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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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退休处组织老同志到楼观台春游 

4月 9日—12日，离退休工作处

组织近 700名离退休老同志分 4批 14

车次到楼观台春游。 

在春风送爽、阳光明媚的日子

里，老同志们来到楼观台景区，大家

边参观，边相互问候、共叙家常，个

个笑逐颜开，喜气洋洋。既了解了

3000年楼观台道教文化的丰厚底蕴，

又欣赏了楼观台国家森林公园的美

丽景色和田园风光，促进了彼此的沟

通与交流，达到了愉悦心情，强身健

体的活动目的。 

每年的春游是老同志非常关心

的事情，为满足要求，让老同志游得

舒心顺意，离退处领导在 3月初对几

个景点进行考察后，选出适合老年人

春游的楼观台作为今年春游的景点。

为保证每一位有意愿出游的老同志

都能参游，离退休工作处做了大量的

筹备和服务保障工作。春游前，4月

5日、6日进行了提前报名，根据报

名人数安排好车辆，并召开了全体工

作人员保障服务工作会议，就景点选

择、时间确定、车辆安排、行车路线、

医疗服务、人员配备和安全保障等各

项事宜做了详细部署。 

春游活动中，每天都有一名处级

领导带队，每辆车安排一名工作人员

负责，配备了对讲机，以便随时保持

联系，工作人员向老同志反复强调安

全事项，每天有随队医生跟车前往，

全程为老同志服务。在全处工作人员

共同努力下，克服困难，精心组织，

圆满地完成了此次活动。 

 

 

 

 
 

 

 
 

 

 退休人员信息 
 

西电人函[2012]22号文件，
技术物理学院杜磊，计算机学院
关玉珍，后勤服务集团陈长才，
工程训练中心孟翠萍于 2012 年
4 月 1 日起退休，退休费从 2012
年 5 月 1 日起算。 

西电人函[2012]30号文件，
经济管理学院傅长进，附属中学
惠亚莉于 2012 年 5 月 1 日起退
休，退休费从 2012 年 6 月 1 日
起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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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简讯

我校退休教职工在第 15 届陕西省乒

协老乒委会员联赛中获佳绩 

4月 14 日- 15日，“健康” 杯

第十五届陕西省乒协老乒委会员单

打联赛在陕西省老年人体育健身活

动中心举行，来自全省 280名老年乒

乓球爱好者参加了比赛。我校退休职

工马军、陈玲、陈保民等 7人参加了

比赛。 

本次比赛分为 5个组，设男子 A

组（50 -- 59岁）、B组（60 -- 69

岁）、C组（70岁以上），女子 A组

（50-59岁）B组（60岁以上）。比

赛采用最新中国乒协乒乓球比赛规

则，使用标准球台和“红双喜”40

毫米白色乒乓球；比赛分两阶段进

行，第一阶段：分组循环（采用 5局

3胜制），第二阶段：取各小组前 2

名进行单淘汰加附加赛决出名次。 

经过两天奋力拼搏，马军获得男

子 C组单打比赛第三名，陈玲获得女

子 B组单打比赛第三名，为我校又增

殊荣。 

 

 

研究生会志愿者 

义务辅导老同志学电脑 

自老年大学开办电脑知识培训

班以来，老同志们学习热情高涨，踊

跃报名。但相对来说，由于老年人记

忆力减退，单凭老师课堂上的教学远

远不够，为使教学取得更好的效果，

使老同志们能够尽快掌握操作使用

方法，应大家要求，近日，离退休工

作处与研究生会联合，聘请 30多名

研究生会志愿者在课堂以外为老年

学员进行集中上机辅导。 

据悉，研究生会志愿者们根据老

年人的特点，结合老师在课堂讲过的

知识，专门制定了详细的辅导计划，

在今后的两个多月里，他们将有针对

性地、手把手教老同志进行电脑基础

知识和网络知识的学习，使老同志们

能够充分利用电脑网络资源，更多地

与外界沟通，了解社会最新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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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简讯

离退休工作处同志赴山东、北京等地

看望异地安臵老同志 

为更好地了解异地安臵离退休

老同志的生活状况，进一步做好我校

离退休工作，今年 4月份，离退休工

作处副处长栾利安、离休干部科主任

科员何学军、退休职工科科长王渝秦

等同志前往山东、北京等地，看望了

异地安臵的 6名离退休老同志，代表

学校和组织表达了对老同志的关怀

和问候，征求了他们对离退休工作的

意见和建议。 

被看望慰问的老同志及其家属

非常感动，他们一再表示感谢组织和

学校领导的关心。同时就异地看病就

医、加强信息通报等工作提出了意见

和建议。 

 

西电科大老年摄影协会赴塔云山采

风 

5月 12日，由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离退休工作处主办，老年摄影协会承

办，组织了老年摄影协会会员一行 50

人，到镇安县塔云山风景区开展“寻

梦大秦岭，问道塔云山”的摄影采风

活动。旨在丰富老年生活，增进会员

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学习，激发摄影爱

好者的创作热情。 

在塔云山风景区，摄影协会会员

在老年摄影协会顾问赵硅老师、摄影

协会会长李青峰老师的指导下，面对

大自然的美丽风光，纷纷举起手中的

相机，用他们独特的视角，多彩的镜

头，全方位地领略和感受了大自然的

神奇造化。 

据悉，此次塔云山采风活动得到

了陕西省老年摄影协会及塔云山景

区管委会的大力支持，参加采风活动

的会员全部免票进入景区。西电科大

离退休工作处处长李治敏，副处长栾

利安、黄付宁亲自带队，并在经费上

给予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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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简讯

离退休工作处举办钓鱼比赛 

5月 14日上午，由离退休工作处

主办，离退休老年钓鱼队承办的 2012

年春季钓鱼比赛在风光旖旎的秦岭

北麓脚下东大温泉鱼塘如期举行。50

多名离退休教职工“钓坛”高手会聚

一堂，各展钓技。 

随着一声“比赛开始”，但见各

位选手个个踌躇满志，沉着应战，纷

纷举竿甩钩，放竿钓鱼，神情专注地

盯着水面。每当有人钓上鱼时，大家

便高兴地为他鼓掌、欢呼，似乎此时

比赛已不重要，而悠然自乐才是垂钓

的真谛。 

最后，经过 3个小时的角逐，辛

志俊获得一等奖，石武信、马忠建、

郝志明获得二等奖，宋义增、王洪祥、

杨建洲获得三等奖。离退休党委书

记、处长李治敏，副处长栾利安、黄

付宁，分别为获奖者颁发了奖品。 

新校区离退休人员住宅装修团购情况 

通报会在大礼堂举行 

4月 28日，校工会与离退休工作

处在大礼堂举办了新校区离退休人员

住宅装修团购情况通报会。离退休工

作处处长李治敏、副处长栾利安、黄

付宁，校工会副主席贺生新出席并做

了介绍，南校区部分离退休住户 100

多人参加了通报会。通报会由李治敏

主持。 

贺生新介绍说，根据广大教职工的

要求，校工会启动了南校区教工住宅

楼家装材料团购工作，通过工会牵线

搭建团购平台，以团购的形式使商家

薄利多销充分让利，让教职工用最少

的精力，最低的费用购买到较优质的

产品，真正做到所购材料物美价廉，

为广大教职工实事办实，好事办好，

让教职工得到实惠，尽可能的维护好

教职工权益，积极为教职工做好服务

工作。 

栾利安介绍了参加新校区住宅装

饰材料团购推荐厂商情况及联系方

式。黄付宁就团购的起始截止时间，

以及团购中应注意事项进行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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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简讯

市委组织部莅临西电科大社区指导

工作 

2012年 5月 4日，由市委组织部、

雁塔区组织部和电子城街道办联合

工作小组来西电科大社区检查社区

党组织“双评晋级、科学发展”活动

党建示范点考评工作。社区党支部书

记王敬涛详细地介绍了社区几年来

工作和服务情况，特别是重新装修后

的社区综合服务大厅和社区网络投

入使用以来，社区居民可以得到更快

捷更方便的服务。离退休工作处副处

长、社区副主任黄付宁陪同工作组认

真查看了社区党员活动室、学习室，

并检查了相关资料。检查组对社区所

取得的成绩进行了肯定，对社区工作

特别是党建工作提出了建议。并希望

社区工作越来越好，让社区居民生活

更加便捷、舒心。 

组织部在离退休党委调研基层党建

情况 

4月 28日下午，离退休党委基层

党建情况调研会在离退休人员活动

中心会议室召开，校党委组织部副部

长季庆阳对离退休基层党建情况进

行了调研。离退休党委书记、处长李

治敏，离退休党委委员井连庚，以及

部分党支部书记参加了会议。 

李治敏对离退休党委近年来在

基层组织建设、党支部书记队伍建

设、党员队伍建设、保障机制建设，

以及典型树立和宣传等方面进行了

介绍。 

李维东、王世一、孙雪妹等党支

部书记先后发言，介绍了各自支部近

年来在党建工作中具有特色的做法、

基层党建工作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并

就学校党建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在座谈中，季庆阳对离退休党委

工作中好的经验、好的做法以及所取

得的成效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希望各

党支部书记要不断总结好的经验和

做法，在基层党支部建设工作中不断

努力，把党建工作做得更好。他表示，

各位党支部书记在工作中有什么问

题请及时反映，组织部会在力所能及

的范围内，一定为大家服务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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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内要闻（摘自西电新闻网）

☆ 省委副书记省长赵正永来校作形势政策报告 

4 月 20日下午，中共陕西省委副书记、

省长赵正永莅临我校北校区向全校师生作形

势政策报告。省政府秘书长秦正，省发改委主

任祝作利，省教育厅厅长杨希文，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厅长鬲向前，省委教育工委、省

教育厅副巡视员张长保以及省政府办公厅、省

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有关处室负责人出席了报告会。全体校领导，校、院两

级党委中心组成员，离退休干部代表，全校科级以上干部，教师代表，包括全

体学生工作干部，思想政治理论课和形势政策课教师，以及学生代表近 2000

人聆听了报告。报告会由校党委书记陈治亚主持。 

报告中，赵正永充分肯定了西电悠久的历史和卓越的贡献，他说：“西电是我

党最早创建的学校之一，有着悠久的传统和历史，为国家的建设和改革开放事

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随后，他重点介绍了陕西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全省教育

改革发展的两方面情况，展望了陕西发展未来，畅谈了如何实现教育强省。 

报告中，赵正永还就全省教育改革发展情况进行了重点介绍。全国的教育工作

会议以后，在贯彻《全国中长期教育发展规划纲要》的过程中，省委、省政府

形成了共识：要确保陕西教育大省的地位不动摇，教育强省的战略不动摇，教

育富民的目标不动摇。赵正永表示，按照中央要求，必须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

的战略地位，再困难也要挤出相当的资金解决教育问题。随后，赵正永一一通

报了幼儿园直到大学的生均经费和相关支持政策，就师生们关注的高校债务负

担问题进行了解答，表示将进一步加大对高校的支持力度。赵正永特别提到学

生食堂问题，要求高校要进一步加强管理，凸显学生食堂的公益性。 

他进一步指出，全省教育要走内涵式发展的道路，而不再靠规模扩张，各

高校都要转变发展方式，形成自己的特色。他肯定了西电办学“有特色，在电                                                                         

子信息方面永远是领头羊”，指出陕西高校要“多”且“精”，教育发展还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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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远。谈到大学生就业时，他介绍省委、省政府出台的多项鼓励大学生就业政

策，充分肯定了西电的就业工作，希望大学生毕业以后更好地为陕西人民服务，

也希望外地在陕学习的学生能够落户陕西，以所学支持陕西发展。 

两个小时的报告内容丰富、数据翔实，赵正永语言平实，诚恳亲切，不断赢

得全场的掌声。在全省上下认真贯彻“两会”精神的背景下，这一报告对于西

电全体师生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对当前形势的认识上来，统一到中央“稳中求进”

的总体工作部署上来意义重大。西电全体将以此为激励，努力拼搏，在陕西经

济社会建设发展中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 中央军委委员、空军司令员许其亮上将来校调研 

4月 19日上午，中央军委委员、空军司令员许其亮上将一行来到我校，就

高校如何进一步发挥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进行调研。 

来校期间，在校党委书记陈治亚、校长段宝岩以及全体校领导的陪同下，

许司令员一行先后听取了段宝岩校长关于学校发展历史、办学特色以及建设现

状等主要情况的汇报，参观了宽带隙半导体技术国家级实验室与雷达信号处理

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并在新科技楼前与学校领导合影留念。 

☆ 科技部高新司司长耿战修考察西电国家大学科技园 

      4 月 17 日，科技部高新司司长耿战修一行，在陕西省科技厅邢小红主任

科员的陪同下，到西电国家大学科技园考察指导工作，对科技园大学生创业工

作进行调研。副校长杨银堂热情接待了耿司长一行。（摘自西电新闻网）  

☆ 我校与西密苏里州立大学建立校际友好合作关系 

4月 20日，我校与美国西密苏里州立大学正式签署了校际友好合作协议。

两校将开展教师交流、信息交换、学生联合培养等交流项目，以促进双方共

同发展。  

☆  2 系 731 班校友回母校聚会捐种银杏树 

4月 26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2系（电子工程学院前身）731班校友回母

校聚会，并在南校区认捐了一棵银杏树，树上镌刻了“万木长青”四个字，表

达了校友们对母校的深厚情谊。  

返校期间，校友们还参观了校友之家，在南校区举行的认捐仪式上，党委

副书记、纪委书记靳雅静为 2系 731班校友代表颁发了捐赠证书，并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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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山市人民政府党建兵副市长一行来校考察 

5月 9日下午，昆山市人民政府党建兵副市长一行 10人到我校考察。我

校党委书记陈治亚、副校长杨银堂在北校区办公楼第三会议室会见了来访客

人并举行座谈会。  

☆ 侯伯宇先进事迹报告会在西电举行 

5 月 8 日，侯伯宇先进事迹报告团走进我校北校区大礼堂，为西电师生

再现了侯伯宇教授献身祖国的科教事业不懈奋斗的一生。省委教育工委、省

教育厅副巡视员张长保，省委教育工委宣教处处长许文学，党委书记陈治亚，

党委副书记龙建成，副校长杨银堂，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靳雅静，党委常

委、校长助理张培营，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蒋舜浩出席报告会，报告会由

党委副书记龙建成主持，1200余师生聆听了报告。  

☆ 我校青年教师杜兰、邓成获评“2012 年度陕西省青年科技新星” 

5 月 14日下午，2012年度陕西省青年科技新星、优秀科技企业家、

创新型企业表彰大会在省政府办公楼大礼堂举行。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杜

兰、邓成两位青年教师获评“陕西省青年科技新星”。至此，西电共有

六人获此殊荣。此前，公茂果、张进成、李赞、盛敏四位老师分别于

2009年、2010年、2011年获此殊荣。 

☆ 共青团陕西省委书记李豫琦调研西电共青团工作 

      5 月 17日，共青团陕西省委书记、党组书记李豫琦一行赴西安电子科技

大学开展“四进三问三解”活动，深入调研我校共青团工作。校党委书记陈治

亚，副书记龙建成会见调研组一行，并陪同参加相关调研活动。  

☆ 越南教育及培训部阮春冕副局长一行来西电访问 

       5月 14日上午，越南教育与培训部教育局副局长阮春冕等一行四人访问

我校，并在北校区 6号楼学术报告厅进行座谈。  

☆ 5 月份，学校按照新标准为全体教职员工发放了 2011 年度冬季取暖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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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渭盛同志在西安逝世 

中国共产党党员、原校六系主

任郭渭盛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2 年 3 月 31 日在西安逝世，享

年 80岁。 

 

 王德海在西安逝世 

原校工厂工程师王德海同志，

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2 年 4 月 9

日在西安逝世，享年 74岁。 

 

 

 赵培升同志在绥德逝世 

中国共产党党员、原校总务处

工人赵培升同志，因病医治无效，

于 2012 年 4 月 22 日在陕西绥德逝

世，享年 77岁。 

 

 

史观同志在西安逝世 

中国共产党党员、离休干部、校

原党委宣传部部长史观同志，因病

医治无效，于 2012年 5月 2日在西

安逝世，享年 88岁。  

 

刘熙同志在西安逝世 

中国共产党党员、离休干部、原

校三系副书记刘熙同志，因病医治

无效，于 2012 年 5 月 11 日在西安

逝世，享年 89 岁。  

 

李范元同志在西安逝世 

中国共产党党员、离休干部、原

校图书馆副馆长李范元同志，因病

医治无效，于 2012 年 5 月 16 日在

西安逝世，享年 8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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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生与保健 

按揉小腿可防白内障 

中医认为，老人患白内障多因肝肾功能不足、气血衰弱所致，可通过疏

通肝胆经气血来防治。肝胆经脉循行经过小腿，常按揉小腿能促进气血流通，

使眼部得到充足营养。 

具体做法是：侧卧，先用手掌根在小胫骨内侧从膝盖至内踝向下揉小腿

10次，再从外踝至膝盖向上揉小外侧 10次，然后按揉外踝尖直上 5寸处 2分

钟，以有热感或酸胀为佳。每天早晚各 1次，长期坚持，防治白内障的效果更

好。老年朋友不妨一试。（摘自环球老来乐） 

找准穴位，对付“空调肩” 

    随着夏天的到来，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呆在空调房里避暑。从中医的角度讲，

在空调房里待久了，肩膀和腰背容易遭受风、寒、湿等病邪的侵袭。遇到这种

情况，可以先找到痛点，用力按一按。但要想效果更好，可以拔火罐，能快速

起到通经活络、行气活血、祛风散寒的功能。此外，还可以烧制一些热姜汤，

加少许盐和醋，用毛巾浸水拧干，敷于患处，反复数次，也能缓解疼痛。若病

情严重，必要时要到正规医疗机构就诊。（摘自环球老来乐） 

辨识中风 

     中风也叫脑卒中。分为两种类型：缺血性脑卒中和出血性脑卒中。它是以

猝然昏倒，不省人事，伴发口角歪斜、语言不利而出现半身不遂为主要症状的

一类疾病。由于本病发病率高、死亡率高、致残率高、复发率高以及并发症多

的特点，所以医学界把它同冠心病、癌症并列为威胁人类健康的三大疾病之一。 

中风患者常因旁边的人没有适时发现中风的征兆，延误救治而使患者脑部

受损。记住 STR 三步骤 ：S ：（smile） 要求患者笑一下。 T ：（talk） 要

求患者说一句简单的句子 （要有条理，有连贯性），例如：今天天气晴朗。 R ：

（raise） 要求患者举起双手。另外，还可要求患者伸出舌头，如果舌头「弯

曲」或偏向一边，那也是中风的征兆。  

上面四个动作，患者如果有任何一个动作做不来 ，就要立刻打 120！并

且把症状描述给接线者听。（摘自网络） 

http://baike.baidu.com/view/11242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920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94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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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朋友的亲戚来厦门，亲戚给了一张厦门 e 卡通，上公车，此

人给司机看了一下 e 卡通，就想去找位臵了，司机叫住他，说："

读卡啊"，他就拿起 e 卡通，大声念到："厦门 e卡通～～"，司机说：

"到那边读"，这人居然直接走到司机指的地方，用尽全力念道："

厦门 e卡通"，……车子当场失控。 

     某人想查话费，给 10086发短信：我的话费还剩多少？ 

 

 

 

 

 

 

开
心
一
刻 

 

全国减灾灭灾日               

1989年，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将每年 10月的第二个星期三确定为“国际减灾日”，

旨在唤起国际社会对防灾减灾工作的重视，敦促各国政府把减轻自然灾害列入经济社会发

展规划。  

  在设立“国际减灾日”的同时，世界上许多国家也都设立本国的防灾减灾主题日，有

针对性地推进本国的防灾减灾宣传教育工作。如日本将每年的 9月 1日定为“防灾日”，8

月 30日到 9月 5日定为“防灾周”；韩国政府自 1994年起将每年的 5月 25日定为“防灾

日”；印度洋海啸以后，泰国和马来西亚将每年的 12月 26日确定为“国家防灾日”；2005

年 10月 8日，巴基斯坦发生 7.6级地震后，巴基斯坦政府将每年 10月 8日定为“地震纪

念日”等。  

2008年 5月 12日，我国四川汶川发生 8.0级 特大地震，损失影响之大，举世震惊。

设立我国的“防灾减灾日”，一方面是顺应社会各界对我国防灾减灾关注的诉求，另一方

面也是提醒国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更加重视防灾减灾，努力减少灾害损失。国家设立

“防灾减灾日”，将使我国的防灾减灾工作更有针对性，更加有效地开展防灾减灾工作。 

  2009年 3月 2 日，国家减灾委、民政部发布消息，经国务院批准，自 2009年起，

每年 5月 12日为全国“防灾减灾日”。其图标以彩虹、伞、人为基本构图元素。其中，雨

后天晴的彩虹韵意着美好、未来和希望；伞是人们防雨的最常用工具，其弧形形象代表着

保护、呵护之意；两个人代表着一男一女、一老一少……大家携手，共同防灾减灾。整个

标识体现出积极向上的思想和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之意。 

 

 

 

 

 

 

 

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自 2009年起，每年 5月 12日为全国“防灾减灾日”

引。 图标以彩虹、伞、人为基本构图元素。其中，雨后天晴的彩虹韵意着美好、未来和

希望；伞是人们防雨的最常用工具，其弧形形象代表着保护、呵护之意；两个人代表着一

男一女、一老一少„„大家携手，共同防灾减灾。整个标识体现出积极向上的思想和保障

http://baike.baidu.com/view/8795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3607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3607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5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02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85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911.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