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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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退休工作处处级领导干部考

核暨 2012 年工作会议在离退休人员

活动中心召开 

3月 1日上午 9时，离退休工作

处处级领导干部考核暨 2012年工作

会议在离退休人员活动中心召开，离

退休“两委”委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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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党委常委、组织部部

长蒋舜浩出席会议并组织了考核。会

议由离退休党委书记、处长李治敏主

持。 

会议首先完成了对处领导班子

及个人 2011年度的述职考核；随后，

传达学习了校 2012 年度工作计划及

校领导讲话精神，明确了今年的工作

重点，下发了《2012年离退休工作计

划》，并就近期的主要工作进行了安

排和部署。 

新生部志愿者来老干部活动中

心打扫卫生学雷锋 

3月 5日下午，我校新生部团委

组织 30名大学生志愿者来到离退休

人员活动中心开展学雷锋做好事活

动。 

下午 2点，同学们来到离退休活

动中心，在离退休工作处副处长黄付

宁的指挥下，经过近两个小时的辛勤

劳动，整个活动室被同学们打扫的窗

明几净。此次活动充分体现了当代大

学生关爱老人、关爱社会的良好品

德，得到了老同志们的一致好评。 

关工委老同志参加大学生志愿

者服务月启动仪式暨学雷锋动员大

会 

3月 5日下午，西安电子科技大

学在南校区举办了“2012年志愿者服

务月启动仪式暨学雷锋活动动员大

会”，学校党委书记陈治亚、党委副

书记龙建成，学校关工委老同志，党

委宣传部、学工处、离退休工作处负

责人，各学院负责学生工作的副书

记、团委书记，以及来自各学院的志

愿者代表共计400余人参加了动员大

会。陈治亚书记、龙建成副书记先后

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 

会后，关工委主任涂益杰，离

退休党委书记、处长、关工委常务副

主任李治敏，关工委副主任井连庚、

董建中，委员施亚寒、王铭慈、马玉

祥，离退休工作处副处长、关工委秘

书长栾利安，在新生部主任辛庄和团

工委书记蔡逄媛老师的陪同下，参加

了新生部举办的“雷锋精神 我们在

行动”主题活动启动仪式，参观了新

生党员宿舍，并与学生代表进行了广

泛深入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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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郝跃副校长传达“两

会”精神 

    3月 20日下午，西安电子科技大

学“两会”精神传达报告会在北校区

图书馆西裙楼三楼报告厅举行，全国

人大代表、副校长郝跃同志应邀作专

题辅导报告。党委书记陈治亚主持报

告会，校领导、处级干部等 200余人

参加了报告会。 

     郝跃同志在介绍了十一届全国

人大五次会议的总体情况后，重点传

达了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的

主要内容，他认为今年的政府工作报

告体现了稳中求进的基调，彰显了民

生优先的理念，全面贯穿了改革创新

的精神。郝跃同志还对新修正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关于十

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

的决定，以及“两会”召开前胡锦涛

总书记在党员代表中的讲话精神作

了解读和传达。最后，他介绍了温家

宝总理参加陕西团讨论时的情况，温

总理指出陕西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

要充分发挥好自然资源、文化传统和

科技教育资源优势，转变发展方式，

加快发展。郝跃同志认为，本次人大

会议民主氛围浓厚，民生问题得到高

度重视，代表履职的积极性很高。 

报告会后，陈治亚作总结讲话。

他说，郝跃同志的报告很精彩，对于

我们进一步认清国际国内的经济社

会发展形势，对于指导学校今后工作

的开展，都有重要的意义。陈治亚指

出，全校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领

会“两会”精神，把会议精神贯彻到

实际工作中去，团结一致，推动西电

各项事业更好更快发展。 

（摘自西电新闻网） 

 

校后勤处为离退休人员活动中

心更换、维修部分活动设施 

为改善离退休人员活动中心条

件，完善有关设施，后勤处处长刘刚

带领刘利元科长等人对活动中心场

地进行了现场勘查，决定部分维修门

球场、更换离休干部活动中心防盗

门、增加乒乓球室内灯光等，目前各

项工程正在施工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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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老年时装模特队参加“庆三

八”表彰大会暨时装表演大赛 

3月 7日晚，在悠扬的乐曲声中，

由校工会主办的“庆三八”表彰大会

暨时装表演大赛在北校区文化活动

中心拉开帷幕。校党委书记陈治亚、

党委副书记兼工会主席龙建成、党委

副书记靳雅静、陕西省教育工会常务

副主席张敏、陕西省总工会女工部部

长王霄宇、陕西省教育工会女工委负

责人张朝惟，组织部、宣传部、校工

会及各分会相关负责人参加了晚会。

陈书记代表学校向工作在不同岗位

上的女教职工们表示了节日的祝贺

和衷心的祝福。 

此次大赛共有16支代表队参赛，

校老年时装模特队作为特邀代表队 

也参加了此次大赛。在这些演员中，

年龄最大的已届 82 岁高龄，但他们

的一招一式仍然有板有眼，表现出深

厚的演出功底。他们精彩的表演，赢

得了广大观众的阵阵掌声。 

 

离退休工作处慰问生病住院离

退休老同志 

3月 5日上午，离退休工作处相

关人员在副处长栾利安、黄付宁的带

领下，赴校医院看望慰问生病住院的

16位离退休老同志，给他们送去了牛

奶、营养品等慰问品。 

校离退休象棋队参加电子城街

道象棋比赛获佳绩 

3月 17日、18日，由雁塔区电

子城街道各社区共同组织的象棋友

谊赛在 204所文化宫隆重举行。本次

比赛共有 18个队参赛，我校离退休

象棋队杨庚辰、侏儒荣、李金鹏 3名

选手代表西电科大社区参赛，在本次

比赛中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此次比赛有四个特点：一是选手

水平高，多名选手是省市比赛冠军；

二是规格高，比赛由国家级裁判主

裁，执行 2011年国家最新比赛规则，

采取七轮赛制；三是参赛人员多，共

18支队伍 56人参加比赛，前来观赛

的群众上百人；四是采用电子技术，

由电脑编排赛制，计算积分，并在国

内三大象棋网上现场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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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台球比赛圆满结束 

根据处年度工作安排，3月 20
日至 21日，在离退休人员活动中心
台球室举行了离退休人员台球比赛，
共有 20余名老同志报名参加了此次
比赛。比赛采用单局决胜制，经过 20
余场激烈角逐，最后李俊峰、张秀芳、
戴翊等 10人获优胜奖。 

比赛过程

中，老同志参

与热情高，比

赛认真负责，

既提高了球

技，又增进

了情感交

流，达到了

锻炼身体、

愉悦身心、

增进情感、

老有所乐的比赛目的。   （王渝秦） 

 

 

 

 

 

 

 

 

 

 

 

老年大学 2012年春季办学计划 

咨询电话：88204765     联系人：田老师    

开  设 

课  程 

授  课 

教  师 

招生

人数 

上  课 

时  间 

形体舞蹈 刘  红 25人 星期一上午 

舞蹈班 张  艳 25人 星期二上午 

声乐基础

班 
肖建国 30人 星期二下午 

中老年时

装模特 
程莉莉 25人 星期二上午 

山水画初

级班 
任亚群 25人 星期二下午 

舞蹈班 张  艳 25人 星期三下午 

二胡中级

班 
马  拓 20人 星期四下午 

二胡初级

班 
马  拓 20人 星期一下午 

书法（行

书） 
王继勇 30人 星期四上午 

民族舞蹈 刘  红 25人 星期四上午 

声乐 B班 孟慧兰 30人 星期四下午 

葫芦丝 张安平 30人 星期三下午 

声乐 A班 孟慧兰 30人 星期五上午 

中国老年

画研习班 
刘奇伟 30人 星期六下午 

计算机基

础知识 
吴保国 

12人/

班 
待定 

 

 退休人员信息 
 

西电人函[2011]92号文件，
通信工程学院陈茶歌、尹伟谊，
理学院吴振森，经济管理学院温
有奎、陈宝记，人事处杜群，校
医院雷俊，工程训练中心高存
良，科技产业集团李天龙，后勤
服务集团李兴春于 2012 年 1 月
1 日起退休，退休费从 2012 年 2
月 1 日起算。 

西电人函[2012]5 号文件，
通信工程学院党英、长安学院王
和平、体育部岳康、保卫处张兴
利、后勤服务集团王四勤于 2012
年 3 月 1 日起退休，退休费从
2012 年 4 月 1 日起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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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离退休文体活动安排一览表 
 

一、经常性的文体活动                 二、大型活动及比赛 

活动项目 活动地点 活动时间 

门球 门球场 上、下午 

台球 离退休活动中心 上、下午 

乒乓球 离退休活动中心 上、下午 

麻将、扑克、

棋类 

离退休活动中心 

老干部活动室 
上、下午 

钓鱼 池塘、水库 每月一次 

太极拳、剑

一队 
校大礼堂前 6：00-7：30 

木兰拳、剑、

扇 
校内花园 6：00-7：30 

太极保健队 校内花园 6：00-7：00 

太极二队 校大礼堂前 7：10-8：00 

迪斯科舞蹈

队 
大礼堂西侧 6：00-8：00 

气排球 校内操场 8：00-10：00 

导引养生操 校内花园西南角 8：00-9：00 

医疗保健操 校内花园西南角 6：00-7：10 

时装训练 离退休活动中心 另行安排 

柔力球队 校田径场东北角 8：00-10：00 

风筝队 校田径场 全天 

空竹队 校田径场 全天 

舞蹈训练 离退休活动室 
每周二 

20：00-22：00 

健走百岁俱

乐部 
校田径场 全天 

月份 活动项目 组织者 

一月 

迎新春文艺汇演、座谈

会、写春联、看望慰问活

动  

离退处 

二月 老年大学各班报名、开课 
离退处、

老年大学 

三月 

庆“三八节”时装表演、

自费游、台球赛、知识讲

座 

离退处 

四月 

自费游、春游、退休人员

体检、风筝比赛、知识讲

座 

离退处 

五月 

自费游、离休人员体检、

钓鱼比赛、健走比赛、知

识讲座 

离退处 

六月 
自费游、象棋比赛、知识

讲座 

离退处、

老年体协 

七月 摄影学会采风 
离退处、

老年体协 

八月 
抖空竹比赛、老年大学各

班报名、开课 

离退处、

老年体

协、老年

大学 

九月 
自费游、麻将比赛、知识

讲座 

离退处、

老年体协 

十月 

自费游、老年节活动、乒

乓球比赛、秋游、陕西省

高校时装展示、知识讲座 

离退处、

老年体

协、劲松

艺术团 

十一月 
自费游、扑克比赛、知识

讲座 

离退处、

老年体协 

十二月 
自费游、跳棋比赛、知识

讲座，迎新春趣味游艺会 
离退处 

注：该计划安排如遇特殊情况可临时调整。

遇有临时性活动或比赛，由组织者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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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军本同志在西安逝世 

中国共产党党员，原校信息所

高级工程师陈军本同志，因病医治

无效于 2012 年 2 月 2 日在西安去

世，享年 80岁。 

苏文宪同志在西安逝世 

原校附中副校长苏文宪同志，

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2 年 2 月 17 日

在西安去世，享年 72岁。 

周云洪同志在西安逝世 

原校附中职工周云洪同志，因

病医治无效于 2012 年 2 月 12 日在

西安去世，享年 89岁。 

柴世珍同志在临潼逝世 

原校附中职工柴世珍同志，因

病医治无效于 2012 年 2 月 20 日在

临潼去世，享年 75岁。 

王元栋同志在西安逝世 

原校十一系副教授王元栋同

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2年 3月 5

日在西安去世，享年 74岁。 

李连庆同志在西安逝世 

原校总务处职工李连庆同志因

病医治无效于 2012 年 3 月 13 日在

西安逝世，享年 80岁。 

 

王恩普同志在西安逝世 

中国共产党党员、离休干部、原

校离休干部党总支书记王恩普同

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2 年 2

月 15日在西安逝世，享年 83岁 

房世轮同志在西安逝世 

中国共产党党员、离休干部、原

校总务处处长房世轮同志，因病医

治无效，于 2012 年 2 月 25 日凌晨

4时在西安逝世，享年 81岁。 

吴祥熙同志在西安逝世 

中国共产党党员、离休干部、原

校档案馆副馆长吴祥熙同志，因病

医治无效，于 2012 年 2 月 24 日上

午 8时在西安逝世，享年 80岁。 

金有巽同志在西安逝世 

原我校图书馆馆长金有巽同

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2 年 3 月

11日在西安逝世，享年 98岁。 

潘祖彭同志在西安逝世 

中国共产党党员，离休干部、

原校档案室主任潘祖彭同志因病医

治无效于 2012 年 3 月 15 日在西安

逝世，享年 8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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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打铁为生的老人无儿无女，只是收了三个徒弟。 

          老人家一天天老去，身体也出现了各种病疼，但是三个徒弟谁都不愿去照 

       顾他。有一天，老人家把三个徒弟叫到床前对他们说:“在我百年之前，你们谁 

       孝敬我多一点我就把我最后一个绝招教给谁。” 

         三个徒弟听完后纷纷对老人家问冷问热杀鸡宰羊，没过多久，老人家感觉自

       己就要离开人世了，于是把三个徒弟都叫到自己床前对他们说“我快走了，我那

       最后一个绝招我要给你们说。” 

        徒弟们都激动地看着老人家那无力的眼神，只听见那老人家说：“铁烧的通 

       红了，你千万别用手拿……” 

 

 

 

 

 

 

开
心
一
刻 

 

这是一组描写春天的诗，有景有情，给人以美的享受，如身入其境，怡

然自得。五首诗一气呵成，浑然天成，豪然不失大家之风。诗中若因若无透

露出诗人的个人情怀，以乐景，写哀情，道出了诗人的深深怀念与不舍。让

我们和诗人一起，感受春天的到来吧！ 

感春五首 

[唐]韩愈 

辛夷高花最先开，青天露坐始此回。    蔡州纳节旧将死，起居谏议联翩来。

已呼孺人戛鸣瑟，更遣稚子传清杯。    朝廷未省有遗策，肯不垂意瓶与罍。

选壮军兴不为用，坐狂朝论无由陪。    前随杜尹拜表回，笑言溢口何欢咍。

如今到死得闲处，还有诗赋歌康哉。    孔丞别我适临汝，风骨峭峻遗尘埃。   

洛阳东风几时来，川波岸柳春全回。    音容不接只隔夜，凶讣讵可相寻来。  

宫门一锁不复启，虽有九陌无尘埃。    天公高居鬼神恶，欲保性命诚难哉。   

策马上桥朝日出，楼阙赤白正崔嵬。   辛夷花房忽全开，将衰正盛须频来。  

孤吟屡阕莫与和，寸恨至短谁能裁。  清晨辉辉烛霞日，薄暮耿耿和烟埃。   

春田可耕时已催，王师北讨何当回。   朝明夕暗已足叹，况乃满地成摧颓。  

放车载草农事济，战马苦饥谁念哉。   迎繁送谢别有意，谁肯留恋少环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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