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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内简讯 

1、 校第五届教代会圆满结束 

3 月 25日至 27日，历时三天的校第五届教代会圆满结束。校党委书

记陈治亚，校长郑晓静院士，党委副书记龙建成，副校长郝跃院士，副校

长陈勇、杨银堂、张培营、李建东，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蒋舜浩，总会

计师刘延平，校长助理高新波、郑大远等出席会议。大会还特别邀请了学

校的部分专家教授、离退休老领导和老同志代表，以及市级以上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部分单位负责人、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校学生会、研究生会主

席等列席。各位参会代表充分听取并讨论了郑晓静校长的《学校工作报

告》、刘延平总会计师的《年度财务工作报告》、学校工会常务副主席柏

昌利的《工会工作报告》和工会经审委主任石峰的《工会经费审查报告》，

并以举手表决的方式一致通过。大会还表决通过了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评选

年度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实施办法等决议，并对在 2014 年学校重要发展

指标中具有显示度并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团队和个人进行了表彰奖励。

大会最后，校党委书记陈治亚发表了讲话，他在结束语中强调：改革的号

角已经吹响，西电的发展要靠每一位西电人的共同努力。他希望广大干部

和教职员工凝神聚气，攻坚克难，以饱满的热情和高度负责的精神，积极

投入到西电改革发展的历史征程之中，为把西电早日建设成国内一流、国

际知名的高水平大学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大会由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

龙建成主持。（摘自西电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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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二届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论坛在西电举行 

3 月 28 日，由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和中信银行西

安分行共同主办，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研究院和经济与

管理学院承办的“第二届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论坛”在西电南校区办公楼

206报告厅举行。 

出席此次论坛的有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技术经济学家徐寿波，中国

科学院院士、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校长郑晓静，延安大学校长张金锁，陕西

省社科院副院长白宽犁，美国奥多明尼昂大学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许立

达，陕西省社科院研究员张宝通，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知名专家、学者和

各高校的代表。西电相关职能部门和学院负责人、经济与管理学院的部分

师生也一同参加了此次论坛，规模达 300余人。论坛开幕式由校党委常委、

总会计师刘延平主持。（摘自西电新闻网） 

3、 西电学子再获国际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特等奖 

近日，从国际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官方网站获知，在 2015年国际大

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中，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参赛队获得特等奖

（ OUTSTANDING） 1 项，特等奖提名奖（ Finalist） 1 项，一等奖

（Meritorious）9 项，二等奖（Honorable Mention）27项，创我校参赛

以来最好成绩。（摘自西电新闻网） 

4、郭立新教授入选 2014 年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并被授予“有

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截至目前，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共有国家“百千万

人才工程”入选者 9 人。（摘自西电新闻网） 

5、《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章程》获教育部核准并正式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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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教育部已于 4月中旬核准《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章程》，并正式

发布。 该《章程》的发布，对我校深入推进依法治校具有里程碑式意义，

将成为我校依法自主办学、实施管理和履行公共职能的基本准则和依据，

是促进学校完善治理结构、科学发展、实现依法治校、建设中国现代特色

大学制度的重要载体。（摘自西电新闻网） 

6、 科学大师名校宣传工程汇演活动启动仪式在西电举行  

 4 月 20日晚 7点 30分，2015年“共和国的脊梁——科学大师名校

宣传工程”汇演活动启动仪式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北校区大礼堂举行。陕

西省委副书记胡和平，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詹文龙，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王

春法，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周卫健，中宣部、教育部、团中央相关部门负责

人，以及钱学森之子钱永刚先生，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党委书记陈治亚，校

长郑晓静院士，党委副书记龙建成，副校长张培营，党委副书记、纪委书

记蒋舜浩，校长助理高新波，陕西省、西安市相关部门、兄弟高校负责同

志等出席了启动仪式。仪式由中国科协调研宣传部部长任福军主持。启动

仪式后，嘉宾与一千八百余名西电师生共同观看了上海交通大学原创话剧

《钱学森》。（摘自西电新闻网） 

 

处工作动态 

1、 我校离退休党委获得“全省教育系统离退休干部先进集体”  

3 月 26日，陕西省教育系统离退休干部“双先”（先进集体、先进个

人）表彰暨老干部工作大会在西安召开，会议表彰了全省教育系统离退休

干部先进集体 29个、先进个人 39名。我校离退休党委获得“全省教育系

统离退休干部先进集体”、离休干部井连庚获得“全省教育系统离退休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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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2、离退休工作例会召开  

3 月 24日，离退休党委、离退休工作处在活动中心会议室召开 2015

年度第一次工作例会，离退休党委委员、纪委委员、处领导班子共 14人

参加。会议由离退休党委书记兼处长车纯主持。会议着重研究讨论了离退

休党委及离退休工作处 2015年全年工作计划，确定了近期将开展的体检、

春游、文体活动、老年大学等常规工作。 

3、离退休工作处召开 2014 年度处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述职暨民主

测评大会  

3 月 24日下午，离退休党委、离退休工作处在离退休人员活动中心

召开 2014年度处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年度考核暨民主测评大会，全体处

领导、离退休党委委员和纪委委员、部分校党代会离退休代表、离退休党

支部书记、委员，各楼长、老年各社团组织负责人，近 100人参加了大会

并进行了民主测评。 

4、离退休人员春游圆满结束 

4 月 8、9、10日及 13日，离退休工作处全体工作人员分四天共 15

车次组织近 750名离退休人员赴三原县参观学习。 

5、离退休人员体检工作正式启动  

4 月 7 日开始，校医院免费为全校 2000 余名离退休人员进行体检，

分退休人员、离休人员两个批次，整个体检工作将历时两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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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文通知 
 

关于举办“西电往事”主题征文活动的通知 

 
各单位、全校师生员工： 

为了做好校史资源的收集和抢救工作，讲好“西电故事”，提升大学文

化内涵，提振责任意识和使命担当，不断增强西电人的向心力、凝聚力和

自豪感，西电往事工作组现面向离退休老同志、校友及全校师生员工继续

推出“讲述西电故事、留存西电记忆、传承西电精神、弘扬西电文化”征

文活动。 

一、征文主题 

西电往事 

二、组织机构 

主办者：西电往事工作组 

媒体支持：《西电科大报》 

网络支持：西电新闻网 

“永不消逝的电波——西电往事”网站 

三、征文内容 

请离退休老同志、校友及全校师生员工积极撰文，讲述学校办学历程

中自己所经历和了解的难忘故事，分享如歌岁月中那些不为人知的往事篇

章，展现西电人“艰苦奋斗、自强不息，求真务实、爱国为民”的西电精

神。 

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周年，近期，来稿亦可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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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抗日战争胜利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周年”这一主题展开，或挖掘描

述抗战时期学校鲜为人知的历史人物、事件，或阐释自己对于抗战胜利的

反思感悟。 

四、征文要求 

1.征文稿件体裁不限，字数不限。要求真人真事，提倡讲故事、有生

动的细节，提出鲜明观点或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可随文附上相关照片等

图片资料。 

2.来稿请注明姓名、年龄、单位、联系方式、通讯地址等个人信息，

以便及时取得联系。 

3.“西电往事”征文常年收稿，其中，以“抗日战争胜利暨反法西斯

战争胜利 70周年”为主题的征文截稿时间为 2015年 7 月 20日。 

4.凡参加此次征文的人员，均会收到西电往事工作组赠送的纪念品一

份。来稿将择优刊载于《西电科大报》、西电新闻网和“永不消逝的电波—

—西电往事”网站。 

五、联系方式 

投稿邮箱：news@mail.xidian.edu.cn 

通讯地址：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西沣路兴隆段 266 号，西安电子科

技大学党委宣传部，邮编 710126，来稿请注明“西电往事”字样。 

联系电话：81891716 

西电往事工作组 

2015 年 4 月 15日 

 

 

mailto:news@mail.xidian.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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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虫情趣 

潘春华 

  夏天是昆虫欢唱的季节，有的虫儿虽然生命短暂，“夏虫不可语以冰”，

但它足以点缀夏季，丰富人间情趣。 

  蝉声特别能打动诗人的心扉，“泉溜潜幽咽，琴鸣乍往还。长风剪不

断，还在树枝间”，这是一种意境。躺在南山的绿阴下，望着荫亭的古槐，

蝉声正在欢噪，像海潮般冲击你的耳鼓，这又是一种意境。 

  捕蝉是过去那个年代男孩子们都擅长的事儿，午后约二三玩伴，肩扛

一根粘有黏面筋的长竹竿，头顶烈日，伴着蝉声去捕蝉。蝉儿是十分机敏

的，一有风吹草动就立即停止鸣叫，一旦发现不妙，立即逃之夭夭。决定

捕蝉成败的，是在蝉停止鸣唱后那短暂的几十秒钟，必须屏声静气，不去

惊扰有所警觉的蝉，然后迅速粘住它的翅膀，才能成功。《庄子·达生》

中以楚国驼背老人粘蝉的故事说明凝神、虚静、空明，大概也是有感于此

吧。 

  蝉儿之外，还有蜻蜓。在我去过的地方，似乎不记得有哪一个地方比

得上江南家乡的蜻蜓多。盛夏时节，只要天气闷热，稍微有点雨意，池塘

边，树丛下，院落里马上便会飞来数不清的蜻蜓。捉蜻蜓的乐趣，丝毫不

逊于捉蝉，手持一把破蒲扇，随着蜻蜓来回挥舞扑打，一扇一个准儿，不

一会儿就扑下一大把蜻蜓。蜻蜓是家鸡的最爱，孩子们便将捕得的蜻蜓用

线串起来，逗得鸡儿满院跑。 

  还有金龟子，家乡人称之为“金妈妈”。金龟子如蚕豆般大小，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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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铠甲，呈铜绿色，有光泽，飞时鞘翅有栗色反光，十分好看。金龟子极

易捕捉，捉来的金龟子用细棉线系其颈部，一手抓牢线头，一手捏住金龟

子背部，口中诵着古老的童谣：“金妈妈，银妈妈，不飞就是臭妈妈……”

手一松，金龟子就顺着手中的线飞起来，给孩子们增添了几分乐趣。“轻

罗小扇扑流萤”，江南小城的夏夜，清风徐徐，蛙鸣阵阵，正是萤火虫最

多的时候。捉萤火虫不需要任何工具和技巧，萤火虫的飞行速度很慢，在

黑暗中特别容易分辨，飞近时手一捞就可捉到。捉多了，便找来一个广口

玻璃瓶装进去，回到家，睡觉前带到蚊帐里，不一会儿，便进入了梦乡，

绿幽幽的光芒仍在睡梦中闪烁。 

  如今，这种令人回味的夏虫情趣和情境难以再见，似乎只能在影视剧

中才能有了。 

  (摘自《光明日报》2013 年 6月 13日) 

 

菩萨蛮 夏闺怨 

苏轼 

柳庭风静人眠昼，昼眠人静风庭柳。香汗薄衫凉，凉衫薄汗香。 

手红冰碗藕，藕碗冰红手。郎笑藕丝长，长丝藕笑郎。 

 

 

 

 

 

 

 

 

 

 

 二年级的小芳很可爱，常常被班上小男生缠着。 

             有一天，小芳回家后跟妈妈说：“妈咪，今天小强跟我 

求婚，要我嫁给他……” 

             妈妈漫不经心地问：“他有固定的工作吗？”小芳想了 

         想，说：“他是我们班上负责擦黑板的。” 

 

开
心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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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令食粥  

炎夏酷暑，人们往往食欲不振，此时，粥便成了人们调节胃口的“宠

物”，纷纷登上餐桌。 

粥，即稀饭，指用谷物煮熬而成的一种糜烂状的食品，为我国正餐主

食和点心小吃的种类之一。《礼记·檀弓上》中已有“粥之食”的记载。

唐代时，皇帝曾把粥作为恩赐臣属的御品。宋时，市上已普遍出售“糖豆

粥”、“肉盒粥”、“七宝素粥”等。清曹廷栋撰有《粥谱说》、清黄云

鹄留下《粥谱》并列粥方 240余种。 

    粥以其独特的风味，博得了不少文人墨客的交口赞美。唐代储光

羲爱食用茶叶所煮之粥，赋诗曰：“淹留膳茶粥，共我饭蕨薇。”宋代陆

游的“我得宛丘平易法，只将食粥致神仙。”道出了食粥延年之功用。明

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每日起，食粥一大碗，空腹胃虚，谷气

便作，所补不细，又极柔腻，与肠胃相得，最为饮食之妙诀也。”足见食

粥之好处。 

适于夏令食用的粥很多，下面推荐几种简单易作的粥品，供参考。 

绿豆粥   先煮绿豆，待绿豆熟后，再加入米煮成粥，放入白糖即可。

食之能清热解暑，除烦止渴。 

茶叶粥   先用 10克陈茶叶煮汁，去渣；将 100克粳米淘净，加入茶

叶汁一同煮为粥即可。食之消食化痰，清热止渴。 

 冬瓜粥   将新鲜冬瓜 100克，切成小块，同 50克粳米一同煮为稀粥

即可。食之清热消暑，利便消肿。 

荷叶粥   将粳米 100克洗净，加水煮粥；临熟时将一张鲜荷叶洗净

覆盖粥上，焖约 15 分钟，揭去荷叶；粥成淡绿色，再煮沸片刻，加入白

糖即可。食之清暑生津，解烦止渴。 

藕粉粥 取粳米 100 克淘洗干净，加水煮粥，将熟时，放入藕粉 100

克调匀，加糖即可。食之解暑生津，消食止泻。 

乌梅粥   先将乌梅煎取浓汁去渣，入粳米煮粥。粥熟后加冰糖少许，

稍煮即可。食之能生津止渴，涩肠止泻。 

（本文内容来源于缪士毅，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