

拓宽职业空间、缩短晋级时间等方面

做了重大修改。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职业能

力建设司负责人介绍，《养老护理员

国家职业技能标准》于 2002 年颁布

实施，2011 年进行了首次修订。相

较于 2011 年版标准，2019 年版养老

护理员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增加了对

养老护理员的技能要求。

2019 年版标准规定，顺应居家

和社区养老需要，在各职业等级中新

增养老护理员在居家、社区养老服务

中应具备的技能要求；强化消防知识

在养老安全中的重要作用，在“基础

知识”中新增“消防安全”内容；关注

失智老年人照护需求，将“失智照护”

分层次纳入各职业等级的工作内容

和技能要求；根据地方积极探索“养

老顾问”服务等实践，新增“能力评

估”和“质量管理”等两项职业技能。

该负责人说，2012年以来，我国

养老服务事业进入了新时代，养老服

务不断涌现新的需求，养老护理工作

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特别是2.49亿

老年人和4000万失能半失能老年人

及其家庭照护需求日渐庞大，而现有

养老护理从业人员仅 30 万，远不能

满足养老服务需求。

为吸纳更多人从事养老护理工

作，缓解人才短缺困境，2019年版标

准放宽了养老护理员入职条件，将从

业人员的“普通受教育程度”由“初中

毕业”调整为“无学历要求”；将五级/

初级工申报条件由“在本职业连续见

习工作 2 年以上”调整为“累计从事

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1 年（含）以

上”；明确未取得小学毕业证书的考

生，理论知识考试可采用口试的方

式，主要考核从业人员从事本职业应

掌握的基本要求和相关知识要求。

为打通养老护理员职业晋升通

道，加快培养高技能人才，2019年版

标准将养老护理员的职业技能等级

由四个增至五个，新增“一级/高级技

师”等级，明确了康复服务、照护评

估、质量管理、培训指导等职业技能；

对申报条件进行了较大调整，增加了

技工学校、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

大专及以上毕业生的申报条件，规定

中职中专毕业生可直接申报四级/中

级工。

此外，还缩短了职业技能等级的

晋升时间，将申报五级/初级工的从

业时间由原来的2年缩短为1年；取

得五级/初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或职

业技能等级证书）后，申报四级/中级

的，由5年调整为4年。

据了解，下一步，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民政部将以公布实施

2019 年版标准为契机，建立养老护

理员队伍建设长效机制。开展养老

护理员培养培训示范点建设。开展

养老服务人才培训提升行动，确保到

2022 年底前培养培训 200 万名养老

护理员。

据10月22日《重庆科技报》

我国颁布2019年版
养老护理员国家职业技能标准

民间有“百年陈皮，千年人参”的

说法，故很多人将陈皮看做养生佳

品，茶杯中、厨房里处处是它的身

影。湖北省中医院药事部副主任药

师黄正德说，从中医角度讲，陈皮养

生功效确实很好，眼下正是橘子的丰

收时节，大家不妨学学如何用好陈

皮。

中医认为，陈皮是一种理气药，

归脾、肺经，具有理气健脾，燥湿化痰

的功效，可治疗胸闷气短、腹部胀痛、

恶心呕吐、腹泻等不适症状。质量上

乘的陈皮有独特的“面相”，选购时应

注意以下几点：外表深红鲜艳，内面

白色；质柔软，气香；没有杂质、霉变、

病斑等。如果想买广陈皮，则需注意

其外表面应是紫红色的，香气更为浓

郁，对光看半透明，油室（密密麻麻的

小点）大而明显。

秋冬是吃橘子的季节，大家还可

以自制陈皮。黄正德建议，平时吃完

橘子后，把橘皮留着，放置在阴凉干

燥处阴干即可，避免暴晒。干燥的橘

皮可以用在生活的方方面面：1.作香

辛料，在红烧或卤煮荤腥菜品时放入

一些，可起到调味去腥、开胃燥湿、解

腻的效果；2.泡澡或泡脚时加几片陈

皮，香气溢放，醒神润肤，可以起到调

节气血的作用；3.泡水喝，一般取3~

10克陈皮冲泡200~300毫升开水，使

用保温杯效果更好，可理气开胃、燥

湿化痰，但气虚体燥、阴虚燥咳及有

实热者慎服。另外需要提醒，新鲜橘

皮挥发油含量较高，性味比较浓烈，

还可能残留保鲜剂和农药等有害物

质，最好不要直接拿来泡水。

据《人民网-生命时报》

重庆将取消老年证
老人凭有效证件即可享优待

由市卫生健康委、市公安局、市人力社保局、
市司法局等多个部门牵头办理

秋季用好陈皮养生

赵世炎（资料图片） 李珩 翻拍 10月3日，游客在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参观 通讯员 陈碧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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