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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退休第五次党员代表大会 

胜利闭幕 

6月 19日下午，中国共产党西安

电子科技大学离退休第五次代表大

会在离退休人员活动中心胜利闭幕。 

下午 3时，大会在全体代表齐唱

《国歌》声中开始。大会由秘书长王

瑞红主持。 

在主席台就坐的有校党委副书

记龙建成，校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蒋舜浩，校党委组织部部长邓卓峰，

宣传部副部长吴秀霞，以及离退休工

作处的部门领导。 

龙建成代表学校党委讲话，他对

离退休党员第五次代表大会隆重召

开表示热烈祝贺，向与会代表并通过

他们向全体离退休同志致以诚挚的

问候和良好的祝愿，并预祝大会取得

圆满成功。他对离退休党委近年来所

做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并就学校当

前在教学、科研、就业，以及实现华

山学者计划、质量提升计划、学科拓

展提升计划、大学文化建设计划等方

面做了简要介绍。 

借此机会，龙建成对即将产生的

新一届离退休党委班子提出了四点

希望。一是不断加强党建和思想政治

工作，特别是要重视基层党支部建设

工作；二是充分发挥离退休老同志的

积极性，进一步促进学校又好又快的

发展；三是认真做好对离退休老同志

的服务工作；四是创新思路，凝聚正

能量，不断开拓离退休工作新局面。 

离退休党委书记车纯代表离退

休第四届党委会向大会作了题为《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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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科学发展，以稳定为大局，创建以

人为本，促进社会和谐的离退休工作

新局面》的报告。 

大会号召全校各离退休党支部、离退

休共产党员和离退休人员紧密团结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

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

臶，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学

习贯彻十八大精神，在校党委的正确

领导下，充分发挥离退休党委的作

用，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有效的

措施和更加务实的行动，坚持科学发

展，以稳定为大局，创建以人为本，

促进社会和谐的离退休工作新局面。 

大会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西

安电子科技大学离退休第四届党委

工作报告和纪委工作报告以及党费

收缴使用管理的报告。 

大会应到代表 159人，实到 138

人，符合有关规定。代表们以无记名

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党委委

员 11人，纪委委员 5人。校党委组

织部对大会进行了全程指导和监督。 

下午 5时，在庄严的《国际歌》

乐曲声中，中国共产党西安电子科技

大学离退休第五次代表大会胜利闭

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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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领导就西电精神表述征求 

离退休人员意见 

     6月 18日上午，校党委副书

记龙建成在离退休人员活动中心，就

西电精神的表述举办座谈会，征求老

同志的意见和建议。座谈会由离退休

党委书记、离退休工作处处长车纯主

持。 

会上，龙建成介绍了学校对西电

精神的提炼情况，阐发了自己对于

“大学”以及“西电精神”的理解，

提出了对西电精神的思考，并对学校

在教学、科研方面的动向和进展，以

及大学生就业等情况进行了较全面

的通报。 

离退休老校领导、老教授，了解

校史方面的老干部等 10人，以及校

党委宣传部部长强建周、广电中心主

任秦明、网络新闻中心主任高巍巍参

加了座谈会。 

 

学校慰问生活困难的老党员 

“七一”前夕，受校党委组织部

委托，带着党的关怀与温暖，离退休

党委书记车纯及部分工作人员走访

慰问了我校5位因病致生活困难的老

党员，向他们送上节日的祝福与问

候。 

车纯逐户将慰问金送到被慰问

的老党员手中，叮嘱老人保重身体，

不要为生活而烦恼，有困难及时向离

退休党委反映。并嘱咐说学校时刻关

注和关心着他们，离退休党委将全心

全意为老党员排忧解难，为他们创造

更好的条件，让他们老有所养、老有

所乐，能够幸福的安享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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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勤系统与离退休代表举行 

面对面座谈会 

6月 14日下午，后勤服务保障面

对面座谈会在离退休工作处会议室

召开，后勤集团总经理赵成生，离退

休工作处处长车纯，副处长王瑞红，

后勤服务集团副总经理曹辉、马尚

俊，副书记王凯，后勤处管理科科长

马博等与离退休两委委员、代表组

长、住户代表就后勤服务保障方面的

话题进行了深入座谈。会议由离退休

处处长车纯主持。 

座谈会上，离退休代表依次发

言，提出了关于改善社区环境、增设

便民设施、合理调整开放地热水时

间、改善旧楼管道设施、科学改进物

业工作形式、治理院内车辆乱停乱

放、加强高层楼宇进出人员监控、修

缮公共厕所、加强社区巡逻、清理野

广告、加强宠物饲养管理、更加科学

地增加停车位等多个方面的建议和

意见。 

与会后勤系统人员详细记录了

老同志们提出的意见建议。赵成生对

大家提出的意见建议逐条进行了分

析或解释，并明确表态，服务方和服

务对象之间的目标是一致的，对于当

下能做到的将马上落实，不到位的地

方会尽快整改，条件不具备的也会臵

前规划，力求逐步改善，实现新的突

破。 

后勤集团办公室、物业服务总公

司、一站式服务中心、运输中心等相

关单位负责人也参加了会议，认真听

取了意见建议，并表示将尽快落实相

关要求，改进工作。 

 

后勤处出资修缮老干部活动场所 

5、6月份，后勤处出资万余元对

老干部活动室（家属院内）门窗、饮

水设备、卫生间以及 55 号楼前的报

箱等公共设施进行了维修和更换，进

一步改善了离退休人员活动、娱乐的

条件，老同志们的活动场所变得更加

舒适、方便、整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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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老教授协会四届四次理事会

暨表彰大会在宝鸡文理学院召开 

4月 23至 24日，陕西省老教授

协会四届四次理事会暨表彰大会在

宝鸡文理学院召开，参加会议的有省

老教授协会的正副会长、秘书长、理

事单位和部分高校的离退休处领导

共计 80余人。我校原党委书记、省

老教授协会副会长、我校老教授协会

会长李立教授，原校离退休处处长、

校老教授协会秘书长李治敏参加了

会议。 

    此次大会审议通过了省老教授

协会 2012年工作报告，表彰了一批

先进集体和个人，听取了李立书记关

于学习十八大精神的辅导报告，分组

讨论了老教授协会工作报告和经验

交流，提出了 2013年工作思路，听

取了有关领导讲话和宝鸡文理学院

书记兼院长王志刚就如何做好老同

志工作的经验介绍。 

 

 

教育部关工委调研组来陕西调研 

6月 18日上午，教育部关工委陕

西调研工作座谈会在西安止园饭店

召开。教育部关工委秘书长赵晖、副

秘书长张勇、来启华，陕西省教育厅

老干处处长张朝、省教育关工委主任

井侃，以及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

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陕西师范

大学、西北大学、西安航空学院等六

所高校关工委负责人参加了座谈会。 

会上，赵晖充分肯定了陕西高校

关工委工作所做出的成绩，提出了今

后工作的主要方向和要求，并对各高

校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做了解释和说

明。 

井侃及各高校关工委负责同志

先后汇报了本单位关心下一代工作

情况，并反映了关工委工作中遇到的

难题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好的

建议和意见。 

我校关工委秘书长李治敏，离退

休工作处副处长王渝秦参加了座谈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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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丰富老同志精神文化活

动，增强老同志之间的情感交流，4

月至 6月份，离退休党委、离退休工

作处组织老同志开展了一系列文化

体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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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前夕，校党委组织部表

彰了一批先进基层党组织和个人。其

中离退休党委获得表彰的先进集体

和个人有： 

先进基层党委（1个）： 

离退休党委 

先进党支部（2个）： 

离退休第 24号楼党支部 

离退休第 69号楼党支部 

优秀共产党员（5名）： 

宋君良   周橹   张玉珍 

李维东   李力 

优秀党支部书记（2 名）： 

王鹏程  胡春燕 

优秀党务工作者（1 名）： 

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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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君良同志先进事迹 

宋君良是我们支部评选的优秀

共产党员，他一贯热爱党，热爱社会

主义祖国，热爱人民，他为人正直，

品质优秀。在职期间爱岗敬业，勤奋

努力工作，曾连续多年被评为先进工

作者，退休后他能够融入离退休党组

织，积极参加离退休党委布臵的学习

科学发展观和争先创优活动，认真学

习、深刻领会党的十八大报告新思

想，新部署，新亮点，领悟党的先进

性所在。他积极参加党支部组织的学

习和各项活动，从不请假，按时到会，

按时交纳党费。和本支部党员相处融

洽。退休以来，他曾经积极向汶川、

玉树和山阳等灾区小学多次捐钱捐

物，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心系灾区

人民，关心他人的优秀品德。 

宋君良同志能积极参加老年大

学劲松艺术团的活动，为庆祝建党九

十周年和校庆八十周年，学校举办唱 

 

红歌比赛，老年大学合唱团红歌缺少

男低音团员，宋君良同志自己主动担

任男低音团员，为了把男低音唱好，

他和其他男低音团员一起，花费了大

量的时间刻苦排练，在大家的努力

下，老年合唱团代表全校离退休人员

参加了学校举办的红歌比赛，受到了

全校好评。宋君良同志还随学校老年

合唱团一起，代表学校两次参加了西

工大举行的“陕西省高校合唱联谊

会”比赛，获得了好评。宋君良同志

用歌声表达了一个老共产党员对中

国共产党的无限热爱，对西电的热

爱，为西电赢得了荣誉。 

2012年元月，离退休工作处在学

校大礼堂举办了“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离退休人员迎新春文艺晚会”，宋君

良同志身穿燕尾服，和其他 12 名离

退休老同志一起登台跳起了老年“探

戈”舞，舞出了老党员多姿多彩的人

生和对美好生活的热爱。 

宋君良同志退休后，仍然能够以

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时刻

注意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密切联

系群众，乐于帮助人，周围同志无论

谁有什么困难，宋君良同志都热心帮

助。2008年廖万玉同志身体不好时常

闹病，他经常去看望和出手相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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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万玉临终前的住院期间，宋君良同

志放弃自己家的事情，在医院整整守

护了廖万玉二十个昼夜。此外宋君良

同志还经常为行动不便的老人代买

菜、拿东西等，这充分体现了一个优

秀共产党员关心群众疾苦，助人为乐

的优秀品质，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了

自己应有的贡献。 

（59-67号楼党支部供稿） 

 

69 号楼党支部先进事迹  

69号楼党支部是于 2006年组建

起来的。现有离退休党员 40 名，支

委 3名。 

一、党员的党性强，组织纪律性

更强。 

党支部每次召开党员全体会，传

达上级精神时，党员同志绝大部分都

能按时到会，40名党员每次到会至少

在 35 人以上，缺席人员都能及时请

假，充分体现了老党员较强的组织纪

律性。每个季度收缴党费时，组织委

员杨守兰为了方便广大党员交党费，

每次都在一楼门厅坐等两天，提醒广

大党员及时交纳党费，同时听取每个

党员的意见和要求，了解每位党员的

困难，从而做到心中有数，为今后有

针对性采取帮扶措施打好基础。 

二、积极组织党员开展创先争优

活动 

党支部一班子经常做党员思想

工作，及时把学校和离退休党委的各

项工作传达到每个党员，同时号召大

家以积极向上、充满活力的心态认真

对待学习和生活，并带动和影响了周

围一大批群众，真正做到“老有所乐、

老有所为”。如离退休党员李俊峰同

志已经 80 多岁了，仍然坚持每天打

乒乓球锻炼身体；又如马军、郭云、

楼道嵩、朱儒荣等同志也都能积极参

加离退休人员各类娱乐活动，特别是

史耀宗同志身体行动不太方便，但仍

积极参加合唱团练习。通过这些活

动，增强了老同志之间的情感交流，

促进了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三、互帮互助，积极主动关心党

员群众的家庭和生活困难 

赵复同志和陈军本同志生病住

院期间，三名支委主动到医院慰问和

看望。陈军本病危期间，老伴李玉松

心情不好，三名支委多次与她谈心，

出主意帮助解决困难，使老李感到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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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暖。这两位老同志去世之后，老伴

生活有困难，特别是赵复的老伴（老

杨）身体不好，眼睛也不好，支委刘

淑珍帮助解决暖气不热问题，帮助打

电话、放气，支委杨守兰帮助请保姆

等。离退休党员李俊峰多次帮助赵复

家领东西并送到家中。在党员们的带

动下，邻里间这种互帮互助，互敬互

爱的好传统蔚然成风，党群关系也变

得更加融洽、和谐。 

四、关心国家大事、支援灾区人

民 

玉树地区地震受灾时，支部组织

全体党员积极响应学校号召，踊跃捐

款，38名党员共捐款 3620元，其中

赵复同志捐了300元，是捐款最多的，

虽然钱不多，但代表了老党员的心

意，为灾区人民做一点贡献。2010

年 10 月全体党员又为山阳县西岭乡

三合小学灾后重建捐款 2680 元，充

分表现出老党员对灾区青少年的关

怀。 

五、积极贯彻勤俭节约建校园的

精神 

为了活跃支部党员和群众的文

化生活，想办法为大家办好事办实

事，本着勤俭节约的原则，在支委刘

淑珍同志的倡议下，在出版社和离退

休工作处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利用旧

书架、旧座椅、下架的旧书刊杂志等，

在 69 号楼一楼门厅办了一个“阅览

室”，让这些杂志书刊继续为大家服

务。既做到了“旧物再利用”，又为

丰富群众文化精神生活提供了便利。

截止目前，阅览室已有 289册各类杂

志书刊，十多把椅子，支部党员和群

众都能在闲暇时坐在那里看看书报

杂志，活跃一下文化生活，群众反映

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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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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 

李朝政 

 

回忆是老者常有的思想活动，

回忆能带来甘甜，回忆不是一味的怀

旧，而是从中提取正能量，让我们更

好的走向未来！我曾在我校实习工厂

当过宣传干事，虽然厂址早已荡然无

存，但发生在那里的人和事却常让我

想起。 

实习工厂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

发展过程，始终显示着它是一个生机

勃勃、团结友爱、不断奋进的战斗集

体。这除了党的正确领导之外，是与

这个厂充实的文化氛围密切相关的。

工厂的主要领导大都是现役军人，而

工人全是普通百姓，但军民平等，官

民一致，一直是工厂的良好厂风。上

世纪 60 年代初困难时期，每辆自行

车后架上夹着一把铁锹，厂领导和工

人同骑自行车远奔草滩开荒种地的

场景永远让人难以忘怀。一次，工厂

全体人员去学校大荔农场劳动，厂政

委任德威肝疼，他却爬在地里，一手

压着肝部，一手和工人们一起拔草，

这情景永远令人感动。工厂领导一直

重视对工人的文化教育和技术培训，

派工人出去参加技术观摩活动是常

有的事；副厂长刘风中多次在厂内开

办文化学习班，不断提高工人文化程

度。后来他又在工厂举办 721工大，

以此提高工人的文化和技术素养。现

老校区原工厂所在地的西山墙里还

留有 721工大教室仅存的小楼，这大

概是实习工厂稀有的遗物了吧。在那

个信息传播渠道极少的年代，为了开

阔工人的时政视野，工厂当时还规

定，每周二中午全厂人员提前 20 分

钟到厂进行集体读报。工厂还经常开

展多种多样的文体活动，以此活跃职

工的身心。每周六下午全厂人员 4点

半提前下班集体学唱革命歌曲，逢年

过节定要举办文艺晚会，木工马师傅

的魔术、张志廉的独唱都是保留节

目。除此之外，工厂还以厂部、各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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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为比赛单位，经常组织象棋、篮球、

排球、乒乓球比赛。工厂四合院中有

个球场，还不时邀请友邻单位来此进

行球赛。每逢学校举办运动会或召开

文艺晚会，工厂都与各部系平行，组

织参赛队伍，排练文艺节目积极参赛

参演，学校的篮球、足球、乒乓球队

里，不乏工厂的优秀运动员。机修钳

工朱可义师傅的外号就叫“马拉松”，

他参加马拉松比赛是在全校享有盛

名的。厂里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去学

校演出，曾受到学校多次好评。丰富

多彩的文体生活，是一种文化启迪，

也是很好的精神食粮，它陶冶了职工

的情操，激发了人们的工作热情，增

进了人与人之间的友情。那个时候人

们很讲究团结互助，按规定领到的稀

有副食票，自己往往舍不得食用，见

谁特需就会毫不犹豫的送给谁，人与

人之间的关系十分融洽，很少有是非

恩怨。这种浓郁的文化氛围，是实习

工厂不断创造业绩，圆满完成教学、

科研、生产任务的可靠保证。 

〃感悟〃 

◆人生犹如一部试卷，这试卷上

有很多题目，需要我们去求解，去寻

求答案。当我们有了第一道题的答案

后，这道题就算解决了，我们就要去

解决下面的一些题目，从而引领我们

的生活继续向前，你不能总在第一道

题上纠缠。人不能总生活在一个结点

上，旅程还远，要朝向未来！有人不

快乐的原因就是老在一个问题上纠

结，不知道安静的呆在房子里和自己

心平气和的相处，我们要的是排解，

不要去储存恩怨，自寻烦恼！ 

◆人有生理循环系统，这个系统

要不断吸收，不断加工，不断排泄，

人才能保持健全的体魄和生命。光吸

收不加工，尤其不排泄，人会憋死的！ 

人的思想领域，也要有循环系统，也

要不断吸收，不断加工，不断排泄。

尤其要把那些槽糕的、烦心的、痛苦

的情绪，随时排泄掉！只有这样，我

们才会天天开心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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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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人员信息 

西电人函„2013‟23号文件，

外国语学院赵葆青、张化勇，工会

王跃捷，图书馆崔江宁，保卫处独

志胜，工程训练中心邵念勤，后勤

服务集团张冬萍，科技产业集团王

慰杰，附属中学张志栋等 9名同志

于 2013 年 4 月 1 日起退休，退休

费从 2013年 5月 1 日起算。 

西电人字„2013‟36号文件，

电子工程学院陈瑞林，保卫处郭随

元，党政办刘晶秀，校医院张小玲，

后勤服务集团刘小莉、倪伟、何生

茂等 7 名同志于 2013 年 5 月起退

休，退休费从 2013 年 6 月 1 日起

算。 

西电人字„2013‟6 号文件，

电子工程学院赵中奇，基建处沙育

珊，后勤服务集团李迈进，工程训

练中心梦庆安、彭晓军等 5名同志

于 2013 年 6 月 1 日起退休，退休

费从 2013年 7月 1 日起算。 

西电人字„2013‟21号文件，

计算机学院王西成，人文学院尚志

明，外事处刘存利，学生工作处张

海燕、科技产业集团刘莉等 5名同

志于 2013 年 7 月 1 日起退休，退

休费从 2013年 8月 1日起算。 

 

去世人员信息 
尹超立同志在西安去世 

中国共产党党员、校离休干部
尹超立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3 年 6 月 21日在西安去世，享
年 84岁。 

孟兆囤同志在西安去世 
中国共产党党员、我校退休工

人孟兆囤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3 年 4 月 18日在西安去世，享
年 90岁。 

荆秀玲同志在西安去世 
中国共产党党员、退休工人荆

秀玲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3
年 4月 29日在西安去世，享年 72
岁。 

王国钧同志在西安去世 
中国共产党党员、退休干部王

国钧同志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3 年 5 月 19日在西安去世，享
年 72岁。 

刘秋侠同志在西安去世 
我校退休工人刘秋侠同志，因

病医治无效，于 2013 年 5 月 26日
在西安去世，享年 75岁。 

何振邦同志在西安去世 
中国共产党党员、我校退休干

部何振邦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3 年 5 月 31日在西安去世，享
年 82岁。 

阮德生同志在西安去世 
中国共产党党员、我校退休干

部阮德生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3 年 6 月 19日在西安去世，享
年 76岁。 

冯宝祥同志去世 
中国共产党党员、我校退休干

部冯宝祥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3年 7月 1日去世，享年 7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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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峡谷空中走廊 

美国大峡谷空中走廊（Grand Canyon Skywalk），被喻为“世界第八大奇

景”。该空中走廊以独特的玻璃制成，悬空于科罗拉多河 1219米之上，向大

峡谷悬崖以外延伸 21.34米，可承载相 当于 71架满员波音

747飞机的重量，游客站在大峡谷空中走廊，可以 720度的角度欣赏大峡谷

奇观。大峡谷空中走廊自 2007年 3月开放以来，迅速成为美国著名的观光景

点之一。当选由美国权威《旅游休闲》（Travel & Leisure）杂志评选的“2012

最佳新地标（Best New Land-marks）”，并位居“最佳新桥梁建筑（Top New 

Bridges）”类别票选首位。 

除了凌空的玻璃空中走廊外，旁边还将建起一座占地 3万平方尺的游客

中心，而建造该中心的石块将从当地采集。 

景区的门票近 50美元，要亲身踏足走廊，还需多付 25美元，旅客会获

赠一双保护鞋，每次只能逗留 15分钟。 

 
 

 
  

 

 
 

 

 

 

 

  隔壁有个 4岁超萌的小男孩。他妈教他数数。 

伸一根手指说这是 1，他跟着说 1。 

然后他妈伸两根手指说这是 2，他跟着说 2。 

然后他妈妈伸出一根手指问这是几？他认真地说

“几”„„ 

开
心
一
刻 

http://baike.baidu.com/view/10691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25266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726223.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