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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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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简讯

离退休工作处举办国际国内形势报

告会 

6月 8日下午，离退休工作处在

离退休人员活动中心举办国际国内

形势报告会，邀请我校原党委书记李

立教授，为离退休人员作题为《形势

漫谈一家言》专场报告。 

李立教授结合国际、国内的政治、

经济形势，从美国金融危机、欧债危

机、日本地震引起的海啸导致核泄漏

对世界的影响、利比亚战争、叙利亚

局势、中东格局等多角度，在政治、

经济和战略思维方面谈了自己的一

些认识和观点，接着从我国周边情况

及南海局势，国与国之间交往出现的

小国欺负大国、富国求助穷国、政治

经济背道而驰等一些怪现象做了详

尽的分析。 

报告会由离退休党委书记、处长

李治敏主持。离退休各党支部书记、

委员，以及老领导、老专家等 150多

人参加了报告会。 

处领导看望慰问生病住院老同志 

端午节及“七一”前夕，离退休

工作处处长李治敏、副处长栾利安、

黄付宁带领工作人员，分别来到校医

院、省医院、西京医院、西交大医附

院住院病房，看望慰问了在那里住院

的近 40名老同志，详细了解他们的

病情和治疗情况，并代表学校祝他们

节日愉快，给他们送上慰问品，鼓励

他们要积极配合医院治疗，争取早日

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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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简讯

陕西省教育系统老干部工作会议在

榆林召开 

2012年 5月 25日，陕西省教育系

统老干部工作会议在榆林召开，陕西

省教育厅离退处处长张朝、副处长王

亚丽出席会议。我校李治敏、栾利安、

王渝秦三名同志和来自全省各高等

学校的离退处处长，厅属中等专业学

校、厅属单位老干工作部门负责同志

100多人参加了会议。张朝处长向大

会作工作报告，会议由王亚丽副处长

主持。 

张朝处长全面回顾总结了 2011

年全省教育系统老干部工作。他指

出，2011年各高校、各单位以纪念建

党 90周年为主题，认真落实老干部

工作各项政策，组织开展了丰富多采

的文化、体育活动，表达了教育系统

离退休老同志对党的热爱、感激之

情，展示了老同志丰采，提高了老同

志对老干部工作的满意度。就 2012

年老干部工作，张处长要求，一是要

进一步加强老干部政治思想工作，让

老同志以满腔热情迎接党的十八大

召开。二是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

动，大力发挥老干部推动科学发展的

积极作用。三是继续积极抓好老干部

各项待遇的落实工作。四是全面总结

教育系统老干部工作丰富经验，主动

研究老干部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

题。 

西北工业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

学、西北大学离退处分别代表学校大

会发言。李治敏处长以创建活动中心

为载体全面推动我校离退休工作为

题作了大会经验交流。 

 



 4 

 

                                                                                                                                              

工作简讯

离退休党委召开副处级以上干部会，

传达中央有关文件精神，通报学校有

关情况 

按照陕西省委办公厅通知和学

校党委安排，6月 2日下午，离退休

党委在离退休人员活动中心召开了

副处级以上干部及副高以上职称退

休教师会议，130 多位老同志参加了

会议。会议传达了中央有关文件精

神，并就学校近期主要工作及离退休

工作进行通报。会议由离退休党委书

记、处长李治敏主持。 

会上，李治敏书记按照校党委要

求，首先传达了《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央纪律检查委

员会关于刘志军严重违纪违法案件

查处情况的通报〉的通知》精神。铁

道部原部长、党组书记刘志军因严重

违纪，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例》等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议研

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

定给予刘志军开除党籍处分，待召开

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给

予刘志军开除的行政处分由监察部

按程序报国务院审批后，另行做出；

收缴其违纪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

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会议还通报

了我校近期涉及到离退休人员方面

的情况。 

端午节前夕，离退休工作处人员

代校工会为全校近 1800 余名离退休

人员发放了粽子、绿豆糕等物品。 

 

    6 月 14、15日，离退休工作处

与西安国旅合作组织了龙潭大峡谷、

黄河小浪底自费 2日游，有 30余名

老同志参加了此次旅游活动。 

 

 

 

 

 

 

 

 

 退休人员信息 
 

西电人函[2012]48 号文件，
技术物理学院陈克勤，后勤服务
集团卓春青、薛来柱，工程训练
中心张成元，科技产业集团马红，
图书馆樊兴芬等 6 名同志于 2012
年 6月 1日起退休，退休费从 2012
年 7 月 1 日起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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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简讯

2012 年度离退休人员体检工作圆满

结束 

2012年度离退休人员体检工作，

在学校领导的关心下，在校医院和离

退休工作处领导及相关科室的协调

配合、周密部署下，历时近 3个月，

已圆满结束。 

此次体检共有 1672人参加了常

规健康检查，732人进行了妇科检查。

检查项目包括 B超、内科、血常规等

十余项。体检过程中，校医院的医护

人员对检查出的不同情况和问题及

时进行了处理，认真填写《健康查体

结果通知单》，详细记述检查的结果

和要注意的事项，并以书面报告形式

通知本人，使每位参加体检的人员都

能够做到心中有数，进行有针对性的

治疗和保养。 

图为工作人员正在按工资号分发体检《健

康查体结果通知单》 

2012 年度上半年象棋比赛圆满结束 

6月 13日，2012年度上半年离

退休人员象棋比赛分别在老干部活

动室和离退休人员活动中心举行。共

有 90余名老同志参加了此次比赛。 

 

校老年大学学员作品入选陕西省老

年大学书画摄影联展获优异成绩 

2012年 5月，由陕西省   主办

的陕西省老年大学书画摄影联展在

西安开展，我校老年大学学员何芳

利、穆利亚、郭克乐、卢敏、安锡怀、

王英杰、王文平等七位老师的作品入

选此次联展，其中何芳利老师的《相

约世园》、穆利亚老师的《大桥下》

及郭克乐老师的《石榴娃娃》获得联

展一等奖。 

 

 

 

 

 

 

 

 

金益民同志在西安逝世 
中国共产党党员、原校财务处处长

金益民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2
年 6月 12日在西安逝世，享年 64 岁。 

  
马传虎同志在西安逝世 

原校保卫处职工马传虎同志，因病
医治无效，于 2012年 6月 12日在西安
逝世，享年 74 岁。  

 
贺汉安同志在西安逝世 

中国共产党党员、原产业集团职工
贺汉安同志，因病无效，于 2012 年 6
月 20日在西安逝世，享年 5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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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风采（摘自西电校园新闻）

81级硕士研究生入学 30周年纪念座

谈会在北校区举行 

6月 3日上午，我校 81级硕士研

究生入学 30 周年纪念座谈会在北校

区行政楼第三会议室召开。81级研究

生导师代表肖国镇、蔡希尧、樊昌信、

叶尚辉、汪茂光、赵树芗、王厚生、

张以杰 8位老教授参加了座谈会。 

座谈会上，校友们畅所欲言，回

忆起 30 年前孜孜求学的情景，感慨

万千，纷纷对母校和导师的谆谆教诲

表示由衷感谢。当年的导师为各位校

友在各个领域、各个单位取得的优异

成绩表示欣慰，希望各位校友在今后

的工作与生活中，继续发扬当年艰苦

奋斗的精神，取得更大的成就。 

  

1 系 771 班校友毕业 30 周年座谈会

在西电宾馆举行 

6月 2日上午， 1系 771班校友

毕业 30 周年座谈会在西电宾馆二楼

会议室隆重召开。校长、校友总会会

长段宝岩院士应邀参加了聚会。通信

工程学院老教师陆心如教授、肖国镇

教授以及院长张海林教授一同参加

了座谈。 

段宝岩校长代表学校对校友们

的归来表示热烈欢迎，对校友们在各

自领域取得的成绩表示由衷的祝贺，

并向校友们介绍了学校发展现状及

校友总会工作情况。张海林院长就学

院相关情况向校友们进行了详细介

绍，欢迎大家常回来看看。 

校友们相互介绍了自己毕业后

的工作和生活经历，表达了心系母

校、感怀师恩、情系同窗的深情厚谊，

座谈会气氛热烈而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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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生与保健 
中老年人防暑小贴士 

一、科学饮食  

由于气温的升高，有些老人会出现食欲不振，营养吸收减少。为了增强食欲，老

人们可适当食用些姜、醋、大蒜等醒脾健胃之品，最好少食辛辣荤腻之品，常喝清凉

生津饮料，有益解暑降温。此外，膳食应现做现吃，若有剩饭菜要再次烧煮后方可食

用，多吃热食，少吃冷食。在烹调菜肴及制作凉拌菜时应放点醋。瓜果食前要认真清

洗，然后用开水烫一下再食。    

二、防止曝晒   

在烈日当空的夏季，老人应尽量防止日光的过度照射，高温时段尽量不要外出，

需要外出时应戴宽边帽，用遮阳伞、戴太阳镜，对身体不能遮盖暴露的部位要涂些防

晒护肤品。    

三、多饮水  

要养成爱饮水的良好习惯，即使不渴也要饮一些水，成人一般每天需饮水 1500

至 2000毫升。其中以凉开水为主，辅以奶类、果汁、茶水等。另外，夏天出汗多后，

钠盐的排量增加，因此，在喝开水的同时，最好加点食盐。    

四、勤换勤洗 

家中晚辈在夏季应替老人选择既凉爽又透气的丝棉服装，这种衣料，使积累在身

体周围的热空气易于散发，而温度较低的空气又能不断流入，会使老人人感到凉爽。

衣衫、内裤、裙子等夏装应做到每日一换，衣服的颜色要浅，通风散汗性能好，比如

棉制的老头衫或裙服短裤等。  

五、减少劳累  

劳动或运动量不宜过大，特别要避免在上午 10时后和下午 4时前气温高时在烈日

下活动。室外锻炼宜在清晨和傍晚气温稍降低时进行。  

六、避免激动  

老年人在炎夏尤应保持情绪稳定， 戒躁戒怒。  

七、注意通风 

老年人的居室应常打开门窗通风，但要注意不要久站在穿堂风外尤其大汗时，以

防感冒。高温天气， 上午应关好门窗， 减少热气袭人， 早晚再打开通风。但是无论

是开窗通风还是电扇吹风，风口都不要对准老人，以防受风着凉。  

八、夏季若外出旅游，要带上遮阳帽及撑阳伞  

 一天中阳光里紫外线最强的时间是上午十点到下午三点，这段时间不宜外出。  

总之，人们常说“心静自然凉”，在高温天气，老人们要保持情绪乐观豁达，这既

是夏日维护身心健康的法宝，也是老年生活幸福美满的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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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堵车长达几小时后，一哥们终于无法忍受，只看见他暴跳如雷的

打开车门，拉开后备箱，从里面拿出一根长长的木棍。所有堵车的

人吃惊的看着他，只见他大骂着把地上一只蜗牛敲的粉碎，一边敲

一边骂着：“看你还敢跟踪我！" 

 奶奶 80多岁了，有一天我出门时她问我到哪儿去？我说去斗地主。

奶奶高兴了，她随手拿起一把铁锹，说：“带上我，我也去！ 

开
心
一
刻 

 

好醋才保健 
醋不仅是调味佳品，还具有软化血管等作用，所以近年来跻身保健品行列，越来越多

的人喜欢吃醋。吃醋的前提是选择好醋，只有吃好醋，才能起到真正的保健作用。 

怎样选醋呢？首先拿起瓶醋，先看看瓶底是否有沉淀物，有，则是用粮食酿制的。再

看看沉淀物那条线，越是均匀、细腻、平直，说明储存的时间越长。一般来说，储存的时

间和醋的味道成正比，当然价格也成正比。 

然后看瓶上的商标，主要成分介绍栏里有没有“苯甲酸钠”。现在有的厂家，为了保

持醋瓶子底有沉淀物，又要降低成本，就将粮食酿造醋和勾兑醋混在一起出售。但是这样

的醋非常容易变质，于是里面就要加上防腐剂-苯甲酸钠。 

所以，选择瓶底有沉淀物，成分中无苯甲酸钠，储存年头稍长的醋是最好的。 

 
一些西药的妙用窍门 

1.家庭贮藏植物油要注意防水、避光和密闭。如果在每 500 克植物油中放入 1 片维生

素 E,搅拌均匀，然后密封瓶口，臵于避光环境中，可使植物油贮藏 1至 2年不变质。 

  2.给正在开花的花卉浇一次溶有阿司匹林药物的水，可以延缓鲜花凋谢。每 500 至

1000克水加 1片压成粉状的阿司匹林，用其浇花，即可延长花期 3至 5天。 

  3.吃鱼时不留心，细小的鱼刺常会卡住喉头。这时可取维生素 C1 片，放在嘴内含化

后徐徐咽下，数分钟后，鱼刺就会软化消除。 

  4.脚臭严重的人，将土霉素研成细末，涂抹在脚趾缝里，每次用量 1至 2片，可减轻

脚臭。 

  5.腋臭患者，将腋窝用温水洗净，剪掉腋毛，然后用十滴水适量涂擦患处，每日数次，

可减轻或消除腋臭。 

6.冻疮初起，皮肤红肿发痒，可用十滴水涂擦患处，每日三次，一般五天内即可治愈。 

7.衣物上沾有高锰酸钾污迹，可用 1 片维生素 C，蘸水在污迹处轻擦，污迹即可被去

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