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是市民政局直
属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以“促进社会公
益事业发展而特许发行、依法销售福利彩票，
彰显国家彩票公益性和社会责任，筹集国家
彩票公益金”为宗旨，以“销售福利彩票，参与
扶老、助残、救孤、济困活动，促进社会福利、
社会公益和社会救助事业发展”为主要职
责。为顺应重庆福彩事业发展需要，现面向
社会广纳贤才，竭诚欢迎您的加入！

◆报名方式
应聘者填写《重庆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人才招聘报名登记表》（登录www.cqcp.net网
站中<福彩公告>版块下载），将《登记表》电子
档发至邮箱fucairlzy@126.com，并将本人自荐
书及其他自荐材料、《招聘报名登记表》、学历
学位证书、国家或重庆市公务员考试笔试成
绩单（取得全日制国民教育序列硕士及以上
学位的应聘者除外）、专业职称证书及其他相
关材料原件及复印件交至重庆市福利彩票发
行中心人力资源部。联系电话：67525909，
地址：重庆市渝北区红锦大道52号福彩大厦
702室。

重庆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人员招聘公告
重庆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人员招聘需求一览表

招聘岗位

所属部门

劳资与绩效管理岗

人力资源部

文秘

办公室

岗位职责

1.负责劳资与绩效管理制度及工作流程的草拟与修订。
2.组织开展月度及年度绩效考评工作。
3.根据中心薪酬福利制度，负责员工的薪酬福利管理。
4.负责员工异动管理，劳动合同管理。
5.完成上级安排的其他工作。

1.负责中心重要文电起草及公文运转。
2.负责信息收集、编辑、报送。
3.负责政务督办工作。
4.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招聘名额 1名 1名

招
聘
条
件

基本条件
（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年龄：35岁以下。
2.学历：具有全日制重点大学（全国“211工程”、“985工程”院校）本
科及以上学历，毕业证、学位证齐全。
3.其他：参加过国家或重庆市公务员考试，且考试成绩达到国家或
重庆市公务员主管部门统一划定的笔试合格最低分数线（具有全日
制国民教育序列研究生学历，且取得硕士及以上学位的，不受全国
“211工程”、“985工程”院校和公务员考试两个条件的限制）。

1.年龄:35岁以下。
2.政治面貌:中共党员。
3.学历：具有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证、学
位证齐全。

专业

其
他
条
件

知识
技能

人力资源管理相关专业 汉语言文学、文秘学、新闻学等中文类相关专业

熟练掌握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知识和工具，熟悉国家劳动人事政策、
法规，有一定的写作功底，能熟练使用各类办公及人事管理软件。

1.具有较强的写作能力，有3年以上从事宣传、文秘工
作经验，熟悉公文写作、信息宣传等,能熟练使用各类
办公软件。
2.思维敏捷、思想活跃，具有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
3.责任心强，具有较强的工作效率和沟通协调能力。

其他 有2年以上薪酬、绩效或培训模块工作经验，男性为佳。 身体健康，精力充沛，能吃苦耐劳，乐于奉献，男性为佳。

截至11月11日，双色球十亿大派奖活动
已进行了十次派奖，共派出一等奖特别奖51
注，派奖奖金总额为1.9亿元；六等奖特别奖共
派出5160万注，派奖奖金总额为2.58亿元。

活动期间，千万元大奖遍地开花，彩民们
纷纷靠复式或胆拖投注法幸运摘得自己的

果实。
双色球2018131期，温州一彩民凭借一

张10元单式机选票揽获1000万元大奖；辽宁
一彩民在双色球2018128期开奖中，幸运中
得一等奖2注，共带走1445万元；湖南省一彩
民斩获双色球第2018126期3注一等奖（单注

奖金高达1258万元，内含500万元派奖）、3
注二等奖、18注三等奖、18注四等奖，奖金总
额高达3838万余元。

11月11日，双色球游戏进行第2018132
期开奖，当期双色球头奖又中出12注，其中
5注一等奖为复式或胆拖投注，单注奖金为

1162万元（含派奖500万元）。据悉，本期计
奖结束后，一等奖特别奖剩余派奖金额为2.1
亿元，六等奖特别奖剩余派奖金额为3.42亿
多元。按照派奖规则，双色球10亿元大派奖
活动还剩10期，下期彩民朋友将有机会4元
中得1500万元。

双色球十亿大派奖
已送出一等奖特别奖51注

回家吃饭，是人间烟火的标配。
一个幸福的家，缺不了饭菜香。
回家吃饭，踏实温暖。
10月19日下午5点50分，正在和我们聊天的

秦淑英接了一个电话。
“嗯，几点能到家？”
“有野葱饭，面也要得。”
电话那头，是老伴杨志刚的声音，还在主城区

的他，参加完“2018年全国脱贫攻坚先进典型事迹
巡回报告会”，就给秦淑英打了电话。不仅汇报了
行程，还一如既往地要“回家吃饭”。

传统
这天晚上8点过，杨志刚和大女儿杨玲回到了

忠县。秦淑英在楼下，已等了十来分钟了。
看见父女俩，秦淑英立即把杨志刚手中的包接

了过来。“还是吃野葱稀饭，早上压好的，今晚不吃
就浪费了。杨玲不够，就下点面。”

三个人，边上楼边交谈着。
爬到8楼，橘黄的灯光，从半掩着的门缝里透

了出来。拉开门，秦淑英就钻进了厨房。暖暖的
粥，细细的野葱段，慢慢地拌了进去，一股清香。

95岁的刘光贞，69岁的杨志刚、秦淑英，杨
玲、杨琴这对双胞胎和刚外出回家的李正琼，围着
茶几。

一小盆粥就着三样咸菜，墙上的钟，提醒这顿
晚饭开饭时，已是晚上8点半。

“这个位置以前是我哥的。”拿起筷子的杨玲，
指了指奶奶刘光贞坐着的木凳，突然说。

是的，在一年多前，每天晚上的“团圆饭”必定
少不了杨骅。杨骅驻村后，每天晚上的“团圆饭”则
改在了每个周末。

回家吃饭，是杨家由来已久的传统。
这还得从95岁的刘光贞说起。
那还是吃不饱穿不暖的年代，杨家四个孩子。

杨骅的爷爷杨天奇累倒在水库大坝，家里除了杨志
刚，其他三个孩子都还小。没有壮劳动力，有人建
议刘光贞把小的孩子送人。“再苦再累，我也要坚
持，这是我们家的孩子，不能到外面吃人家的饭
菜。一家人在一起吃饭，才是一个家。”已经年满
95岁的刘光贞，说起这段往事，一字一句，记得还
是那么清楚。

回家吃饭，是要强的刘光贞，给儿子、孙子、曾
孙们的叮嘱，也成了杨家由来已久的传统。

嘱托
1970年正月初一，回杨家吃饭的人多了一个，

那就是刚嫁进杨家的秦淑英。这一年腊月初七，杨
家又多了一个吃饭人——杨骅。吃饭的人在变化，
1971年，杨天奇去世。1974年，杨家的双胞胎女
儿出生了。

在杨志刚的日记里，他写道，“一家人三个弟
妹还小，我们又增添三个小孩，共六个小孩，就只
靠母亲和爱人劳动，挣得的工分无论如何都是不
够生产队的粮款的。我每月工资仅24元，除去生
活最多只能剩10元钱，要支撑起这个九口之家，
谈何容易。”

面对这样的困难，历史似乎又在重演，“有人劝
我们把双胞胎送一个给别人喂。但我爱人坚决不
同意。她说，再苦再累，我也要和孩子们生活在一
起，我爱丈夫，我决不能丢了孩子，就是饿死我们也
要在一起。”日记记录了这个家的选择。

“我有一口饭吃，肯定就会给孩子吃。”久远的
回忆，让秦淑英红了眼。“就像奶奶（刘光贞）说的，
一家人在一起吃饭，才是一个家。”这个在68岁被
评为“好儿媳”的儿媳妇，和刘光贞一样倔强。

日子在走，生活要过。
在杨家，日子也是越来越好。杨志刚先后任

职新生区委副书记、白石区委副书记、拔山区委
书记、忠县农业机械管理局局长、忠县人民政府
副县长。

“那时候，我爸爸（秦玉林）时不时都会给我说，
他说‘女儿，你要给女婿说，当局长，不要接别个东
西哟。’他（杨志刚）当了副县长，我爸爸又说，‘女
儿，给杨大哥（杨志刚）说，在县头去了，更莫去接别
个的东西。’”父亲的话，秦淑英记得一清二楚，也谨
记这道防线。

党课
饭桌上，杨志刚也给回家吃饭的杨骅上了一堂

堂“党课”。
2003年的冬天，在忠县客运总站上班的李正

琼，一天早班一天晚班。“早班要求凌晨5：30打卡，
以前年轻，起床还是有困难。”李正琼回忆。

“那时候（儿子）杨涛宁还小，晚上照顾了他，早
上的闹钟闹了，我和杨骅都没听到。”直到同事打来
电话，“说票都检完了，怎么还没去上班。我一看都
6点半了。”穿上衣服，李正琼冲出门，下楼打了车，
直奔汽车站。

赶到汽车站时，“我脸滚烫，感觉好多人都看着
我。”这次记忆犹新的迟到，也让李正琼有些埋怨。

“我就给杨骅说，看能不能给爸爸说说，换个工
作。”

那时候，杨志刚已是忠县副县长。
当时就回复李正琼“你各人好好干”的杨骅，并

没有把这件事给杨志刚说。
“他肯定不会对我提这些要求。”杨志刚对深受

家风熏陶的儿子充满自信。
“你在哪个企业都一样，不就是工资稍高一

些。何必要背这个骂名呢？”多年后，和我们说起这
件事，杨志刚自问自答。

正如1998年2月21日，杨志刚当选忠县人民
政府副县长后，在日记里承诺的一样，“今天代表们
选我当副县长，这是党和人民对我工作的信任，也
是对我二十多年区乡工作的认同。今后，我深知肩
上担子的分量，我一定加倍努力，决不辜负全体代
表和组织对我的期望，努力为全县的经济建设和社
会事业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驻村
当了副县长，杨志刚的工作越来越忙，白天处

理事情，晚上就看文件，“不把当天的事做完，就不
回家吃饭。”这样一来，杨家的晚饭，真的成了宵夜。

家风无声。

在这样一个家庭氛围长大的杨骅，深受熏陶。
驻村后，杨骅回家吃饭也由之前的每天，变为

每周。
“平时在村里，他一般也不会去打扰别人，自己

煮饭吃。”在和李正琼的微信聊天里，杨骅经常把自
己做的饭拍照发给妻子，“说请我指点。”

在李正琼指点的饭菜中，7月26日，杨骅发的
三菜一汤是最为丰富的一顿。他告诉妻子，“我的
中午饭充满阳光，中午有凉拌豇豆，有辣椒，有海椒
炒腊肉。”李正琼回了一句“伙食不错”。

其他时候，杨骅发给李正琼的，多是一菜一汤。
“今天晚上八点多才煮的晚饭，炒个茄子，煮干

饭，还有酸咸菜，还有醋汤。”
7月24日，杨骅发的文字。
25日晚上，李正琼收到的照片上，是一袋拆开

还没泡水的方便面，杨骅留言说，“今晚上吃方便
面。”

“他下村去，吃了三箱方便面。他说一个人的
饭不好煮，也不好去打扰别人，方便面最方便。”

看着杨骅发来的一张张“菜单”，李正琼托人从
石柱买了十来斤牛肉，给杨骅改善生活，“他一回
来，就用高压锅压牛肉，给他补充营养。”

然而，这十来斤牛肉，一大半都还冻在冰箱里，
“他还没吃完，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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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骅家的餐桌上，有一本台历，这是李正琼
记录工作时间的台账。

10月的开头，写着，“单日下午”。
10月22日，是双日子，李正琼上早班。这

也就意味着5：30，她必须赶到忠县汽车总站打
卡上班，节俭的她，需在5点钟之前，赶到指定
地点等公交车。

凌晨4点刚过，李正琼家的灯就亮了。50分
钟后，穿着藏蓝色工作服的李正琼，提着包下楼来。

从家到公交车站，有10分钟路程，其中一
段，是白天熙熙攘攘的菜市。

时间还早，菜市还被货车占领，安静得连脚
步声都能把街边的流浪狗惊醒。

过了菜市，就是一坡近百步的梯子，一口气
爬上去，再走几百米，就是公交车站，路边的站
台写着“桥头广场站”。

这段路
这段十分钟的路程，之前是杨骅陪着走。
先后在忠县江城工具厂、忠县水轮机厂打

工的李正琼，两次下岗。直到2000年，才来到
忠县客运站，当起了临时工，负责检票。

对于这份工作，李正琼倍感珍惜。不管夏
炎还是冬冻，早起成了她必做的功课。

“那时候年轻，又有娃，睡不好，特别是冬天，
完全不想起床。”杨骅走后，每天凌晨三点过自然
醒的李正琼，怀念起失眠之前的日子。那些日
子，也是她和杨骅共同扶持，并肩走过的日子。

“每天早上，闹钟一响，他就起床，送我去上
班。”开始几年还没有公交车，“都是杨骅陪我走
到车站，然后又回去照看儿子。”

虽说有了公交车，但杨家搬家后，离汽车站
更远了。杨骅还是不放心，总是要把李正琼送
到车站，“看到我开始检票，他才回家。那个时
候检票还是人工检票，我们身上都带有现金，他
也是担心我的安全。”

赶早上班的每个凌晨，一如10月22日那
个凌晨，唯独李正琼少了杨骅的陪伴。

等车的马路边，三三两两的人。
5点过7分，一辆绿色的公交车开来，刷卡、

拿钱，每个人依次上车。
5点30分，李正琼准时打卡上班。这样风

雨无阻坚持的18年，李正琼只迟到过一次。
那次迟到后，只要自己在家，杨骅是雷打不

动送妻子上早班；微信聊天记录里，相处了二十
多年的夫妻，仍以“亲爱的”相称。

“这方面，他很细心，很像爸爸。”李正琼说。

爱相传
对于“像爸爸”这一点，杨志刚形容得很真

实，“杨骅就像我的影子。”
这个比爸爸小21岁的“影子”，也是家里唯

一一个看完杨志刚写了几十年日记的人。
在杨志刚的日记里，以“爱的力量”为名，他

写下22页和妻子秦淑英生活的点滴。
自由恋爱的两人，婚后经历了儿子不满一

岁时，父亲杨天奇去世，“我被推荐去读高中，那
时候还有未成年的3个弟弟、妹妹。加上后来
我们又有了双胞胎女儿。家里就只靠母亲和我
妻子支撑。”

“老公不在家，一个女人在生产队栽秧挞
谷、挑粪挖地样样得干。此外还要养猪、带孩
子、修房子。”杨志刚不仅在心里记住了妻子的
付出，还在2008年，把这些事记在了日记里。

做农活、带孩子已让当时的秦淑英瘦得皮
包骨了，但为了让一家人住进新房，“她决定一
个人在家修房子。这是一个大胆的决定，在当
时的条件下，应该说是一个想都不敢想的事
情。”日记里，杨志刚这样写着。

“我当时无钱无粮，没法支持她，可她还是坚
持干。没有钱，她就靠养猪。没有粮，她就省吃俭
用，积极修房；没有人手，她就请三亲六戚帮忙。”

房子修好了，秦淑英却病倒了。
当时，在忠县新生区任家公社任党委书记的

杨志刚，因为工作太忙，不能离开工作岗位，“加上
任家离三汇老家比较远，当时交通也极不方便，我
一直没有回家。现在想来有些不近人情。”

心疼妻子的杨志刚也曾问过秦淑英，“我问
她这是为什么？她毫不迟疑地回答我‘为了爱
’。是的，为了爱，她付出了一切，她的一切都是
为了爱。”

“总之，我爱人这一生，因为爱，她吃过不少
苦，受过不少累。因为爱，她付出了她的所有。
正是她的爱，撑起了我幸福的小家，正是她的
爱，成就了我的前途和事业。她爱得那样真诚，
爱得那样执着，爱得那样无怨无悔。我们用爱
的力量，走到了幸福的今天，我们还必将用爱的
力量，去托起灿烂的明天！”

还没走
19岁的杨涛宁就是杨家的明天。
这个不爱表达情感的大男孩，在父亲（杨

骅）去世的当天晚上9点51分，用微信给杨骅
发了一句话，“爸爸，我想你了。”

或许，杨涛宁想起的是高二那一年，每天5
点半父亲叫他起床、送他去学校的点滴；也许，
杨涛宁想起的是父亲送到学校的那一盒“乡村
基”的套餐。

“有一次，杨涛宁打电话给杨骅‘撒娇’，说
自己吃学校的饭菜吃腻了，想吃乡村基的套
餐。”杨骅的同事梁兆珊没想到，平时习惯走路
的杨骅，“中午饭都没吃，在单位旁边的乡村基
买了饭，坐了1块钱的公交车，硬是送到学校。
时间太赶了，他自己都没来得及吃中午饭。”

父亲的突然离世，让杨涛宁深受触动。“感
觉他人一下子就长大了、懂事了。”李正琼说，原
来喜欢宅在家里打游戏的杨涛宁，在学校积极
参加社团活动。

“他还说毕业后，如果有机会他肯定也会回
到家乡，去帮助更多的贫困户。”

10月24日，我们在大学城见到杨涛宁时，
他说，“有时候我觉得爸爸人还没走，还在村里
扶贫。”

除了严格自律
杨家人相亲相爱的柔情一样令人动容有你真好

能回家吃饭，是幸福的，因为家里有人愿意给你做饭。
这个做饭的人，是一个家的守护者，她决定了一个家的温度。
她用爱守护家，守护你。
家里有爱，心中有爱，杨骅把这种爱传向更为广阔的空间：忠县这片生养他的土地上的人民。

从杨骅和父亲的微信中，我们发现家风的传承，对一个合格的领导干部的重要性。好的家风，是严私德的重要内容。
严私德，就是要严格约束自己的操守和行为。所有党员、干部都要戒贪止欲、克己奉公，切实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用

来造福于人民。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廉洁修身、廉洁齐家，防止“枕边风”成为贪腐的导火索，防止子女打着自
己的旗号非法牟利，防止身边人把自己“拉下水”。杨骅的感人故事，有必要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他良好的家风传承。

严私德严私德
戒贪止欲
克己奉公

信仰的力量 优秀党员干部
杨骅系列报道

是杨家一个由来已久的家风
是杨家一道严守私德的防线
是杨家一堂不忘初心的党课回家吃饭

晚饭已吃完
了，马上去洗碗，
然后加一会班，
在休息

外 公 和 舅 舅
生 活 困 难 时 ，没
菜，就喝醋汤，这
是吃过的！

杨志刚

杨骅

哦，马上改正

杨骅

在是错别字，
应是再

杨志刚

杨骅与父亲的微信聊天
讲述了这个党员干部之家
饱含家国大爱、公仆情怀
和优良家风的感人故事

晚饭已吃完
了，马上去洗碗，
然后加一会班，再
休息

杨骅

我才在吃晚
饭，自己煮的

杨骅

杨骅

还有红酒啊

外甥女

很好，是醋汤，
不是红酒，这是真
正的扶贫生活！强
强强

杨志刚

本组稿件/本报记者
罗薛梅 王淳 罗永攀 孔
晓渝

一家人简单的晚餐，饭桌上已没有了杨骅。 上游新闻记者 张永波 李斌 摄

杨骅妻子
李正琼整理丈
夫所获荣誉证
书等遗物。

傅坝村杨骅曾经的办公室仍放着杨骅驻村工
作日记本。

杨骅办公室，同事郑晓峰正在工作，杨骅的位
置已经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