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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退休党委举办十八大精神 

宣讲暨党支部工作培训会 

4月 10日下午，离退休党委举办

了党的十八大精神宣讲暨党支部工

作培训会，邀请了学校十八大精神宣

讲团成员禹海霞博士作了题为“以苏

为鉴，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党的建设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

的报告。离退休“两委”委员、党支

部书记、委员，各社团组织负责人，

以及全体工作人员约150人参加了会

议。会议由离退休党委书记、处长车

纯主持。 

 

禹海霞博士在报告中分析了十

八大召开的国内外环境背景，解读了

十八大的主题和主要成果，阐述了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和进一步深化改革

的目标。禹海霞博士认为前苏联的解

体是其国内外多种政治因素造成的，

但改革的失败是其重要原因之一。以

苏为鉴，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过程中，必须坚持深化改革，并抓住

合适的时机，讲究改革速度、力度与

社会可承受程度的结合，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车纯代表离退休党委对禹海霞

博士精彩的报告表示感谢。他说，今

天是我们各支部换届选举后的第一

次会议，是新任党支部书记、委员的

培训会议，希望大家将学习与党建工

作有机的结合起来，认真贯彻十八大

精神，做好支部工作。在近期，党委

还将继续组织开展学习、考察等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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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望大家全力支持，做好离退休党

建工作。 

 

 

 

离退休工作处领导看望 

住院老同志 

4月 2日，离退休党委书记、处

长车纯带领相关人员，先后到校医

院、省医院、交大医附院、友谊医院，

看望住院的离退休老同志 26人，带

去浓浓情谊，把慰问品送到病人手

中，祝愿他们安心养病早日康复。 

在病床前，车纯亲切地与住院病

人交谈，细心地询问他们的病情和治

疗情况，鼓励他们树立信心，配合医

生好好治疗，战胜疾病，调养好身体，

争取早日康复。并叮嘱家属照顾好病

人，让病人安心养病、早日出院。 

 

 

 

 2013 年离退休人员春游活动 

圆满结束 

 

3月 26日至 28日，离退休工作

处组织我校离退休人员分 3批 11车

次到青龙寺和唐苑春游，近 550名老

同志兴致勃勃地参加了春游活动。 

春游前，处领导带领相关科室工

作人员进行了现场踏勘，妥善安排行

车路线和午餐地点。春游活动中，工

作人员认真做好现场组织服务工作，

老同志上车、下车均有工作人员守

候、搀扶。并安排医生携带晕车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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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急救药品全程服务，尽量让老同

志感到舒适，确保春游活动安全。 

 

老同志们沐浴着温暖的阳光，欣

赏了各种樱花，徜徉在宁静的唐苑

中，时不时拿出相机拍照留念。他们

畅谈幸福的晚年生活，一路欢声笑

语，感受到了春天带来的勃勃生机，

增进了身心健康，加深了老朋友之间

的交流和友谊。 

 

 

蜀南竹海、重庆武隆五日游圆满      

结  束 

3 月 14日至 19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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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由我处和

西安国旅联合组织的蜀南竹海、重庆

武隆双卧 5日自费游活动圆满结束。 

3 月 14日下午，在处工作人员

与导游的陪同下，我校离退休人员和

家属共 37 人成团出发。在赴渝的列

车上，大家一边欣赏窗外崇山峻岭的

优美景色，一边谈笑风生。 

次日中午，旅游团乘大巴车到达

位于四川南部的宜宾市境内的国家

AAAA 级景区“蜀南竹海”。大家体验

了“千年茂林曲境幽”的意境，参观

了中国最大的“竹文化博物馆”，游

览了“七彩飞瀑”瀑布群。 

     第三天，大家又游览了“翡翠

长廊”，登上观海楼，欣赏了竹海全

貌，蜀南竹海除了富有清丽古朴的自

然景色外，还有“竹海明珠”之称的

佛教、道教合一的宗教文化胜地—

“仙寓洞、天宝寨”，体会“一夫当

关、万夫莫开”的气势，参观“三十

六计”石刻浮雕忆古通今；悠久的历

史文物古迹掩映在青山绿水之间，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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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南竹海之旅更富神秘与远离尘世

之情趣。 

 

第四天，大家乘车游览了重庆武

隆的天女山国家级森林公园，游览了

武隆天生三桥景区以其壮丽而独特

的“三桥夹两坑”景观称奇于世，世

界最大天生桥群和世界第二大天坑

群相映生辉，坑与坑之间以桥洞相

望，桥与桥之间以坑相连，规模宏大，

气势磅礴，瑰丽壮观。晚饭后大家欣

赏了山城重庆的迷人夜景。 

第五天上午大家踏上返程的列

车，于当日晚上 10点安全返回学校。 

 

 

 

离退休工作处老领导看望慰问

异地安臵老同志 

 

2013 年 4 月 9 日、10 日，我校

原离退休党委书记、离退休工作处处

长李治敏、副处长栾利安、黄付宁以

及处工作人员一行四人，代表学校及

离退休党委、离退休工作处，驱车前

往蓝田、临潼、渭南等地看望慰问我

校在省内异地安臵的 7 位退休老同

志，送去学校和领导对他们的关怀和

问候。 

每到一位老同志的家中，李治敏

同志都和他们亲切交谈，向他们介绍

学校的建设发展现状，了解他们的家

庭及生活状况。当看到他们都身体健

康、家庭和睦，生活幸福时，大家真

诚地表达了自己的祝福和祝愿，并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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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慰问品。异地安臵的老同志和家属

们热情接待了来自学校的老同事并

一再感谢组织、感谢学校对他们的关

心和惦记。 

 

退休人员信息 

西电人函„2013‟13号文件，通

信工程学院璩柏青、计财处董黎娜，

后勤服务集团商跃丽，出版社陈维

安，人才交流中心朱如俊等 5名同志

于 2013 年 3 月 1 日起退休，退休费

从 2013年 4月 1日起算。 

 

去世人员信息 

王巍然同志在西安去世 

中国共产党党员、离休干部王巍

然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3年 3

月 7日在西安去世，享年 80岁。 

 

李正修同志在西安去世 

我校退休干部李正修同志，因病

医治无效，于 2013 年 3 月 9 日在西

安去世，享年 69岁。 

 

曾富润同志在西安去世 

中国共产党党员、退休干部曾富

润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3年 3

月 24日在西安去世，享年 83岁。 

 

杜文同志在西安去世 

中国共产党党员、离休干部杜文

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3 年 3

月 28日在西安去世，享年 83岁。 

 

刘志祥同志在西安去世 

我校退休工人刘志祥同志，因病

医治无效，于 2013年 3月 24日在西

安去世，享年 79岁。 

 

征稿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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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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壶口瀑布》岸边…… 

        李朝政（图文） 

    涛涛的黄河水， 

    从广阔的河床上涌来， 

    像千万匹骏马在奔驰！ 

    突然！ 

    河床在此收成了壶口， 

    还折断成十丈深沟。 

    千万匹骏马， 

    从紧收的口子处跌下深沟， 

    拥挤着 咆哮着…… 

    在千米长的龙沟里拼杀格斗！ 

    听！ 

    隆隆震耳的声响， 

    像千万头雄狮在怒吼！ 

    看！ 

    高高腾起的水雾， 

    似万军厮杀的硝烟。 

    黄河啊！母亲， 

    您在这里尽显壮观！ 

 

   迎着斜阳， 

   水雾里映着彩虹， 

   陕晋两岸， 

   观光的人群鼓锣喧天！ 

   各式相机在咔嚓， 

   无数录像在拍摄。 

   在两岸的峭壁上， 

   簇拥着穿红挂绿的儿女， 

   他们在欢呼 在雀跃， 

   神采飞扬 心情激荡！ 

   黄河啊！母亲， 

   您在这里尽显阳光！ 

 

 

作者简介：李朝政，我校退休干部，44 号

楼党支部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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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归来话宝岛 

     董建中 

人称：“台湾是中国的中国最美

丽的地方！”当我们身临其境，果真

有此感受，近两年来，两次赴台旅游

和探亲，观赏了台湾著名的自然风

光，也初步体察了台湾的人文、地理、

风俗、民情。深感台湾是名副其实的

宝岛，台湾同胞是我们血肉相连的骨

肉兄弟。 

一、 台湾是“海上明珠”和“绿

色宝岛” 

台湾的面积仅有 3.6 万平方公

理，一个陕西省等于五个半台湾省。

台湾东濒太平洋，西隔海峡与福建省

相望，是海上明珠。地跨热带与亚热

带，阳光充足，雨量充沛，土地肥沃，

物产丰富，经济发展迅速，被称为“亚

洲四小龙”之一。台湾的自然资源丰

富，有金、铜、煤、硫磺等矿产。生

物资源繁多，森林面积占全岛二分之

一以上，被称为“绿色宝岛”。尤其

名贵树木——红桧树是台湾的一宝，

树高可达 60 米以上，是制造船舰、

高级家具的最佳原料。我们在阿里山

参观时，正好有运木材的专用火车从

山上经过，讲解员说，那列火车的车

厢就是用红桧制作的。我们走在红桧

木林中，看到一个个露出地面的、早

已枯干的、粗大的木墩子，讲解员说，

这就是日本统治台湾时期，大量砍伐

红桧木的佐证。 

我们到过台北、台南、高雄、基

隆等城市，看到各地都呈现出一片繁

荣发达的景象。尤其是台北市的 101

大楼，楼高（含天线）508 米，建筑

面积 11.6 万平方米，为全世界第二

大高楼，内部的电梯上升速度、多方

位的景观设备和减缓高楼摇晃幅度

的设备等，都是世界一流的。 

二、台湾同胞文明礼貌、亲切热

情 

我们旅行团的人说，台湾的山

好、水好、环境好、气候好，人更好！

在台湾游山玩水固然是一种享受，就

是走在繁华街道上，也让人心情舒

畅。人车相遇，绝对是车让人。街道

干净如洗，看不到随地吐痰、抛弃垃

圾等现象。街道上汽车来往如流，行

人络绎不断，但几乎听不到汽车的喇

叭声和行人的喧哗声。 

如果游客向当地人寻问什么事

情，或者有事相求时，只要他们能办

到的，便热情帮助。在金门旅游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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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眼镜腿上的一个小螺丝掉了，为

了修理眼镜，因为对环境不熟悉，在

大街上走了很长一段路，也没有找到

眼镜店。无奈之下进了一家文具店，

想买一个回形针，固定一下。当老板

和售货员知道我们的来意，知道我们

是来自大陆的游客后，便主动热情帮

助。他们用工具从回形针上剪下一

段，经过细心敲打，终于把眼镜修好

了，我们深感谢意并付报酬，但对方

坚持不收。 

 三、和平统一台湾乃大势所趋 

自 2008年海峡两岸“三通”以来，

两岸同胞各种方式的来往日益密切。

两岸同胞本来就是同根同源，两岸有

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文化，共同的血

脉，这一切就把两岸同胞紧紧地联系

在一起了。据台湾媒体报导：2013

年春节期间，正月初四这一天，到日

月潭观光的大陆游客突破 3万人次；

到野柳地质公园观光的大陆游客，

2011年达 192万人次，2012年突破

了 250万人次。大陆赴台的人潮，促

使了台湾的交通、旅游、餐饮、住宿、

食品、轻工等的发展和对大陆的依赖

程度。如台湾的凤梨酥、宜兰饼，本

来就是当地的特产，宋楚瑜访问大陆

时，送给胡锦涛的礼物就是两盒凤梨

酥。大陆去台的游客也都购买凤梨

酥，作为馈赠亲友的礼品。此外，台

商到大陆投资和寻根探亲的人以及

大陆到台湾旅游、寻亲和经商的人，

也越来越多，他们都希望台湾早日和

平统一，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任何人想把台湾与大陆分裂开来是

不可能得逞的。       

 

董建中夫妇在台合影 

 
作者简介：董建中同志系我校离休干部，

教授，学校关心下一代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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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转发教育部思政司《关于在全国高校组织开展“我的中国梦”主

题征文活动的通知》的通知 

 

各分党委、各相关单位：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扎实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宣

传教育，正确引导广大师生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伟大

“中国梦”而发奋学习、不懈奋斗，教育部党组在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组织

开展“我的中国梦”主题教育活动，学校将按照教育部《关于在全国高校

组织开展“我的中国梦”主题征文活动的通知》（教思政司函〔2013〕12

号，见附件）（以下简称《通知》）精神的要求，统一组织活动。 

请各分党委、各相关单位根据《通知》中关于征文活动的要求积极组

织师生参加，征文稿件由各分党委、各相关单位初审后，统一以电子版形

式发送至 dpwei@xidian.edu.cn。邮件主题请标明“我的中国梦”字样，

注明作者姓名、单位、联系电话及电子邮箱。学校将对各单位选送文章进

行评选，并将优秀作品推荐参加教育部组织的征文活动。 

征文报送截止日期为 2013年 9月 6日。 

联系人：魏德平 

联系电话：81891716 

党委宣传部 

2013年 3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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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关于在全国高校组织开展“我的中国梦” 

主题征文活动的通知 

教思政司函[2013]1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教育工作部门、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教育局，教育部直属各高等学校： 

  为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扎实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宣

传教育，根据《教育部党组关于在全国各级各类学校深入开展“我的中国

梦”主题教育活动的通知》的安排部署，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联合在全国

高校举办“我的中国梦”主题征文活动。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主办单位 

  教育部思政司、光明日报社理论部、人民网 

  二、征文时间 

  2013 年 3 月 20 日— 9月 20日 

  三、征文对象 

  全国高校教职员工和学生 

  四、征文要求 

  1.征文以“我的中国梦”为主题，体裁不限，题目自拟，内容围绕近

代以来中国人民坎坷追梦历程的深刻启示，围绕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

革开放 30年以来的辉煌成就和宝贵经验，用文字记录和讲述亲历亲见的

“中国梦”，体现和反映广大师生的爱国之心、强国之愿、报国之志，强

化对自身责任和使命的认识，树立实干兴邦精神，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光荣梦想。 

  2.征文字数 4000以内。 

  3.征文须为作者本人原创，严禁抄袭、剽窃。 

  五、投稿方式及要求 

  1.单位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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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高校可分别组织开展“我的中国梦”征文活动，将征集的优秀作品

通过邮箱，分批向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邮箱：wdzgm@people.cn ）

报送。报送时需附单位名称、单位联系人姓名、联系方式（座机、手机）

等。 

  2.个人投稿 

  方式一  邮箱提交：投稿请将征文电子版发送至电子邮箱： 

wdzgm@people.cn ，并在标题中注明“我的中国梦”征文字样，文章结尾

处留下作者真实姓名、联系人姓名、通讯地址、联系电话和电子邮箱（来

稿一律不退）。 

  方式二 邮寄：可将作品直接寄至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 2号人民网•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信封注明“我的中国梦”征文字样），邮政编码：100733，

截止日期以邮戳为准。所有来稿请注明真实姓名、所在学校、通讯地址、

邮编及联系电话（来稿一律不退）。 

  六、征文评选 

  本次征文活动设一等奖 10名，二等奖 20名，三等奖 40名，优秀奖

60 名，优秀组织奖 5 名。获奖者将由主办单位颁发荣誉证书。获奖文章

将陆续在《光明日报》、人民网、光明网等报刊、网络择优刊发。 

  七、有关要求 

  1.本次主题征文活动是各级各类学校深入开展“我的中国梦”主题教

育系列活动的重要内容，各省级教育工作部门要高度重视，广泛动员，认

真组织本地区高校师生参加征文活动。 

  2.各地各高校要结合本校实际，以征文活动为契机，引导广大师生将

个人的前途命运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结合起来，为实现国家富强、民

族复兴、人民幸福的伟大“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联 系 人：杨 娟（人民网）  

  联系电话：010-65368358  

电子邮箱：wdzgm@people.cn 

 

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 

      2013 年 3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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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邻居忘了带钥匙，从我家阳台翻过去，在屋里找到钥匙后又翻

回来， 再打开自家房门。更令人叫绝的是， 我自始至终在阳台接

应着，未觉有不妥之处。 唉！我俩的脑袋肯定被同一个门缝挤过。 

     中午去存钱，排队时一美女在后面问 我：“存钱是吗?”“恩!”

“我正好要取钱， 反正你要存，不如把钱给我，咋俩就不用排队了。”

我想想觉得有理，于是把钱给她了。 

 

 

开
心
一
刻 

      

老年人旅游注意事项 

旅游，不仅是中、青年的专利，也是老年人所喜爱的活动项目，人到晚

年，心境悠然，更钟情于返璞归真。此外，旅游也是一项很好的健身运动，

漫步于山间小径，融化于翠绿之中，既赏心悦目，又能活动筋骨、延年益寿。

但是老人外出旅游要因人而异，不能过度劳累，否则适得其反。那么，老人

旅游应该注意什么？   

  一、选择适宜的季节。 

  二、选择适宜的景点。我国地域广阔，山川秀丽，拥有众多的名山秀水。

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宜少游山，多玩水，多游古典园林，因为游山免不了

要登高涉险，老年人的腿脚毕竟不如年轻人利索。若游古典园林，赏玩湖光

水色，便无攀登之劳。  

  三、结伴同行。 

四、携带一些必要的药品。  

五、携带衣服适当。  

  六、旅游时间适度。一般以一星期为宜。  

  此外，旅游途中还应妥善保管好钱物，注意饮食卫生，睡眠时间充足等。

总而言之，希望老人们在旅游时不仅能饱览大好风景，而且还能获得身心的

和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