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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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处领导探望慰问河南、山东异

地安臵老同志 

11 月 30 至 12 月 4日，离退休党

委书记兼离退休工作处处长李治敏、

副处长黄付宁、退休科科长王渝秦一

行三人，行程近 3000 公里，代表学

校探望慰问了我校在河南、山东 10

位异地安臵的老同志。 

每到一处，处领导与老同志促膝

谈心，详细询问他们的生活、身体、

家庭现状，了解老同志的生活需求以

及对离退休工作处的意见和建议，介

绍学校的发展与近期工作。并转达了

学校和领导对他们的问候和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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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退休教职工 2012 迎新趣味游艺会在离退休人员活动中心如期举行 

12月 28日，一年一度的离退

休教职工迎新趣味游艺会在离退休

人员活动中心如期举行。 

下午二时，老同志们便不断地来

到活动中心。一会儿功夫，十个游艺项

目前就都围满了人，大家高兴地玩耍

着，热闹着，议论着，活动中心里处处充满了老同志的欢声笑语。有的老同

志因身体原因已经三五年没有出过门，

他们坐着轮椅，在家人或老同事的陪护

下，乘坐电梯上到三楼，参加了每个游

艺项目。大家互致问候与祝福，整个场

面喜庆、吉祥，其乐融融。

截止下午五时，共有 1200余名离退

休教职工参加了此次游艺活动。活动结

束时，每位参加活动的老同志都赢得了

纪念品，有 40余名老同志还获得了一

份幸运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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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退休教职工迎新春文艺联欢会在北校区大礼堂举行 

2012年 1月 14日下午 3时，北校

区大礼堂彩带飘扬，离退休教职工迎新春

文艺联欢会在《欢聚一堂》的欢快舞曲中

拉开帷幕。校党委书记陈治亚发表热情洋

溢的新春致辞并观看了演出，校党委副

书记龙建成，校工会常务副主席刘永鹏，

离退休工作处党委书记、处长李治敏及

贺生新、栾利安、黄付宁等领导与 1000余名离退休老同志一同观看了演出。 

☆ 离退休工作处免费为全校教职工及离退休老同志书写春联 

龙年春节到来之际，离退休工作

处开展龙年送春联活动，邀校书画协

会撰写特色春联，同赞美好生活，为

我校广大教职工及离退休老同志送

上新春祝福。 

本次免费书写春联共 500多幅，所需

的纸、墨均由离退休工作处提供。对书

画协会会员们热情免费义写春联的服

务，老同志们表示了由衷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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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工会慰问住院教职工及离退休同志 

1月 18日上午，学校党委副书记兼工会主席

龙建成，工会常务副主席刘永鹏，离退休党委

书记兼处长李治敏，看望因病住院的 30多名教

职工及离退休同志。 

龙书记一行来到校医院，在医院领导的陪

同下，看望因病住院的教职工及离退休同志，

代表学校党委、行政向他们送去新春的问候，祝福他们新年愉快、身体健康、

家庭幸福。 

☆ 春节前夕，学校党委拨专款二万元用于慰问困难教职工 

    春节即将到来之际，学校党委拨专款二

万元用于慰问困难教职工。 

  1 月 10 日上午，离退休工作处全体工作

人员在处长李

治敏、副处长栾

利安、黄付宁的

带领下，代表学校分别看望慰问了 60余名家庭生

活困难的老同志，给他们送去了米、油等慰问品。   

 

☆ 春节前夕，校党委慰问建国前老党员 

1月 11日上午，校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蒋

舜浩，统战部副部长独国社，在离退休工作处副

处长栾利安及离休干部科同志的陪同下，来到建

国前入党的老党员家中，为他们送去慰问。 

当日，共慰问建国前入党的老党员计 79人，

发放慰问金 30000余元，把党的关怀及时送到他们的心坎上，让老党员感受到

组织的关怀和学校党政领导的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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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举办离退休人员迎新春座谈会 

1 月 16 日上午，离退休人员迎新春座

谈会在离退休人员活动中心举行。校党委书

记陈治亚、校长段宝岩、副书记龙建成，以

及党政办、组织部、宣传部、人事处、国资

处、财务处、医院、后勤处、后勤集团、离

退休工作处等单位领导，与 30 名离退休干

部、教师、职工代表进行了座谈。会议由离退休党委书记兼处长李治敏主持。 

李治敏首先简要介绍了目前我校离退休人员情况，并将 2011 年离退休党

委和离退休处工作进行了简要汇报；对学校领导及全校教职员工对离退休工作

一贯的支持和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校党委书记陈治亚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对长期以来

给学校工作做出重大贡献和一贯支持学校工作的离退休老同

志表示感谢，祝大家新年愉快，身体健康！并希望每位老干

部工作者，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之心，树立全心全意为

老同志服务的思想，积极为广大离退休人员营造良好的生活

环境，促进学校发展，推进和谐校园建设。 

段宝岩校长在会上简要介绍了 2011年工作情况。他说，

在过去的一年，我校在新兴学科建设、对外扩展、教学科研、

新校区发展、后勤管理等方面都有较大的进展，在今后将进

一步培养更多的高端人才，开源节流，抓住新机遇，迎接新

挑战，在新的一年做出更好地成绩，取得更大的发展。 

多位老同志先后发言，他们肯定了学校和离退休工作处

在 2011年所做的工作，同时，也希望学校领导要进一步加强

人才建设，在新形势下再接再厉,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 

龙建成最后做了总结发言，他肯定了老同志提出的意见

和建议，并表示学校将加大力度全方位做好离退休工作。希

望老同志今后能够继续关心、支持学校的工作，积极发挥余

热，为我校全面建设做出新贡献。 



 7 

     

                                                                                                                                               

☆     元旦前夕，离退休工作处全体工作人员为 1880 余名离退休人员发

放了米、油、苹果等福利品。 

☆     12 月 16 日下午，陕西高校教授合唱团十周年团庆在离退休人员活

动中心举行，陕西省高校老教授协会负责人、陕西省教育厅离退休处、

西电科大离退休处等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了庆祝会。 

☆     12 月 6日下午，我校离休干部王铭慈同志应选培办及离退休工作处

邀请，为全体国防生作了一场以红色人生为主题的报告会。此次报告会

是选培办与离退休工作处共同组织的国防生红色教育系列活动之一。今

后，双方还将采取更多不同的教育形式，使红色精神和革命传统在国防

生中得到进一步的传承和发扬。 

☆     12 月 27 日晚，由校工会主办的 2012 迎新文艺晚会在北校区大礼堂

隆重举行。学校党政有关领导出席了晚会并致辞。由我校离退休教职工

组成的时装队在晚会上进行了精彩的表演。 

☆     12 月 30 日晚，校医院在离退休人员活动中心举办了第二届迎新卡

拉 OK 大赛，大家欢聚一堂，在美妙的歌声和优美的舞姿中迎接即将到

来的龙年，祝福未来的生活更加美好，更加幸福。 

☆     春节前夕，离退休工作处全体工作人员与前任离退休老领导举行了

联谊会。会上，李治敏处长代表大家表达了对各位老前辈、老领导的新

春祝福和美好祝愿。 

☆     12 月 30 日，离退休党委迎接校纪检工作检查，离退休党委书记李

治敏同志向校纪检委汇报了一年来的工作。 

☆     12 月 29 日至 30 日，离退休党委、离退休工作处组织全校老同志完

成了中央十八大代表和省十二届代表的选举推荐工作。 

☆     2012 年元月 12 日，西片高校老干部工作者在西工大举行了迎新联

谊座谈会，我处李治敏、栾利安、黄付宁三位领导参加会议，并做了会

议交流发言。 

☆     2012 年元月 5 日至 6 日，离退休工作处全体人员为全校 1880 余名

离退休人员发放了工会福利饺子粉、福利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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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白人到黑人区发表竞选演说，为了赢得黑人选民的支持，演说

中他竟脱口而出：“虽然我的皮肤是白的，但心却和你们一样黑。” 

     语文课上，当讲到“文思泉涌”这个词语时，老师说：“你们写作

文时，感觉头脑中灵光一闪，什么就会源源不断地流出来了？” 

小明大梦初醒，大声说道：“脑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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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与历法 
 

“年”字的出现始于周代。在此以前，尧舜时称“载”，有天体星辰运载一周之

意；夏代称“岁”，含人长一岁，新春将临之意；商代称“祀”，表示四时已过，该

编史造册，奉祀神灵祖先了。虽然在唐肃宗时曾一度将“年”改为“载”，但为期很

短，又复称为年。年为计时单位，一直沿用到现在。春夏秋冬一个周期，称为一年，

在书面语言中，亦不时出现“载”字，显然那是受古时称谓的影响。 

年又可称为岁、载、星霜、寒暑、春秋。 

原始农业社会时期，在耕作的长期实践中，中国人民发现了四季交替的周期，

同时观测出天体运行与地上农作物生长之间的规律，即所谓“观象授时”。在二三千

年前的夏、商、周时期，就已出现了以北斗斗柄所指星象位臵的变化，用干支纪年、

月、日的办法。这就是历法的雏形。每年的第一月称正月，为岁首。夏历的正月是

现在我们所用的阴(农)历一月，即所谓“建寅孟春之月”；商代以现在的阴历十二月

为岁首,即所谓“建丑季冬之月”;周历以现在的阴历十一月为岁首，即所谓“建子

仲冬之月”；秦代用颛顼历，以现在的阴历十月为岁首，即所谓“建亥孟冬之月”；

汉代初期仍以秦历为准。直到汉武帝时，才组织专门班子，改颛顼历为太初历，并

把二十四节气纳入历法，仍以夏历的正月为岁首。这就是我们现在仍把阴(农)历称

为夏历的原因。郭守敬编写的《授时历》，以一年为 365.2425 日，与现行公历的平

均一年时间长度完全一致。《授时历》是 1281 年颁行的；现行公历却是到 1576 年才

由意大利人利里奥提出来。《授时历》确是我国古代一部很进步的历法。郭守敬把这

部历法最后写成定稿，流传到后世，把许多先进的科学成就传授给后人。 

http://baike.baidu.com/view/55390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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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aike.baidu.com/view/15888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69510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8705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6316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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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aike.baidu.com/view/55387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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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aike.baidu.com/view/608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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