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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要老，家

家有老人，尊敬今天的

老人，明天的您将会更

加受到尊敬。 
 

枫之韵 

http://ltb.xidian.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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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党政领导春节前 

走访看望老领导老专家 

春节前夕，学校领导郑晓静、龙

建成、陈勇、杨银堂、张培营、李建

东、蒋舜浩、校长助理高新波分别到

老校领导、老专家家里，向他们致以

节日的问候和新春的祝福。 

2013年 1月 28日上午，学校领

导分别带队到老领导、老专家家里，

与他们亲切交谈，详细询问了他们的

工作、生活情况，认真听取了他们对

学校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在向老领

导、老专家送上新春祝福的同时，希

望老领导、老专家一如既往的关心和

支持学校的建设和发展。 

老领导、老专家们对学校的关心

表示感谢，畅谈对学校各项工作发展

的关注和期待，并表示，将继续发挥

余热，共同为西电的发展做出贡献。 

学校党政办、组织部、宣传部、

保卫处、离退休工作处有关部门的领

导参加了慰问活动。 

学校举办离退休人员迎新春 

座谈会听取意见和建议 

2013年 1月 28日下午，西安电

子科技大学离退休人员迎新春座谈

会在离退休人员活动中心举行，会议

由校党委副书记龙建成主持，中国科

学院院士、校长郑晓静出席并致辞。 

郑晓静首先就学校 2012年的主

要工作及取得的成绩向各位老领导、

老专家、老同志做了简要汇报，并转

达了因出差不能参加会议的校党委

书记陈治亚对老同志的问候和新春

祝福，感谢各位老同志长期以来对学

校的关心和支持，向在座的老教授、

老领导和老同志拜年，并通过他们向

全校的离退休老同志致以新年问候，

祝愿他们新年快乐，阖家幸福。她表

示，2013年学校将进一步改进工作作

风，坚持走群众路线，深入基层，真

抓实干，不断推进学校工作迈上新台

阶。 

座谈会上，离退休老同志们对学

校过去一年里各项工作取得的成绩

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就学校的发展积

极建言献策，提出了宝贵意见和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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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建成最后做总结讲话。他表

示，学校今后将经常性地征求和听取

老同志的意见和建议，积极搭建交流

平台，创新工作机制，进一步改进离

退休工作，不断提高服务水平，全力

为广大老同志服务。他同时希望老同

志能够一如既往地支持学校工作，积

极发挥余热，为学校建设发展做贡

献。 

学校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参加

了座谈会，并与 20位离退休老领导、

老专家、老职工进行了交流。 

学校领导春节前看望慰问 

住院的离退休教职工 

2月 4日上午，学校党委副书记、

工会主席龙建成，在学校工会常务副

主席柏昌利、离退休工作处处长车纯

的陪同下，前往学校医院、省医院、

西安市红会医院看望慰问生病住院

的离退休人员，给他们送去组织的关

怀和节日的祝福。 

龙建成一行每到一个病房，都

向住院的老同志表示节日的问候，送

上慰问品，并详细询问病情和治疗情

况，鼓励他们安心养病，早日康复。

住院的老同志也对学校领导在百忙

之中来看望慰问表示感谢。 

在学校医院慰问期间，校医院院

长李晓霞和各科室主治医师也全程

陪同并介绍病人的治疗情况。当天共

看望慰问了 32 名住院的离退休教职

工。 

党委副书记龙建成同志出席 

离退休工作会议 

3 月 1 日下午，离退休工作处

2013 年工作会议在学校离退休人员

活动中心会议室召开，学校党委副书

记龙建成同志出席了会议，会议由离

退休党委书记、离退休工作处处长车

纯同志主持，离退休工作处全体工作

人员出席了会议。 

龙建成副书记代表学校党政领

导对离退休工作处的上届领导班子

在落实老干部的“两项待遇”，丰富

离退休人员的文化娱乐生活，改善离

退休人员活动中心的硬件建设，提升

离退休工作处的服务意识，确保学校

的一方稳定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给

予了充分肯定。 

龙建成副书记结合学校 2013年

工作要点，对新一届离退休工作处提

出了“三个注重”、一个“加强”的

具体工作要求：注重离退休工作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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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建设，坚持做好事、做善事，耐

心细致的为离退休人员服务；注重打

造核心价值体系，通过服务赢得离退

休人员的理解和信任，在工作上得到

离退休人员的理解支持；注重关系优

化，通过与各部门的联系和相互配合

工作，取得学校领导、各部门领导的

理解和支持；加强队伍建设，打造过

硬的管理、服务人员队伍，要求大家

爱岗敬业，要有爱心，讲责任，讲奉

献，在巩固原有成绩的基础上要有工

作创新，使离退休工作更上一个台

阶。 

龙建成副书记强调工作人员要

认真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深刻领会

习总书记关于新形式下做好老干部

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紧紧围绕学校

的中心工作，以稳定为目标，在政治

上尊重、思想上关心、生活上照顾、

精神上关怀老同志。始终把“让学校

放心，让老同志满意”做为工作出发

点和落脚点，始终把创新作为推动老

干部发展的不懈动力；始终把制度建

设作为提高离退休工作的重要途径，

全体工作人员要加强学习，改进工作

作风，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 

离退休党委书记、离退休工作处

处长车纯表示认真贯彻落实学校

2013 年工作计划和学校领导的指示

精神，并结合 2013 年离退休工作计

划，将近期主要工作进行了布臵和安

排。 

离退休党委、离退休工作处 

领导换届工作圆满完成 

根据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西电党

任字„2013‟2 号文件聘任车纯同志

为离退休党委书记，根据西安电子科

技大学西电任字„2013‟1 号文件聘

任车纯同志为学校离退休工作处处

长（兼）。 

根据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西电任

字„2013‟4 号文件聘任王瑞红同志

为离退休工作处副处长，王渝秦同志

为离退休工作处副处长。 

根据西电离退函„2013‟1号文

件：车纯同志全面负责离退休党委、

离退休工作处工作。王渝秦同志分管

离退休纪委工作；分管退休工作；负

责处内的日常行政工作。王瑞红同志

分管离休工作；负责宣传工作，负责

办公室文档管理工作；负责离退休各

社团组织的管理；负责老年大学工

作。 

 

征稿启事 

 

新年伊始，为给广大离退休老同志提

供一个良好的文化和情感平台，《枫之韵》

特增加“离退休文苑”栏目，体裁不限（含

摄影作品）、内容健康，或叙事，或抒情，

或回忆，或感悟，要求文笔平实优美，情

感真实饱满，字数控制在 1200字左右。 

望广大离退休老同志踊跃赐稿。 

联系人：何学军 

 联系电话：8820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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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党委春节前看望慰问 

我校建国前入党的老党员 

我校现有建国前入党的老党员

66位，2013年 1月 28日下午，离退

休党委书记，离退休工作处处长车纯

受学校党委组织部的委托，带领离休

干部科的工作人员，代表学校党委看

望慰问了我校建国前入党的老党员，

发放慰问金 39000元，把党的关怀和

温暖及时送到了他们的心里，使老党

员们感受到了党组织的关怀和学校

党政领导的关心。 

离退休党委离退休工作处春节 

前夕看望慰问困难的教职工 

春节前夕，学校党委拨专款用于

慰问生活困难的离退休教职工，经过

离退休各支部提名，确定了 40 名因

病等原因生活困难的慰问补助对象。 

1月 29日，离退休党委书记、离

退休工作处处长车纯，带领离退休处

的工作人员，带着大米、食用油等慰

问品，代表学校看望慰问了这 40位

因病困难的离退休职工，鼓励他们要

树立信心，战胜疾病，早日康复！并

带去了节日的祝福！ 

离退休人员台球赛结束 

由离退休工作处主办，校老年台

球协会承办的 2013 年度台球赛于 3

月 6-7 日在离退休人员活动中心举

行。 

本次比赛采用单局淘汰制，分三

轮决出名次，经过 20余场激烈角逐，

最后刘月江、牛保纪、周荣星、徐兆

钦分获前四名。 

此次比赛共有 15 名老同志报名

参赛。比赛过程中，老同志参与热情

高，比赛认真负责，既提高了球技，

同时又增进情感交流，达到了比赛的

目的。 

学校举办离退休人员 

迎新年游艺会 

2012年 12月 28日下午，我校离

退休人员活动中心在大红灯笼和彩

带气球的装扮下，充满了节日的喜庆

气氛，1200 多名离退休人员结伴而

来，兴致勃勃的参加了由离退休工作

处精心组织的离退休人员迎新游艺

会。 

游艺会共设猜谜语、射击、飞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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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蓝、投沙包、盲人击鼓等十个游艺

项目，游艺会以健康快乐为主题，集

知识性、趣味性、技巧性、安全性于

一体，活动现场欢歌笑语非常热闹，

老人们在游戏之余，老同事、以前的

老邻居、老朋友相见，互相招呼，聊

天叙旧，活动现场一片其乐融融的欢

乐景象。 

游艺会设臵了纪念奖并设臵了

抽奖环节，获得了幸运奖的自然是眉

开眼笑，没有抽上的也领了纪念奖。

幸福的笑容绽放在每个参加活动的

老人们的脸上。 

祝福天下所有的老人在新的一

年里幸福安康、颐养天年。 

退休人员信息 

西电人函„2012‟118号文件，技

术物理学院李学民，理学院于力，人

文学院贾必章、王荣生，出版社徐玲

贞、郭建明，校医院赵志红，工程训

练中心刘喜乐、李学增，科技产业集

团郭英，后勤服务集团郭富恩等 11

名同志于 2013 年 1 月 1 日起退休，

退休费从 2013年 2月 1日起算。 

西电人函„2013‟7号文件，通

信工程学院李彬生、韩学义，软件学

院刘强，教务处陈厚志，后勤处卫书

萍，图书馆石迎春，后勤服务集团李

继营、施章彦，工程训练中心尚跃兰、

杜庆香，人才交流中心吕建等 11 名

同志于 2013 年 2 月 1 日起退休，退

休费从 2013年 3月 1日起算。 

离退休工作处组织自费旅游 

阳春三月，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春

暖花开，外出踏青旅游的好时节，根

据离退休工作处 2013 年工作计划，

应广大离退休人员旅游爱好者的要

求，为了丰富广大离退休人员的生

活，由学校离退休工作处和西安国旅

联合组织自费旅游活动，通过几天来

的报名，已经组成由离退休人员和家

属参加的 36 人赴蜀南竹海重庆武隆

双卧 5 日游旅游团，于 3 月 14 日出

团。 

为满足广大离退休人员旅游爱

好者不同出游线路的要求，离退休工

作处还将联合西安国旅推出台湾直

航特价八日游，周边两日游等特色出

游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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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情山水陶冶身心 

——记旅行家赵世昂先生 

我校离休干部赵世昂老先生，1944

年 8月参加革命，1985年 4月离职休

养，赵老一直热爱旅游，在职期间因

忙于工作，出行的机会并不多，离休

时虽然年届花甲，精力还很充沛，且

无后顾之忧，于是赵老开始了他的周

游全国之旅。 

    赵老旅行之前，要先计划好目的

地、路线、交通工具，甚至衣食住行

等细节都考虑的很周全。在过去的二

十多年中，赵老足迹几乎遍布全国，

北通黑龙江漠河的北极村、西达新疆

喀什以西的帕米尔高原苏巴什山口、

南及海南的三亚、东至黑龙江绥芬河

及兴凯湖。其国内足迹几乎覆盖全国

版图。 

赵老喜欢大自然，喜欢大自然的

鬼斧神工，无论是风光旖旎的赤水，

还是艰险无比的重庆天坑，都让赵老

流连忘返。除自然景观外，赵老也留

意很多旅行中的社会、人文现象，从

中得到许多感悟和知识。1992年去川

滇交界的泸沽湖时，该地区尚未开

发，他独自一人进入纳西族摩梭人居

住区，了解其特有的走婚习俗。 

2010年夏天，赵老的西藏之旅得

以成行，当年赵老 82 岁，一行四人

游览了世界屋脊上的布达拉宫，纳木

措湖，还继续游览了扎什伦布寺，亲

眼目睹了世界第一大峡谷一雅鲁藏

布江大峡谷和著名的南迦巴瓦峰，在

这里赵老感受到了峡谷的雄壮和幽

深，从峡谷远眺，看到了海拔 7782

米高的南迦巴瓦峰，碧蓝的蓝天下绝

壁凌云、峻峭挺拔、棱角分明的三角

体雪山顶峰分外壮观！ 

古人云：关乎天文，以察时变，

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长期如此专

业的旅行，使赵老博古通今，豁达乐

观，成为一名资深的旅行家，区域地

理活字典和一位让人崇敬的智者。 

赵老特别喜欢有关地理和旅游

方面的期刊杂志，他从 50 年代起就

开始订阅《地理知识》，后来该刊更

名为《中国国家地理》赵老续订至今， 一直爱不释手，他还订阅了其他各种



 8 

地理和旅游方面的杂志，每期都认真

阅读，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和景区门

票。赵老喜欢野外摄影，积累各种山

水风光照片一万五千多张。这是一笔

珍贵的精神财富。 

旅行丰富了赵老离休后的晚年

生活，也使赵老特别重视体育锻炼，

他每天坚持气功和校园散步活动，赵

老虽然已经 85 岁高龄，但他精神矍

铄、头脑清晰，性格开朗，心境淡泊，

赵老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他是一

位旅行家，地理通，也是一位细心的

收藏家，更是一位慈善的长者。 

随笔 

初春的早晨，空气还有些寒冷，

在薄雾和微风中，赶去上班的人们，

仍然裹紧了身上的风衣，急急地向办

公楼走去。 

突然间，觉得眼前一亮，原来

办公楼旁花园内的樱花开了，粉白的

花蕾，衬着粉红色的边，一树树的，

远远望去，宛如朝霞一般灿烂；树下，

有退休的老人在打太极拳，伴随着舒

缓轻柔的音乐，动作是那么的轻盈、

飘逸，在晨光薄雾的映衬下，仿佛琼

台仙境般若隐若现，缥缈虚无。 

望着眼前的这一切，烦躁的心

情突然释然了，工作的不顺心、生活

的不如意、身体的不舒适，纷纷远去

了，只剩下一颗澄净的心灵，一份恬

淡的性情，伴随着音乐一点点沁入身

心，令五脏六腑在它的涤荡下，慢慢

开始变得透明、纯净起来。 

 

                                  

 

 

 

 

 

征文通知 
2013年 3月-6 月，由校党委宣传部主办的“西电人.西电梦”主题征文活动开始了。 
征文内容：结合自己在西电学习、工作的经历，讲述心中的西电梦，也可以作为西

电梦的见证，讲述身边人为西电发展而奋斗的故事，也欢迎对学校教育教学及各方面的

发展各抒己见。 

征文要求：1、来稿体裁不限，字数限制在 2000 字以内；要求真人真事，提倡讲故

事、有生动的细节，提出鲜明观点或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忌空发议论。 2．来稿请注

明姓名、年龄、单位、联系方式、通信地址等个人信息，以便及时取得联系。 

投稿邮箱：news@mail.xidian.edu.cn 

  通讯地址：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西沣路兴隆段 266号，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党委宣传

部，邮编 710126，来稿请注明“西电人〃西电梦”字样。 

联系电话：029—81891716  联系人：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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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世人员信息 

施亚寒同志在西安逝世 

中国共产党党员、我校离休干部施亚寒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3年 2

月 17日在西安逝世，享年 84岁。 

徐玉杰同志在西安逝世 

原我校总务处工人徐玉杰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3 年 1 月 3 日在西

安逝世，享年 91岁。  

律启发同志在西安逝世 

中国共产党党员、我校建国前老工人律启发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3

年 2月 1日在西安逝世，享年 86岁。 

周显民同志在原籍逝世 

原我校总务处主任科员周显民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3 年 2 月 7 日

在原籍河南新野县逝世，享年 75岁。  

胡万秋同志在西安逝世 

中国共产党党员、原我校总务处工人胡万秋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3

年 2月 9日在西安逝世，享年 76岁。 

何家梁同志在西安逝世 

中国共产党党员、原我校实习工厂高级工程师何家梁同志，因病医治无效，

于 2013年 2月 14日在西安逝世，享年 77岁。 

李学干同志在西安逝世 

中国共产党党员、原我校三系教授李学干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3

年 2月 18日在西安逝世，享年 7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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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觉前，我给儿子讲故事说：“有只小鸟很孝敬老人，

它妈妈老了后，它就捉小虫子给妈妈吃。要是我老了，

你怎么做呢？” 

儿子认真地说：“我捉大虫子给妈妈吃！” 

 妈妈：“今天在学校里学了不少东西吧！” 

儿子：“不多，明天还得去。” 

 

 

开
心
一
刻 

 

老年人运动要掌握的原则 

（1）安全：由于老年人平衡和协调功能衰退，视、听、平衡能力

降低，故参与运动时首先要考虑安全，避免有危险性的项目和动作。运

动的强度、幅度不能太大，用力不能过猛，动作要简单、轻柔、舒缓。 

（2）全面：尽量选择多种运动项目和能活动全身的项目，使全身

关节、肌肉群和身体多个部位受到锻炼。注意上下肢协调运动，身体左

右侧对称运动，并注意使颈、肩、髋、膝、踝、肘、腕及手指、脚趾等

各个关节和相应各个肌肉群，眼、耳、鼻、舌、齿经常运动。 

（3）自然：老年人运动方式应自然、简便，不宜做负重憋气、过

分用力、头部旋转摇晃的运动，尤其对有动脉硬化和血压高的老年人，

更应避免。憋气时因胸腔的压力增高，回心血量和脑供血减少，易发生

头晕目眩，甚至昏厥；憋气完毕，回心血骤然增加，血压升高，易发生

脑血管意外。头部旋转摇晃可能会使血液过多流向头部，当恢复正常体

位，血液快速流向躯干和下肢，脑部缺血，出现两眼发黑，站立不稳，

容易摔倒。 

（4）适度：老年人应根据自身的生理特点和健康状况选择适当的

运动强度、时间和频率。最好坚持每天锻炼，户外活动时间至少半小时，

最好 1小时。运动强度要量力而行，以轻微出汗、自我感觉舒适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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