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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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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学校领导开展专题调研听取离退休

老领导意见建议 

西电新闻网讯（记者 杨舒丹 实习

记者 王舒平）9 月 24 日，党委书记

陈治亚、校长郑晓静来到离退休工作

处开展调研，与我校离退休老领导进

行座谈交流。原学校领导井连庚、蒋

炳煌、涂益杰、李立、孙嘉修、陈秋

芳、曹天顺、蔡自成、傅丰林、李汝

峰参加了座谈会。调研座谈会由党委

副书记龙建成主持。 

  在听取了离退休工作处处长李

治敏的简要工作汇报之后，陈治亚、

郑晓静与离退休老领导围绕学校建

设与发展，从顶层设计、人才培养、

学科建设、科学研究、领导班子建设、

教师队伍建设、干部队伍建设等方面

进行了深入的座谈交流。调研座谈会

从下午 3 时 30 分开始，一直持续到

近 7时才结束。 

  在认真听取了离退休老领导的

意见和建议后，郑晓静发表讲话。她

对老领导长期以来对学校发展做出

的贡献表示敬意和感谢。她说，西电

要积极推进协同创新，把握机遇，把

协同创新作为开展各项工作的落脚

点和发展动力。    

  郑晓静说，学校要进一步提高教

学、科研和管理服务质量，进一步推

进民主治校，将规模化发展转化为内

涵式发展，稳步提升教学质量、教师

质量和学生质量，努力将教师培养成

大师，将学生培养成才。 

郑晓静说，学校要继续开拓进

取，艰苦奋斗，进一步拓宽视野、解

放思想、转变观念，思考如何站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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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前沿，提升学校的学术话语权，思

考如何随着国家高等教育改革发展

的步伐加快学校发展，使西电更好地

迈进现代化大学建设的行列。 

郑晓静表示，当前学校将进一步

规范教学秩序，不断优化教学环境。

进一步加强教职工岗位考核、绩效考

核、团队考核和单位考核，充分发挥

考核杠杆的作用，使教师有适合自己

发展的舞台和空间。大力加强制度建

设，进一步理顺机制，明确各部门职

能分工，把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岗

位。稳步提高学校实力，努力营造崇

尚学术、追求卓越的良好氛围；通过

广泛宣传，扩大学校知名度，不断提

升学校影响力。 

郑晓静最后说，刚才听取了离退

休处工作汇报后，我认为历届领导班

子和党政各部门对离退休工作非常

关心，做了很多具体工作。离退休处

同志积极进取，尽心尽力工作，赢得

了大家的普遍好评。她希望离退休工

作处要进一步强化服务意识，提高服 

务能力，进一步发挥老领导、老同志

的传、帮、带作用，使其真正实现老

有所为，用自己的热心、细心、耐心

和爱心更好地服务西电。 

 

 

 

 

 

 

 

 

 

 

 

 

 

 

 

 

 

 退休人员信息 
 

西电人函[2012]60 号文件，
审计室卢萍、校医院于雁颃、后
勤服务集团李杰、冯志亚等 4 名
同志于 2012 年 7 月 1 日起退休，
退休费从 2012 年 8 月 1 日起算。 

 
西电人函[2012]64 号文件，

电院王亚军，微电院李亚琴，长
安学院王欣，高教所杜希民，图
书馆牛海云、党兆英、于力，出
版社杨斌，后勤集团郑琛、栗富
荣，科技产业集团丁桂弟等 11 名
同志于 2012 年 8 月 1 日起退休，
退休费从 2012 年 9 月 1 日起算。 

 
西电人函[2012]75 号文件，

机电院贺镝飞，理学院朱立忠，
微电院张鹤鸣，研究生院齐敏，
后勤集团贾余刚，工训中心赵建
民、辛秀丽，科技产业集团张建
民、赵妍、付连伟等 10 名同志于
2012 年 9 月 1 日起退休，退休费
从 2012 年 10 月 1 日起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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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西北地区高校离退休工作研

讨会在陕西杨凌召开 

9 月 23日至 26日，教育部西北

地区高校离退休工作研讨会在陕西

杨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召开。教育部

离退休干部局副局长谢志敏，陕西省

委老干部局副局长范万廷，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副校长钱永华，教育部离退

休干部局组织人事处处长高莉娜，陕

西省委老干部局政治待遇处处长韩

权智，陕西省教育厅离退处处长张

朝，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

学、长安大学、兰州大学、西北工业

大学、西北大学、兰州理工大学、西

北师范大学、西安科技大学、杨凌职

业技术学院以及受邀参加会议的内

蒙古大学、宁夏大学、新疆大学、新

疆农业大学、青海大学等高校负责离

退休工作的部门负责人共 40 余人参

加了会议。会议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党委副书记徐养福主持。 

会议伊始，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副

校长钱永华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欢迎

词，谢志敏副局长、范万廷副局长等

分别发表了重要讲话，西北工业大学

离退休工作处、陕西师范大学离退休

工作处在会上作了交流发言。 

与会代表就新时期加强离退休

干部党支部建设，以及进一步加强新

形势下离退休干部工作的新思路、新

途径、新经验等方面进行了座谈交

流，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行了总

结和探讨。 

我处撰写的《提高思想认识，增

强服务观念，为老干部发挥作用当好

铺路石》一文参加了大会的交流讨

论。 

 

校老年大学 2012 年度 

秋季培训班如期开学 

9月初，校老年大学 2012年度秋

季培训班如期开学。为了尽可能满足

离退休老同志不同的学习要求，老年

大学通过多方协调，从师资、时间、

场地等方面保证了培训班的正常教

学。截止目前，舞蹈、时装表演、声

乐、书法、绘画、电脑、二胡、胡芦

丝、摄影等 17个初、高级培训班均

已顺利开班，有 400余名离退休老同

志报名参加了各类学习和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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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退休党委、离退休工作处召开“两

委”委员、支部书记工作会议 

9月 14日上午，离退休党委、离

退休工作处“两委”委员、支部书记

工作会议，离退休党委书记、处长李

治敏，副处长栾利安、黄付宁，离退

休“两委”委员、各党支部书记、支

部委员，以及全体工作人员 100多人

参加了会议，会议由李治敏主持。 

会议首先由副处长栾利安、黄付

宁分别传达了《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2012年下半年重点工作安排》和《离

退休党委、离退休工作处 2012 年下

半年工作计划》，并结合实际，具体

部署了离退休党委、离退休工作处下

半年的主要工作。 

李治敏与大家一起学习了陈治

亚书记、郑晓静校长在下半年工作会

议上的讲话精神。传达了学校稳定工

作会议精神、相关文件材料以及省教

育厅的要求。通报了学校地铁改造项

目、教工住房产权过渡等工作进展情

况。并就老同志提出的生活补贴兑现

问题、离休干部医药费报销问题、社

区安全卫生及部分楼房暖气不热等

问题进行了解释。 

李治敏要求各支部书记、委员认

真排查离退休人员中存在的问题，高

度关注网络舆情，发现问题及时上

报，及时排解；配合学校加强学生思

想教育；各科室要做好信访工作；强

化对重点人物和重点群体的管理。 

李治敏在最后说道，新的学期，

新的班子，新的气象，新的希望，我

们学校已迎来了一个最好的发展时

期，学校的发展，关系着每一个离退

休老同志的切身利益，因此，我们要

号召、宣传、引导全校老同志为学校

的发展献计献策，贡献余热，教育自

己的子女、家人、学生，为学校做出

应有的贡献，以各自的行动维护学校

的稳定，建设和谐美丽的校园。 

 

校图书馆为离退休人员活动 

中心捐赠图书 

9月份，校图书馆为离退休人员

活动中心、老干部活动室赠送了价值

7000余元的图书。目前，两个阅览室

藏书已达千余册，基本满足了广大离

退休老同志的阅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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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退休老领导参加 2012 级新生军训

汇报预演 

9 月 13 日上午，2012 级新生军

训汇报预演在南校区硬化操场进行，

5300余名新生同学身着绿色军装，精

神抖擞、昂首列队，接受了领导们的

检阅。原校领导井连庚、蒋炳煌、涂

益杰、孙嘉修，现校党委副书记、军

训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龙建成，中国人

民解放军68261部队副部队长李生虎

中校，以及离退休工作处处长李治

敏，副处长栾利安、黄付宁，军训旅

旅长郭件名，新生部部长辛庄等参加

了军训汇报预演。 

2012 年度下半年离退休人员麻将比

赛圆满结束 

9月 5日至 6日，2012年度下半

年离退休人员麻将比赛分别在离退

休人员活动中心、老干部活动室举

行，共有 420余名离退休老同志报名

参加了此次比赛。经过二天激烈角

逐，李俊、王林等 16人获得算番组

的优胜奖。李朝政、刘晶华等 190多

人获平和组优胜奖。赛后离退休工作

处给每位参赛人员分发了奖品和纪

念品。 

 

 

 
 

 

 

 

 

 
 

 

 
 

 

 
 

 

 

郭肇民同志在西安逝世 
中国共产党党员、原校成人教育学院正处级离休干部郭肇民同志，因病医治无效，

于 2012年 7月 12日在西安逝世，享年 81岁。 
 

余雄南同志在西安逝世 
原校二系教授余雄南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2年 7月 13日在西安逝世，享

年 80岁。  
 

战继满同志在西安逝世 
原校总务处职工战继满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2 年 8 月 3 日在西安逝世，

享年 83岁。 
 

王恩桐同志在西安逝世 
原校总务处职工王恩桐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2 年 8月 16日在西安逝世，

享年 91岁。  
 

刘国恒同志在西安逝世 
原校九系教授刘国恒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2年 9月 10日在西安逝世，享

年 76岁。  
 

杨洽同志在西安逝世 
原校一系副教授杨洽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2年 9月 11日在西安逝世，享

年 7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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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退休工作处开展秋季防火 

安全检查活动 

    根据西电保字[2012] 4 号文件

《关于下发〈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秋季

防火安全检查工作实施方案〉的通

知》要求，离退休分党委书记兼处长

李治敏于 9 月 21 日组织全处工作人

员认真传达学习了通知精神，要求大

家要充分认识消防安全工作的重大

意义，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提高防

范意识。明确要求所有工作人员，要

严格按照规章制度，加强检查；要求

每位值班的同志和消防安全责任人

一起负责，坚持做到下班后关水、关

电，锁好门窗，确保安全检查无误后，

方可离开。 

随后，处领导与工作人员一起对

我处办公室、娱乐活动室、库房以及

室外活动场所、消防设施等进行了一

次全面细致的安全大检查，消除了安

全隐患，确保了安全稳定。 

  

离退休工作处组织洋县自费游 

9月 12、13日，离退休工作处与

西安国旅合作组织我校 25 名离退休

人员到陕西洋县自费二日游。大家游

览了华阳古镇，观看了大熊猫、金丝

猴、朱鹮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通过

了解当地风土人情，开阔了眼界，陶

冶了性情。 

 

9 月 26日，离退休工作处处长

李治敏、副处长黄付宁带领相关工作

人员分别到陕西省人民医院、校医院

看望慰问曲克泮、赵荣仁等近 30名

生病住院的离退休老同志，给他们送

上了组织的关怀和慰问品。 

 

9 月 27 日，离退休工作处全体

工作人员配合校工会为 1900 余名离

退休人员发放了米、油等生活福利

品。 

 

    9月份，离退休工作处分别协助

学工处、工会举办多场招聘会、工作

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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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生与保健 

秋天早晨喝蜂蜜水最健康 

  秋天最大的气候特点就是干燥，而蜂蜜能润燥，所以非常适合秋天服

用。喝蜂蜜的时间推荐选择早晨，因为早晨喝蜂蜜，可以快速补充体能，

让一天有充足的精神。 

  可是脾胃虚寒的人不要一起床马上就喝，而应该先吃些东西再喝，例

如可以在早餐里喝蜂蜜水，或者是把蜂蜜抹在馒头或面包上吃，切忌空腹

喝蜂蜜，会造成拉肚子。 

   同时，蜂蜜的种类很多，包括槐花蜜、桂花蜜、枣花蜜等等，而不

同花制成的蜂蜜，功效上还有些差异，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可以根据自身

需要挑选最适合的。 

  想漂亮用桂花蜜 

  桂花蜜有“金芙蓉”之称，是爱美女士的首选，因为它的润肤、养颜

效果比较好。 

  爱上火吃洋槐蜜 

  爱上火的人，秋天容易口干舌燥，有上火症状的，最好选择洋槐蜜，

因为它的润肺、去燥效果非常好。 

  身体弱吃枣花蜜 

 枣花蜜颜色偏深，果糖含量高，微量元素含量尤为丰富，具有安神、补

血的功效，所以是中老年妇女儿童和体弱者的理想食品。 

 

 

     

 

http://ypk.39.net/yaopin/zyc/buxuyao/b0540.html
http://zzk.39.net/zz/fubu/aa3bb.html
http://spk.39.net/shipin/liangshi/lsjgp/e043b.html
http://spk.39.net/shipin/liangshi/lsjgp/e0afc.html
http://ypk.39.net/zcy/zxy/7e709.html
http://ypk.39.net/zcy/zkht/7e57e.html
http://spk.39.net/shipin/tldfl/e0f92.html
http://zzk.39.net/zz/toubu/kou/aa6f7.html
http://ypk.39.net/yaopin/djzsjphjyyy/yyy/799f5.html
http://ypk.39.net/yaopin/djzsjphjyyy/wss/7bc4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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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居室装修注意事项大全（一） 
(一) 色彩要素 

首先,老年居室的色彩要避免单调,宜用比较温暖的色彩烘托出亲近祥和的意境。其

次,老人视觉退化故整体颜色不宜太暗,室内明度应比其他年龄段的使用者高一些,但要避

免使用大面积的深颜色以防止有闷重的感觉。再次,色彩设计应偏重采用古朴、平和、沉

着的室内装饰色,可用米色、淡黄色等暖色来代替苍白无力、没有感情的白色。最后,对于

心态童真、性格开朗的老人,设计时要脱凡而不俗,内容应相应丰富和多元化,尽量改变以

往“五白一灰”的状况,可调用小面积的亮色搭配,力求淡雅、柔和而不失生气;而对于追

求时尚、热爱生活的老人,在居室配饰上要重点精心设计,如墙壁粉刷柔和色的涂料后再贴

上颜色鲜明的各种较为个性、张扬的壁纸、壁布、壁毡,地面铺上木地板或地毯。 

从医学的角度来说,老人机体功能的衰退会导致一些如白内障、心脑血管老化、视觉

系统老化等老年疾病,这决定了老人喜爱宁静、整洁、安逸、柔和的居室环境,所以老年居

室的色彩不宜使用过于鲜艳、刺激的颜色,以防在生理上对老年人的视觉系统造成负担,

在心理上导致紧张情绪。设计时应该根据老年人的生理和心理特点,选用一些朴素而深沉,

高雅而宁静的色彩,如米白、浅灰、浅蓝、浅棕、深褐等色来调节平衡,利于休息和睡眠,

消除疲劳,平息调养。 

    (二)材料要素 

    首先,在装修选材时少用大理石、花岗岩等放射性石材。天然大理石坚硬,特别是在北

方的寒冷季节,坚硬光滑的地面让人感觉冰冷和肌肉收缩。其次,地面材料应注意防滑,以

采用木质或塑胶材料为佳;局部铺地毯容易边缘翘起,常会给老人行走和轮椅行进造成干

扰;使用有强烈凹凸花纹的地面材料往往令老人产生错觉和不安定感,应避免选用。再次,

墙面涂料应选用无苯乳胶漆,不宜采用有毒、易燃材料,墙阳角宜为圆弧。最后,可用木材

作为主要的饰面甚至是结构材料,既安全美观,又坚固耐用,而且具有可再利用性,还避免

了空洞和单调,用这种温暖、人性化、贴近自然的材料来代替冷冰冰的白灰,使人感觉到亲

切和愉悦,平整光亮的木材很适合老年人的心理。 

（三）陈设要素 

1、居室摆设要“怡情”。老年居室主要是以休闲、睡眠、休息为目的,应避免放臵过

多的饰品以保持居室干净、整齐;而适宜的摆设可以带来恬静、舒适的感觉,如中国传统的

书画、匾联、文房四宝以及挂屏等陈设艺术品,不仅可以参与自由灵活的空间组合,同时也

能够反映主人的文化修养和审美情趣。老年人经历几十年的漫长生涯,积累下很多珍贵的

纪念品、照片以及心爱之物,并希望对别人展示。这些物品不仅帮助老人回忆过去,也使老

人在回忆中获得快乐、安全感和满足感。所以在设计时要考虑提供此类摆设的地方,让老

人觉得有属于自己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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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 70岁的大妈开着一部车载着 3个也是大妈级的老人缓缓的开在省道上。

交通警察把她拦下来说：“大妈，你开这么慢，会影响交通的。”  

开车的大妈讲：“那个招牌不是写 20吗？”  

交通警察说：“那是 20号公路啦！”  

开车的大妈说：“喔！喔！那是几号公路而不是限速喔！”  

交通警察说：“对啦，疑？你后面另外 3个大妈怎么脸色这么难看？”  

开车的大妈回答：“我们刚刚从 245号公路开过来的！”  

  

开
心
一
刻 

 

老年人居室装修注意事项大全（二） 
2.家具选择要合理。在老年居室内,可以使用固定的隔断和隔扇,还可以使用可移动的

屏风和半开敞的罩、博古架等与家具相结合,这些对于组织室内空间起着增加层次和深度

的作用。值得注意的地方是:有的老年人腿脚不方便,在选择家具时应予以充分考虑。为避

免磕碰,那些方正见棱见角的家具应越少越好。家具的造型不宜复杂,以简洁实用为主,室

内家具宜沿房间墙面周边放臵,避免突出的家具挡道。可按均衡对称的方式沿墙布臵,在心

理上给老人以安全稳固的感受。老年床的床垫一般选用软硬适中,透气性好的棕垫为宜;

钢丝床太窄不适合老人。老人的床铺高低要适当,一般床高以45cm至55cm为宜,便于上下、

睡卧以及卧床时自取床下的日用品时避免扭伤摔伤。如使用轮椅,应注意在床前留出足够

的供轮椅旋转和护理人员操作的空间。老人床的床头应安装应急铃和电话装臵,使老人在

困难时能召人前来,床头柜应存放药品、手纸和其他用品。 

（四)光影要素 

老年居室应尽可能使用自然光,而人工光环境设计则应按基础照明和装饰照明相结合

的方案来进行设计。老人对于照度的要求比年轻人要高 2～3 倍。因此, 室内除设臵一般

照明,还应设臵局部照明,居室内合适的灯光会营造一个柔和的空间。老年居室的照明要根

据房间的大小合理设计,室内建议采用高效能的暖色调灯具,并要注意其使用寿命及是否

易更换,一般 15平方米的房间照度在 45～60W。需要注意的是灯光要柔和、温馨、有变化,

避免采用室内中央的唯一大灯,光线勿太强或过白,因为这种灯光常使室内显得呆板无生

气。老年人一般起夜较勤,所以晚上的灯光强弱要适中。夜间使用的床头灯、壁灯等,可以

设计成触摸式的感应灯,其照度大小可按需要调节。另外老年人一般视力不好,用于其阅

读、写字的台灯要明亮，一般用聚光灯,照度 40～60W为宜。 

从科学的角度看,色彩与光、热的协调和统一,能给老年人增添生活乐趣,令其身心愉

悦,有利于消除疲劳、带来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