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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退休党委召开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动员会  

7月 15日下午，离退休党委在离

退休人员活动中心召开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动员大会。离退休党委书

记、处长车纯做动员报告。校督查组

杨长绪老师、李洁老师出席会议。离

退休纪委书记、副处长王渝秦主持会

议。 

会议要求各党支部根据离退休

党委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方案，组织全体离退休党员认

真学习，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

决策和部署上来。 

 

会议确定以“优化党员队伍，提

升支部能力，提高服务意识，创新工

作思路，改进作风建设，构建和谐校

园”为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载体,

把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

主义和奢靡之风”贯穿始终，按照为

民、务实、清廉的要求，全面做好离

退休工作。 

 

动员会还向与会人员发放了《离

退休党委（离退休工作处）领导班子

作风情况民主评议表》和《离退休党

委（离退休工作处）领导班子成员作

风情况民主评议表》，以广泛征集意

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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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退休“两委”委员、党支部书

记、校党代会部分离退休代表、老干

部代表、老校领导代表、知名专家代

表、群众代表及全体工作人员参加了

动员大会。 

2013 年离退休人员麻将比赛 

圆满结束 

为了丰富离退休同志文化生活，

9月 4-5日，离退休人员 2013年麻将

比赛在老干部活动中心和离退休人

员活动中心同时举行， 380名离退休

同志一起坐在麻将桌前分个高下。 

 

比赛分算番和平和两种打法，每

桌 4人，采用单轮决胜制，共打四圈，

按积分排定名次，小组前两名为优胜

者。比赛过程中，参赛者自觉遵守比

赛规则，按照规定时间，到指定的桌

位就座。大家在轻松愉快的环境下圆

满完成了比赛。 

 

经过二天激烈角逐，刘惠、王儒

等 12 人获得算番组的优胜奖。苏晋

生、李朝政等1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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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退休党委开展学习与实践活动 

9月 17日，离退休党委组织各党

支部书记、支部委员共 80多人，到

汉风台农林园、杜陵参观学习。 

在汉风台，委员们看到近年来汉

风台管委会坚持科学发展，推动社会

经济发展的情况。在贫瘠的土地上已



 

 4 

被茂密的树林覆盖，随处可见的樱桃

园、葡萄园郁郁葱葱，新农村建设所

取得的巨大成就，道出了这里“小桥、

流水、人家”的恬静和美好。 

 

优美的环境，淳朴的农家小院，

合理的产业结构，丰富的文化生活，

给大家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书记、委员们在参观学习时候边

走边看，畅谈近年来西安周边地区经

济社会的发展和环境气候的逐步改

善，谈到我们国家的发展和变化，大

家坚信我们在新一代国家领导人的

正确领导下，一定能够实现强国富民

的中国梦。 

 

 

离退休工作处组织离退休人员 

游览浐灞国家湿地公园 

2013年 9月 26、27、28日，秋

高气爽，万里晴空，离退休工作处组

织全校离退休人员，分 3批 600多人，

游览了浐灞国家湿地公园，给广大离

退休人员提供了一次亲近大自然，感

受秋天美好景色的大好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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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活动的每天早晨，参加游览

的离退休人员在工作人员的组织引

导下，排队坐上开往浐灞国家湿地公

园的大巴车。出发前，工作人员对老

同志们做了安全提示，交待了游览的

注意事项，让安全牢记每个人的心

里。  

在车上，工作人员提前将老年证

收起，集中为他们办理免费门票。老

人们心中充满了期待，经过了 1个小

时的路程，很快到达了目的地——浐

灞国家湿地公园。 

 

 

一下车，老人们们迫不及待地涌

向公园门口，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

凭老年证和领取的免费门票，有序地

进入公园。  

在湿地公园，老人们被满园的芬

芳和色彩吸引了，兴致勃勃的参观了

起源门、科普馆、观鸟塔、湿地水街

等四大标志性建筑；在那大面积的积

水地，观赏到了娃娃鱼、锦鲤、孔雀、

鸿雁、白琵鹭、大天鹅等多种野生水

禽。了解到了人类对湿地保护的迫切

性和重要性。 

 

“敬老月”教职工书画、摄影展 

在北校区图书馆开展 

10 月 11 日 上午 10时，西安电

子科技大学 2013“敬老月”教职工书

画摄影展在北校区图书馆二楼大厅

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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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退休党委书记兼处长车纯、图

书馆馆长卢朝阳、校机关党委书记季

庆阳、宣传部副部长吴秀霞等有关部

门领导参加了开展仪式并剪彩。离退

休“两委”委员、党支部书记，参展

作品作者，以及书画摄影爱好者共

150多人出席了剪彩仪式。 

 

本次活动共收到110名离退休人

员及部分在职教工的书画、摄影作品

500余幅，经过学校书画专家和摄影

专家的认真筛选，推荐出书画、摄影

作品 230多幅参加了展出。这次展览

作品主题突出，质量较高，弘扬了主

旋律。教职工用笔墨讴歌党的丰功伟

绩，赞美巨大变化；用笔画勾勒美景

宏图，抒发“中国梦”、“我的梦”；

用镜头定格精彩瞬间，聚焦幸福美好

生活。 

 

 

本次展览由离退休工作处、校图

书馆共同举办。分为两个展期，10

月 11 日至 21 日在北校区图书馆展

览，10月 22日-10月 30日在新校区

图书馆再次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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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召开 2013年“老年节”祝寿会 

10 月 13 日 下午，西安电子科

技大学 2013“老年节”祝寿大会在离

退休人员活动中心隆重举行。校党委

书记陈治亚出席并致辞，中国科学院

院士、校长郑晓静出席并讲话，校党

委副书记龙建成出席并主持会议，副

校长陈勇、杨银堂、张培营，校长助

理高新波、李思敏，以及各学院主要

领导、各处主要负责人，与离退休党

委委员、纪委委员、离退休各党支部

书记，共同为 145 名今年 70 周岁、

80周岁、85周岁和 90周岁以上的老

寿星祝寿。 

 

今年全校各部门领导班子换届，

人员变动较大，为了让老同志对学校

有一个进一步的了解，加强沟通，增

进交流，大会特邀请了各部门负责

人，与老寿星们共度重阳佳节，共承

敬老美德，共话西电发展新篇。 

 

陈治亚代表学校党政领导班子

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辞。他说，天增

岁月人增寿，今天又逢老年节，也是

我国第一个法定的老年节，值此美好

时机，向无私奉献的老前辈们致以崇

高的敬意和真挚的感谢，祝愿老寿星

们青松不老，夕阳更红！陈治亚以自

身的感受，讲了尊老爱老的重要性，

希望全校师生以实际行动，关爱老同

志，让老同志安享晚年。他对老同志

们长期以来一直关心、理解、支持学

校的发展表示感谢，希望今后能够继

续为学校发展献计献策贡献力量，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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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大家一起携手再创西电新的辉

煌！最后祝愿老寿星们身体健康长

寿，生活快乐开心，家庭幸福美满，

万事如意吉祥！ 

郑晓静介绍了学校今年主要工

作和取得的成绩；通报了下半年进一

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开好第五届教职工代表大会、完成科

研经费大突破、定编定岗、加大校园

文化建设、加入医保等 12 项大家普

遍关心的重要工作。郑晓静表示学校

会继续为教职工多办好事，多办实

事。同时也希望老同志一如既往的关

心学校的发展，悉心指导，共同谱写

西电华丽的新篇章，同时祝愿所有的

老寿星们寿比南山、福如东海，合家

幸福，万事如意！ 

离退休党委书记兼处长车纯发

表了热情洋溢的答谢词。他对学校领

导和各级部门一直以来对离退休工

作的支持和帮助表示深深地谢意，对

老同志为我校和离退休的工作做出

地贡献表示崇高的敬意和由衷的感

谢。车纯还就离退休人员现状和工作

情况进行了简要汇报。 

附属小学的少先队员代表向与

会的爷爷奶奶们热情献词，为寿星们

送上了一片片吉祥的花雨，把真挚的

祝福献给爷爷奶奶。 

 

在《生日快乐》的美妙旋律中，

校领导为老寿星们逐个佩带赠送了

寿星纪念章。 

会议结束后，离退休工作处为老

寿星们举办了盛大的祝寿宴会。校党

委书记陈治亚、副书记龙建成，以及

组织部部长邓卓峰等参加了祝寿宴

会。觥筹交错中老同志们谈笑甚欢，

大家品尝着美味的生日蛋糕，享受着

全校广大师生的美好祝福，感受着浓

浓敬老情，幸福感洋溢在每一位老同

志的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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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敬老月”扑克比赛 

成功举办 

10月 17-18日，2013年“敬老

月”扑克升级比赛在离退休人员活动

中心和老干部活动中心同时进行。共

有近 300名离退休老同志参加比赛。 

  

赛前，参赛选手自己结好对子，

比赛中本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的宗旨，严格遵守比赛规则，他们聚

精会神、默契配合、谨慎出牌，比赛

现场气氛和谐而又热烈。经过较量，

刘晶华、刘秦等 146人获得优胜奖。 

 

此次比赛由离退休工作处组织，

赛后为每位参赛者赠送了纪念品。 

 

 

 

 

“敬老月”离退休教职工 

文艺联欢会成功举办 

10月 21日，由离退休工作处举

办的“2013年‘敬老月’离退休教职

工文艺联欢会”在离退休人员活动中

心举行。离退休党委书记兼处长车纯

出席并讲话，副处长王渝秦、王瑞红，

校工会王跃捷老师，校艺术教研室程

小丽老师，及离退休党委委员、纪委

委员、党支部书记共同观看了演出。

会议由王瑞红主持。 

车纯代表离退休党委、离退休工

作处，向所有的老领导、老同志们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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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亲切地问候！向关心支持离退休工

作的同志们表示衷心地感谢！他赞

扬了老同志们退休后能够通过各种

方式继续为学校的改革、发展、稳定

发挥着余热，贡献着力量，希望老同

志们科学安排好晚年生活，积极参加

有益身心健康的文体娱乐活动，使退

休后的生活过得更加有意义、更加丰

富多彩。 

 

联欢会在大合唱《金黄色的云过

夜了》歌曲中拉开序幕，老年同志们

以铿锵有力、抑扬顿挫而又满怀深情

的歌声表达对祖国、对新时代的美好

祝福。接着民族舞蹈《洪湖岸边是我

家》、葫芦丝表演《我是一个兵》、

时装模特表演《爱陕北》陆续上场，

老年大学二胡班老师郭琴星表演的

《葡萄熟了》，节奏欢快，手法舒畅，

动作优美，赢得在场观众们的热烈掌

声。芭蕾舞、柔力球、形体舞蹈节目

精彩不断，穿插整个联欢会。整台联

欢会共有 18个节目，进行了 2个多小

时。最后，联欢会在大合唱《给家人

捎个话》中圆满落下帷幕。 

 

此次活动得到离退休老同志们的

大力支持，参加演出的老同志中年龄

最大的有 83岁，他们个个容光焕发、

神采奕奕、老当益壮，积极参加文艺

演出，共唱对电子科大、对新生活的

美好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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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退休工作处召开“听取意见、查

摆问题”党的群众路线座谈会 

按照学校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安排，10月 21日下午，离退

休工作处在离退休活动中心召开了

“听取意见、查摆问题”座谈会，校

党委书记陈治亚出席座谈会并讲话，

党委副书记龙建成和离退休两委委

员代表、离退休人员代表共 16 人进

行了座谈。 

 

会上，陈治亚指出，听取群众意

见建议是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

一个重要环节，学校领导班子及成员

要认真听群众意见，接受群众监督，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不断加强

作风建设，特别是校领导班子要带

头，他希望各位参会人员对班子、对

学校包括对他本人多提意见和批评。 

 

与会人员围绕“四风问题”和学

校建设发展诚恳地提出了一些意见

和建议，希望学校领导班子紧密团

结，共谋学校建设发展；在学校发展

的同时不断提高教职工和离退休人

员各项待遇；更多关注学校各项改革

措施的实际效果；关注教职工的养老

问题和社区安全隐患等问题。会场发

言踊跃，互动积极，达到了相互沟通、

增进交流、听取意见、查摆问题的目

的。  

离退休党委书记、离退休工作处

处长车纯主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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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关工委举办“赏艺术珍品  论翰墨

人生”书画艺术品鉴会 

10月 31日下午，以“赏艺术珍

品 论翰墨人生”为主题的书画艺术

品鉴会在南校区大学生活动中心 408

室举行。学校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顾问、原校党委副书记井连庚和多位

老艺术家在离退休工作处和校团委

工作人员的陪同下，与学生书法创作

者进行了别开生面的交流。 

 

在场的既有古稀之年的书画名

家，也有崭露头脚的丹青新秀。活动

开始前，师生共同鉴赏由老教授和西

电本科学生完成的书画作品。一幅幅

行书、楷书、草书等书法作品，一件

件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艺术作品，

让同学们大开眼界。学生书法彰显了

青年的不拘一格，轻快随意，也让老

书法家赞赏不已。此次鉴赏会，同学

们可以一边欣赏老艺术家亲手创作

的精美字画，一边聆听作者对自己引

以为傲的作品进行介绍及书画艺术

的讲解。 

 

品鉴会上，井连庚从传承西电精

神出发，讲述了书画磨砺意志、修身

养性的深远意义，鼓励热爱书法的师

生进一步加强书法交流，努力将书画

座谈活动常态化，并对同学们在书画

艺术的提升上提出殷切希望。艺术家

老师由面到点，具体分析和讲解了自



 

 13 

己的每一幅作品，学生们获益匪浅，

深有体会。最后，大家畅所欲言，老

同志从个人学习书画的经验体会、对

书画艺术的理解、如何继承中国传统

文化等方面与同学们进行了广泛交

流。书法老前辈们一致认为，书画艺

术活动是活跃思维，陶冶情操，锻炼

意志，传承文明的重要手段。书法家

马山锁说，一幅优秀的书法作品要呈

现完整美好的艺术形式，必须讲求章

法、布局，每一个字的正斜、疏密、

浓淡要反复考虑。女画家卢敏老师的

花卉静物画，融合西画光影反映，有

很强的视觉冲击力，她从美学观念出

发，提倡艺术各门类、各派别有其相

通之处，要善于博采众长。 

 

现场，老艺术家还挥毫泼墨，以

当场创作的形式把现场气氛推向高

潮，或草书“淡泊明志，宁静致远”，

或泼墨“高山仰止疑无路，曲径通幽

别有天”，老教授们在退休之余，仍

发挥余热，关心青年学生的艺术文化

建设，通过艺术书法，给西电大学生

提出了要求和希望。 

最后，离退休工作处处长车纯代

表关工委的艺术家，给校团委书画室

捐赠两幅精心准备的书法作品。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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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的书画室学生王光年激动不已，

“能够近距离的和老艺术家进行书

画交流已经让我获益匪浅，”他说，

“今后在写书法时，抬头就能看见西

电书法大师的优秀作品，好像前辈们

的目光时刻注视着我，激励着我，鼓

舞着我，希望今后能多参加这样的活

动。” 

 

此次座谈会广大师生艺术爱好

者欢聚一堂，老前辈积极进行书画艺

术的经验介绍，传送的不仅只是书

法，还有人生。活动使同学们感受到 

书画艺术的博大精深，激励他们不断

提高技能，老艺术家们为学校的本科 

学生和学校的校园文化建设不断贡 

献着新的力量。 

艺术品鉴会由校团委书记朱文

凯主持。 

 

 

 

 

 

 

 

 

 

 

 

 

 

 

 

征稿启事 

   为给广大离退休老同志提
供一个良好的文化和情感平

台，《枫之韵》特增加“离退休

文苑”栏目，体裁不限（含摄
影作品）、内容健康，或叙事，

或抒情，或回忆，或感悟，要

求文笔平实优美，情感真实饱
满，字数控制在 1200字左右。 

望广大离退休老同志踊跃

赐稿。 
 

联系人：何学军 

 联系电话：8820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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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人员信息 

西电人字〔2013〕28 号文

件，计算机学院曹伯燕，外国语

学院李博雁，长安学院李建伟，

党政办靳雅静，后勤服务集团田

安民等 5名同志于 2013年 8月 1

日起退休，退休费从 2013 年 9

月 1 日起算。 

 

西电人字〔2013〕30 号文

件，图书馆徐卫江，后勤服务集

团蔡存兴，工程训练中心鲁援

朝、胡海南，科技产业集团高晓

牛，附属小学田杏侠等 6 名同志

于 2013 年 9 月 1 日起退休，退

休费从 2013 年 10 月 1 日起算。 

 

西电人字〔2013〕43 号文

件，电子工程学院卢智远，机电

工程学院吴虹，保卫处王守山，

图书馆李梅，校医院冯亚莉，后

勤服务集团朱亭，科技产业集团

张秋良、刘桂珠，附属小学凌水

如，人才交流中心辛兴国等 10

名同志于 2013年 10月 1日起退

休，退休费从 2013 年 11 月 1日

起算。 

 

西电人字〔2013〕58 号文

件，电子工程学院唐世荣、王国

庆，研究生院顾国其，计划财务

处赵菊芳，校医院王淑萍，出版

社龚停战，后勤服务集团张振

星、刘艳等 8 名同志于 2013 年

11月 1日起退休，退休费从 2013

年 12 月 1日起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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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世人员信息 

 

赵希贤同志在西安去世 

中国共产党党员、校离休干

部赵希贤同志，因病医治无效，

于2013年8月11日在西安去世，

享年 83岁。 

 

黄淑仪同志在西安去世 

中国共产党党员、校离休干

部黄淑仪同志，因病医治无效，

于2013年8月14日在西安去世，

享年 81岁。 

 

孙玉兰同志在西安去世 

中国共产党党员、校退休工

人孙玉兰同志，因病医治无效，

于2013年8月18日在西安去世，

享年 78岁。 

 

焦申亮同志在西安去世 

中国共产党党员、校退休工

人焦申亮同志，因病医治无效，

于2013年8月29日在西安去世，

享年 76岁。 

 

杨亚民同志在西安去世 

中国共产党党员、校退休技

师杨亚民同志，因病医治无效，

于2013年8月31日在西安去世，

享年 62岁。 

 

张彩云同志在西安去世 

校退休工人张彩云同志，因

病医治无效，于 2013 年 9 月 20

日在西安去世，享年 60岁。 

 

韩光前同志在西安去世 

中国共产党党员、校退休教

师韩光前同志，因病医治无效，

于2013年10月1日在西安去世，

享年 82岁。 

 

王仰厚同志在西安去世 

中国共产党党员、校退休干

部王仰厚同志，因病医治无效，

于2013年10月6日在西安去世，

享年 72岁。 

 

张风英同志在西安去世 

校退休工人张风英同志，因

病医治无效，于 2013 年 10月 13

日去世，享年 59岁。 

 

苍灵芝同志在西安去世 

校退休工人苍灵芝同志，因

病医治无效，于 2013 年 10月 24

日在西安去世，享年 60岁。 

 

董云峰同志在西安去世 

中国共产党党员、校退休工

人董云峰同志，因病医治无效，

于 2013 年 11 月 11 日在西安去

世，享年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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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话九九重阳节 

农历九月九日，为传统的重阳节。因为古老的《易经》中把“六”定为

阴数，把“九”定为阳数，，九月九日日月并阳，两九相重，故而叫重阳，也

叫重九，古人认为是个值得庆贺的吉利日子，并且从很早就开始过此节日。  

    庆祝重阳节的活动多彩浪漫，一般包括出游赏景、登高远眺、观赏菊花、

遍插茱萸、吃重阳糕、饮菊花酒等活动。  

    九九重阳，因为与“久久”同音，九在数字中又是最大数，有长久长寿

的含意，况且秋季也是一年收获的黄金季节，重阳佳节，寓意深远，人们对

此节历来有着特殊的感情，唐诗宋词中有不少贺重阳，咏菊花的诗词佳作。  

    今天的重阳节，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在 1989年，我国把每年的九月九日

定为老人节，传统与现代巧妙地结合，成为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老年

人的节日。全国各机关、团体、街道，往往都在此时组织从工作岗位上退下

来的老人们秋游赏景，或临水玩乐，或登山健体，让身心都沐浴在大自然的

怀抱里；不少家庭的晚辈也会陪伴着年老的长辈到郊外活动或为老人准备一

些可口的饮食。 

今年的九九重阳节，是我国新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

保障法》颁布实施后的第一个老年节，该法为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发展老

龄事业，弘扬中华民族敬老、养老、助老美德，提供了法律保障。 

 
 

 

         

 
 

 

 

 

 

 

 4 岁的儿子在外婆家住了一晚，回家后爸爸亲切地

问：“儿子，在外婆家睡的香吗？” 

儿子想了半天，摇摇头：“我睡着了，没闻到。” 

开
心
一
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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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阳登华山》赞 

李朝政 

我校年近八旬的姚传治老师，在今年重阳节，带着老伴，登上了

西岳华山，并拍照制作成了幻灯片《重阳登华山》，我看过此片后颇

有感触，赋诗一首以赞： 

年近八旬登华山， 

老当益壮非等闲； 

超凡脱俗勤健体， 

踏遍青山我悠然！ 

 

姚传治老师与老伴在西岳华山的合影 

 

 作者简介：李朝政，我校退休干部，44号楼党支部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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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饺子 

陈玲 

皮儿圆，馅儿大  

韭菜鸡蛋大对虾 

欢欢喜喜包水饺 

亲如姐妹暖如家 

 

兰花指，俏喳喳 

捏的饺子带出花 

一枚硬币馅中藏 

  看看谁的福分大    

                                                                          

                                  你吃俩，我吃仨 

抢食逗趣争上下 

打着饱嗝还伸手 

揉着肚皮笑哈哈 

 

细瓷碗，青瓷花 

原汤能把原食化 

几多祝福在心底 

健康快乐女人花 

 

 

作者简介：陈玲，我校退休工人，66号楼支部宣传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