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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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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重阳及老年节庆祝活动集锦 

 

九九重阳日，浓浓敬老情， 
为创建一个敬老、爱老、养老、 

助老的良好氛围，重阳节前后， 

学校及离退休工作处以多种形

式隆重庆祝我国第 23 个老年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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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集体祝寿会 

  

10月 23日下午，2012年老年节祝寿大会我校离退休人员活动中心举行。

校党政领导郑晓静、龙建成、陈

勇、杨银堂、靳雅静、张培营、

李建东，校长助理王玫，校党委

常委、组织部部长蒋舜浩，全校

处级单位领导，以及离退休“两

委”委员、党支部书记们参加了

集体祝寿会，共同为 145位曾经

在学校各个岗位上辛勤耕耘了

一辈子的 70岁、80岁、85岁，

及 90岁以上的寿星们祝寿，祝福他们身体健康、生活幸福，福如东海，寿比

南山！ 

祝寿会上， 校长郑晓静在祝寿辞中说道，虽然现在你们都已离开了工作

岗位，但是，通过调研座谈，我能感觉到，你们还在一如既往的支持着学校的

工作，时时刻刻关注着学校的发展，对学校的明天寄予了厚望，这种深厚的关

切之情，深沉的爱校之心，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同时也让我们今天在座的

每一位都深感压力巨大。但是我想，这种压力更多的是一种期望和激励，激励

着我们要更加认真，认真做事、认真做人，不遗余力地为学校发展贡献力量；

要更加负责，对学校历史负责、对全体教职员工负责，全力以赴做好学校的各

项工作；要更加有爱，爱学校、爱学生、爱学术、爱工作，团结一致开创美好

新未来。她希望今后全校离退休老同志能一如既往的关心、支持学校的建设和

发展，多为学校发展出谋划策，与全校师生员工一起，共同推动西电发展迈上

更高的台阶、取得更大更新的成绩！学校也将始终坚持把离退休工作作为重要

工作来抓，尽学校之力，为老同志多办好事，多办实事，让每一位老同志都能

“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老有所医、老有所养、老有所教”！ 

陈治亚书记因参加教育部培训班，无法出席祝寿会，特意发来祝寿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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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西电永远不会忘记各位老领导、老专家、老寿星和广大老同志为学校所

做的贡献，也有责任和义务安排好大家的离退休生活，尽可能创造一个温馨和

谐的环境与氛围，让大家安心生活，安度晚年，安享天伦。祝各位老领导、老

专家、老寿星和广大老同志，身体健康，阖

家幸福，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伴随着欢快的音乐，两位少先队员代表

用稚嫩的童声向爷爷奶奶献上了他们真挚

的祝福，全体校领导为每位寿星送上蛋糕和

学校自制的寿星章，也送上了全校师生尊

老、爱老、敬老的理念和对他们的美好祝愿。 

祝寿会由校党委副书记龙建成主持，离退休处处长李治敏代表 1900余名

离退休人员致答谢词。会后，学校还在西军电餐厅为寿星们准备了盛大的祝寿

晚宴。 

举办“迎双节”教职工书法绘画摄影展 

 

9月 29日，由校党委组织部、校工会、

离退休工作处联合举办的“迎双节教职工摄

影书法绘画展”在校大礼堂开展。校党委书

记陈治亚，校党委副书记龙建成，校工会常

务副主席刘永鹏，离退休党委书记、处长李

治敏，校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季庆阳出席开展

剪彩仪式并参观展出。离退休“两委”委员、

党支部书记、支部委员，以及参展作品作者

100多人参加了开幕式。 

此次展览分别在北校区教职工文化活

动中心、南校区图书馆进行展出，展期将持

续到 10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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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老年趣味运动会 

 

10月 19日，离退休工作处

在北校区运动场举办了“西安电

子科技大学庆祝重阳节老年趣味运

动会”。校党委副书记、校工会主席

龙建成出席开幕式并宣布比赛

开始，校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蒋舜浩，校工会常务副主席刘永

鹏，党政办公室主任刘丰雷，宣

传部部长强建周，人事处处长杨

军诚，体育部部长徐国富，离退休工

作处党委书记、处长李治敏，副处长

栾利安、黄付宁出席了开幕式。

开幕式由李治敏主持。500余名

老同志兴致勃勃的参加了“赶

猪”、“钓鱼”、托乒乓球走、

竞走、沙包掷准、定时拍球、门球入

门、实心球掷远等 8个项目的比赛，

共庆九九重阳老年节。 

 

 

 

 

 

 

 

 

 

 

 

 

 



 6 

 

                                                                                                                                                

组织离退休党委“两委”委员、党支部书记、支部委员参观学习 

 

10月 15日、17日，离退休党委组织离

退休“两委”委员、党支部书记、支部委员，

以及关工委主任、副主任，老教授协会理事

97人，先后到礼泉县袁家村、西安北郊汉城

湖、世园会分会场唐苑、阳光雨露生态园等

4个地方参观学习，亲身感受社会主义新农

村建设新风貌，体验西安改革开放以来的伟

大发展成就，以激励离退休党务工作者以及

离退休工作骨干队伍为党旗增辉、为发展给

力、为学校建设奉献、为离退休党员服务的

责任感和使命感。 

 

 

 

 

 

 

 

 

 

 

 

 

 

 

 

 退休人员信息 
 

西电人函[2012]85 号文

件，电子工程学院陈安宁、余

柏生，网络与继续教育学院郑

孝民，保卫处何新民，计划财

务处张育伟、袁爱英，校医院

柴小媛，科技产业集团张建民，

工程训练中心张子礼等 9 名同

志于 2012年 10月 1日起退休，

退休费从 2012 年 11 月 1 日起

算。 

为庆祝“九九重阳老年
节”，10 月 22 日晚 7:30 在老
校区大礼堂为广大离退休人员
免费放映大型喜剧片《百万巨
鳄》。 

老年节前夕，学校给每位离

退休人员发放过节费 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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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简讯 

云南大学离退休工作参访团来我校参观交流 

10月 9日，云南大学离退休工作处的同行一行 10人，由离退休党委书记

田黎萍、副处长段勇带队，来到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参观访问，就两校的离退休

工作进行参观、经验交流，促进友谊。 

座谈会在我校离退休人员活动中心会议室进行。李治敏处长首先对田黎萍

书记一行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并就我校离退休工作情况向客人做了简要介

绍。在听完我校的相关介绍后，云南大学离退休工作处田书记发表讲话，她代

表云南大学以及参访团一行对我校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云南大学离退休工作

处段勇副处长介绍了云南大学在离退休工作中采取的一些方法和采用的管理

模式。随后，宾主间就离退休党建、文化体育活动，如何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

难、下一步工作的思路，以及离退休人员普遍关心的问题进行了交流和座谈。 

 

常州 8 所高校关工委老同志赴我校考察交流 

10月 25日下午，江苏省常州市常州大学、常州工学院、常州轻工职业

技术学院、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常州建东职业技

术学院、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江苏技术师范学院等 8所高校关心下一代工

作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一行 12人，到我校参观交流，受到我校关工委的热

情接待。我校关工委主任涂益杰，副主任井连庚、李立、董建中，常务副主任

李治敏与客人们就关工委工作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座谈交流。座谈会由涂益杰主

持。 

涂益杰代表学校向客人致欢迎词，并代表主管关工委工作的校党委副书记

龙建成因到外地出差不能参加今天的会议深表歉意。他对东部沿海地区高校来

我校传经送宝表示非常高兴和热烈欢迎，希望通过此次交流，对促进我校关心

下一代工作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座谈会上，李治敏介绍了我校关工委工作整体的组织和工作情况，取得的

主要成绩以及经验体会。大家各自介绍了本校关工委的工作和经验，重点介绍

了两地关工委工作的特色和创新。并表示今后要经常加强东西部地区关工委工

作的经验交流，推动学校关心下一代工作再上新台阶。 



 8 

 

                                                                                                                                                        

龙建成副书记到离退休工作处

进行稳定安全检查 

10月 26日下午，校党委副书记

龙建成带领稳定安全检查工作组一

行 5人到离退休工作处进行全面检

查。离退休工作处处长李治敏陪同检

查并汇报情况。 

李治敏将离退休活动中心情况及落

实学校《关于在全校范围内深入开展

稳定安全检查工作落实的通知》的执

行情况，对安全隐患排查整改、安全

法制教育开展等情况进行了汇报。之

后，检查组对离退休人员活动中心的

灭火设备、电气设备、照明设备、活

动设施、健身器材、防盗措施等进行

了全面检查，对发现的安全隐患及时

进行了现场指正，对能够立即解决的

问题马上处理，对暂时无法解决的问

题能够积极商讨，并提出改进办法。 

 

 

 
 

 

 
 

 

 

 

 

 

 

 

 

 

高素英同志在西安逝世 
中国共产党党员、原校工厂职工高素英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2 年 9 月 11

日在西安逝世，享年 78岁。 
 

杨会礼同志在西安逝世 
原校五系工人杨会礼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2 年 10 月 15 日在西安逝世，

享年 78岁。  
 

张廷庆同志在西安逝世 
原校技术物理学院教授张廷庆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2年 10月 8日在西安

逝世，享年 73岁。 
 

任启顺同志在西安逝世 
中国共产党党员、原校总务处职工任启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2 年 10 月

15日在西安逝世，享年 85岁。  
 

司鑫才同志在西安逝世 
原校二系副教授司鑫才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2年 10月 27日在西安逝世，

享年 74岁。  
 

 李树林同志在西安逝世 
中国共产党党员、原校出版社工程师李树林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2 年 10

月 11日在西安逝世，享年 76岁。 
 

王建信同志在西安逝世 
原校七系政工师王建信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2 年 10 月 31 日去世，享年

8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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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人好事 

退休老人路边晕倒 众人合力施救脱险      

 

10月 16日中午 12:05分左右，我校退休教师周良明教授走到附中门

口突然晕倒在地，下班的路人自发地围拢了过来，有人拨打了 120急救中

心和校医院的电话，有人围在周老师的身边询问情况，但周老师脸色苍白，

双眼紧闭，不省人事。 

附小李从老师路过此地毫不犹豫的蹲下把胳膊垫到周老师的头下，以

减轻病人的痛苦。校工会常务副主席刘永鹏马上电话通知了离退休工作处

处长李治敏。李治敏得知情况后一面通知处工作人员，一面赶到现场组织

抢救。计算机学院党委书记李革建老师在现场一面给周老师的原单位领导

打电话，一面不断地询问周围有没有知道周老师家人的联系方式，但周老

师老伴和子女都不在身边。 

12时 10分，校医院医生、护士赶到现场马上进行抢救。随后，离退

休工作处工作人员赶到现场协助护理。 

12时 21分，经过十多分钟的急救，周老师慢慢苏醒了过来，头脑也

清醒了许多。从周老师口中询问得到了他在外地的儿子电话，马上给他儿

子通报了情况。 

12时 26分，120急救中心的医护人员赶来，李治敏立即安排离退休

工作处的工作人员陪同120急救中心一起将周老师送到医院做进一步的检

查。现已脱离危险，在我校医院进行康复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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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儿被蚊子咬了几个大包。她跑过来跟我哭诉。 

我边为她抹风油精边安慰道：“风油精能发出特别的味道，蚊子闻了就害怕，

就不会来咬你了。” 

女儿带着哭腔，担心地问：“要是蚊子捏着鼻子过来咬我怎么办？”  

 老师:“有一种东西，浑身长满漂亮的羽毛，每天早晨叫你早起，它是什么？”

孩子:“是鸡毛掸子！” 

  

 开心笑话集：你爆笑料，我发奖金！http://www.jokeji.cn/ 

   

开
心
一
刻 

 

中国传统上对于高龄老人的称谓 

◆60岁：下寿。古人以六十为下寿。又称耳顺之年、花甲之年、耆[qí]

艾：古称六十岁的人为“耆”。 

◆61岁：还历寿。按干支纪年法，60 年为一轮，61 岁正是新一轮重

新算起的时候，故称“还历”。 

  ◆70岁：中寿。七十为中寿。又称从心之年、古稀之年、悬车之年、杖

围之年。耄[mào]：70岁。 

  ◆77岁:喜寿。草书喜字似七十七，故特代指 77 岁。  

◆80岁：伞寿。因伞字的草体形似八十，故称之。又称为朝枚之年、

朝枝之年、耄耋之年。 

◆88岁：米寿。因米字拆开好似八十八，故借指 88 岁。  

  ◆90岁：上寿：九十为上寿。  

  ◆99岁：白寿，指 99岁，百少一为 99，故借指 99岁。  

◆100岁：期颐：指百岁高寿。 

  ◆108岁：茶寿：茶字上面廿，下面为八十八，二者相加得 108岁。  

    

 

 

http://baike.baidu.com/view/6189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31508.htm
http://baike.baidu.com/albums/477822/477822/0/0.html#0$0eb30f2442a7d93351048180ad4bd11372f001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