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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内简讯 
1、西电举办 2015 年老年节祝寿会 

10月 19日下午，一年一度的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老年节祝寿会在离退休人

员活动中心举行。校党委书记陈治亚出席大会并致辞，校长郑晓静院士发来贺

信，副校长郝跃院士通报学校建设等情况及一年来所取得的成绩，校党委副书

记、纪委书记蒋舜浩主持会议，副校长陈勇、张培营、李建东，校长助理高新

波，以及各学院、各职能部门负责人，与离退休党委委员、纪委委员、离退休

各党支部书记，共同为 186 名今年 70 周岁、80 周岁、85 周岁和 90 周岁以上

的老寿星祝寿。 

在致辞中，陈治亚代表学校党政领导班子、全体教职员工，向各位老同志

表示热烈祝贺和美好祝福，向为西电改革发展无私奉献的老前辈们表示衷心感

谢和诚挚敬意。陈治亚说，一年来，全校师生员工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习近

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落实中央从严治党要求，扎实开展“三严

三实”专题教育活动，认真推进教育部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领导班子以上

率下、带头践行八项规定，出台《廉洁自律约定》，加强自律；坚持把纪律和

规矩挺在前边，加强制度建设，建立长效机制，在学校综合改革、依法治校、

干部作风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校园风尚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他指出，当

前学校综合改革已进入关键期，正在努力创建一流专业、一流学科和一流大学，

规划“十三五”发展目标，筹备召开第十二次党代会，改革发展任务繁重，老

同志的阅历和经验是学校的重要财富，他希望大家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继续

为学校发展献计献策，贡献力量，共建和谐美好的西电大家庭，共创西电发展

新的辉煌。 

会上，工作人员宣读了郑晓静向全校老领导、老寿星、老同志重阳节的贺

信。在信中，郑晓静表达了她对全校离退休老同志的挂念，对自己因在北京学

习无法与各位一起共度佳节表示歉意，同时对全体老同志送上了深深祝福，祝

愿各位老寿星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祝愿全体老同志节日快乐、幸福安康！ 

郑晓静说，老同志是西电永远的财富，是我们西电精神的最好代表和最生

动诠释。从“西电往事”中老同志们感人至深、催人奋进的西电记忆，到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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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响合唱《黄河大合唱》公演对抗战老战士的现场致敬，老一辈西电人的革命

精神、使命意识和爱国爱校情怀，让几代西电人紧紧相连、砥砺前行！ 

郑晓静说，学校历来高度重视老同志工作，时刻关注老同志的需要，广开

渠道发挥老同志的作用。今后学校将进一步加大力度，为老同志更好地服务。

在国家“一流大学、一流学科”的重大战略部署下，西电的发展任重道远，恳

切地希望得到各位老同志一如既往地关心和支持，为学校的发展献计献策、再

做贡献。 

郝跃从五大方面通报了学校一年来的发展情况。一是全面深入推进学校综

合改革；二是启动并推进第十二次党代会筹备工作；三是谋划制订“十三五”

事业发展规划；四是认真贯彻落实教育部巡视整改工作；五是“四大计划”“四

大保障”深入实施。 

郝跃对学校下半年重点落实好四个方面的工作也进行了介绍。一是以筹备

召开第十二次党代会为契机，统筹谋划好“一流大学、一流学科、一流专业”

建设，争取在新一轮国家重大战略中取得先机；二是科学谋定“十三五”规划；

三是面对国家科研管理体制的调整，吃透政策精神，积极主动应对，凝炼攻关

领域，争取大有作为；四是不折不扣地做好教育部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 

郝跃说，在过去的工作中还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需要大家不断加

以改进和提升。在此也请老同志放心，学校始终在努力，努力地为大家办好事、

办实事，也诚挚地希望各位老同志们、老领导们、老专家们，能够一如继往地

关心和支持学校的改革与发展，继续为办好我们共同的西电建言献策、贡献智

慧。 

离退休党委书记兼处长车纯代表离退休工作处及老同志们致答谢词。他就

离退休人员现状和工作情况进行了简要汇报，并向学校各位领导，以及各部门、

各单位长期以来支持离退休工作表示诚挚的谢意，并向老同志送上真挚的祝

福。 

在《生日快乐》的美妙旋律中，校领导为老寿星们逐个赠送佩带了寿星纪

念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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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西电大型交响合唱音乐会《黄河大合唱》首次公演 

2015年 10月 11日晚，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 70 周年，为向与共和国同行、为祖国建设和学校发展做出贡献的西电前

辈致敬，更为激励全体师生员工、海内外各界校友携手共创西电美好未来，由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主办，共青团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委员会、校艺术教育中心、

大学生艺术团共同承办的红色经典大型交响合唱音乐会《黄河大合唱》（全本 8

首作品）隆重公演。 

200余名西电“95后”学子，用歌声追忆，用心灵传承，以西电青年学子

独特的方式诠释抗战精神，传承红色文化，重现的革命岁月感动了在场的所有

观众。党委书记陈治亚，党委副书记龙建成，副校长杨银堂、张培营，党委副

书记、纪委书记蒋舜浩，校长助理高新波，原校党委书记涂益杰，原校纪委书

记靳雅静等出席了音乐会。8名西电抗战老战士、各界宾朋、各地校友、离退

休老干部以及师生员工 2000余人共同欣赏了音乐会。 

3、西电两团队获“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金奖 

10月 20日，从首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上传来喜

讯，在 300 个入围决赛项目争夺 30 个金奖角逐中，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大学生

创业团队“蒜泥科技”的 Visbody人体三维扫描仪项目和“慕声科技”的慕声

3D打印定制耳机项目双双获得金奖，艺偶奇缘团队参赛项目“偶陪你”智能幼

教陪护机器人项目获得铜奖，在随后进行的 30个金奖争夺四强的比赛中，“蒜

泥科技”团队成功晋级，并在最后的冠军争夺战中经过项目展示、专家问辩、

投资洽谈等激烈的比拼环节，最终获得总决赛季军。学校获奖数量位列全国高

校第一，获金奖数量和获奖成绩均位列全国高校第二。决赛期间，西电电子工

程学院 2012级研究生杨少毅、微电子学院 2013级研究生周威和其他获奖学生

代表受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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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西电“空间实验一号”皮卫星搭载长征六号发射升空 

北京时间 2015年 9月 20日 7时 01分，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自主研制的“空

间实验一号”皮卫星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由长征六号运载火箭搭载发射升空。

该卫星属于清华大学主卫星“纳星 2号”的 2颗子卫星之一，采用在轨二次分

离的方式从“纳星 2号”卫星载荷舱中弹射释放。 

5、“钱学森空间科学实验班”一对一导师制启动 

10月 29日下午，钱学森空间科学实验班（以下简称“钱班”）一对一导师

制启动仪式在南校区 G-240举行。党委副书记龙建成、副校长李建东、二十余

位钱班学生导师、全体钱班学生以及空间科学与技术学院领导与教师出席了仪

式，仪式由空间院党委书记梁玮主持。 

（以上内容摘自西电新闻网） 

 
处工作动态 

1、离退休工作处举办 2015年“敬老月“离退休教职工文艺联欢会 

10月 21日下午，由离退休工作处举办的 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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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退休工作处副处长、纪委书记王渝

秦，副处长王瑞红，原校党委书记涂益杰，离退休党委委员、纪委委员、离退

休党支部书记，以及部分离退休老同志，与劲松艺术团演员、老年大学学员们

近 500人参加了联欢会。 

演出在劲松合唱团表演的大合唱《向往西藏》中拉开序幕，各演出队相继

表演了民族舞《金色太阳》、二胡齐奏《黄水谣》、葫芦丝齐奏《草原美》等 16

个节目。演出中，演员们神采飞扬，优美的音乐声伴着娴熟的舞姿，为各表演

队引来无数掌声。 

演出现场设置了幸运观众奖，原校党委书记涂益杰，离退休工作处副处长

王渝秦、王瑞红，分别为活动抽取了一、二、三等奖，并为所有观众、演员赠

送了纪念品。 

2、教育部直属高校关工委第三协作组工作会议在长安大学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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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22日，教育部直属高校关工委第三协作组工作会议在长安大学地学

科技大厦第一学术报告厅召开。教育部关工委常务副主任孙成华、副秘书长张

勇莅临会议，校党委副书记、关工委主任董小林出席会议并致辞，校长助理彪

晓红出席会议。北京语言大学等 15 所部属高校关工委负责同志、部分在陕高

校关工委负责人、长安大学关工委成员单位代表以及离退休老同志代表 60 余

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长安大学关工委常务副主任、离退休工作处处长张增社

同志主持。 

3、9月 16日，2015年离退休人员乒乓球赛在离退休人员活动中心举行，

共有 48位离退休老同志报名参加了比赛，经过紧张激烈角逐，男子组汤元域、

艾宪法、郭为民等六位获得一等奖，女子组张菊芳、张凤珍、王晓莉等六位获

得一等奖。 

4、10 月 27、28 日，2015 离退休人员麻将比赛在离退休人员活动中心举

行，共有 330余人参加了比赛。 

5、10月 28日下午，我校老年时装队参加了由陕西高校中老年时装联谊会

主办，西北工业大学离退休工作处承办，以“展示阳光心态，体验美好生活”

为主题的陕西省高校（部分）第六届中老年时装展示会，并获得好评。 

6、10月 18日下午，西电中老年合唱团参加由陕西省合唱协会主办，西工

大工会承办的陕西高校教职工庆祝“老年节”合唱展演并取得圆满成功。 

7、我校绚丽多姿舞蹈队参赛的腰鼓舞《红色娘子军》，在 2015 年全国广

场舞大赛第一轮网络投票中进入陕西赛区前三名， 

8、在由中共陕西省委老干局主办，陕西省老干部发挥作用指导中心办公

室、陕西省老年摄影协会承办的“阳光心态美好生活老年摄影大赛”中，我校

老年摄影协会李朝政老师参展的作品《向老兵致敬》获三等奖；杨素英老师的

作品《舞龙人》获优秀作品奖；赵葆青老师的作品《渔事丰歌》获优秀奖，《渔

舟晨雾》获入围名单。 

9、10月 27日，由离退休工作处主办，西电中老年摄影协会承办的秋季摄

影采风活动在户县成功举行，共有 41 名会员及摄影爱好者参加了此次采风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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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退休文苑 
 

抗战胜利 70 周年书画作品欣赏（二） 
 
 
 
 
 
 
 
 
 
 
 
 
 
 
 
 
 
 
 
 
 
 
 

                

 

 

 

 



 8 

 

 

 

 

 

 

 

 

 

 

 

 

                

 

 

 

 

 

 

 

 

 

 

 

 

 

 

           



 9 

 

 

 

 

 

 

 

 

 

 

 

 

 

              

               

 

 

 

 

 

                                    

 

 

 

 

 

 

                



 10 

 

 

 

 

 

 

 

 

 

 

 

 

 

 

 

 

 

 

 

 

                     

 

 

 

 

 

 

 



 11 

 

 

                                               

 

 

 

 

 

 

 

 

 

 

 

 

 

 

 

 

 

 

 

 

 

 

 

 

 



 12 

 

 

 

 

 

 

                                             

 

 

 

 

 

 

 

 

 

 

 

 

 

 

 

 

 

 

 

 

 



 13 

                  持，胜过有 

冯景元 

   

持，不是拥有，但胜过拥有。 

坚持，不会完全、百分之百的成功，但不坚持，则一点机会都没有。 

持，百年不变，仍持原来那个样子，很难。首先时间、岁月就不让，说是

人生不老春长在，实际生理上人没有不老的。少看颜面，老看腿腰，好春只就

二三月。正因为此，人在意志上，品行品德上，操守洁爱上，能持一守恒，保

持不变，就愈显得弥珍可贵。 

持，讲的是做人的功夫，做事的长性。俗话说：看谁笑到最后，讲的就是

持。文言：不诱于誉，不恐于诽，不以辱没动其火，不以高下易其心，也讲的

是持。宇宙间的长存物，无一不持，山是山，海是海，日是日，月是月，白天

就是白天，晚上就是晚上；树木柳叶长，榆叶圆，你飞你的絮，我挂我的钱，

谁该是什么木质，就是什么木质，各自持躬，持稳，持真。于是我坚信：一年

持生的树是柴，十年持生的树是木，百年持生的树才成栋梁。 

台湾被业界奉为经营之神的企业家王永庆生前讲，年过九旬仍然能耳聪目

明精力充沛的独门术，就是持，即：持之以恒晚 9时前上床睡觉，晨 2时起床

打坐；持之以恒地练自编的“毛巾操”，左右摆动，直至出汗；持之以恒地秉

持“不过量”原则，永远坚持吃半碗饭；持之以恒地吃蔬菜沙拉，过“吃生菜，

不能煮”的生活；持之以恒地坚持“没辛苦，就没健康”的信念，高龄以后仍

坚持劳动、勤作；持之以恒地崇奉“自在合理，就好”的信条，不为前呼后拥

的人望所改变。 

面对喧哗的世界，不让它改变你，也是持。 

活着最可怕的，就是艰苦岁月过去，你不能自持了，管不了自己，也把持

不住自己了。 

                           

  (摘自《洛阳日报》2015年 1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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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好才是真的好 

流沙 

 

  超市里的大米、鸡蛋经常搞促销，队伍排得好长。母亲把孙子送到学

校，就花一元钱乘公交到超市去排队。大米买好了，扛回来不现实，于是花了

六元钱乘人力三轮车回来。结果大米只便宜了五元，而成本付出了七元。但母

亲觉得赚到了便宜，很高兴，于是我硬生生告诉自己，不要把赤裸裸的成本账

算给母亲听。 

单位里许多同事都买了车，有的还贷了款。其实我所在的这个县城很小，

从城东到城西、从城南到城北，骑自行车不过十分钟。但开车因为拥堵却要二

十分钟，而且单位里车位少，根本无法停车。我不会劝人家不买车，因为车之

于人，并非仅仅只是代步工具，那是一门社会学、人际学，同时“被堵车”还

是一种生活时尚和城市享受，岂能去拒绝。 

  最近油价要涨，涨之前的那天傍晚，朋友间短信互转。于是发动了车

子从城东奔到城西去加便宜油，结果车子在加油站外被长长的加油车流堵住，

耗时半个小时才加到油，一箱油便宜了十元钱，来来去去的油费恐怕不止十元

了吧，我哑然失笑。但怪就怪在，我没有觉得自己亏了，而是有一种捡了便宜

的好感觉。 

  前几天母亲回乡下，打来电话说她在半山腰挖到了一株很大的笋，肯

定很好吃。当天下午就用袋子装了，乘了一个多小时车子送到了城里，然后又

风风火火地赶回乡下。这样的毛笋在城里只卖一元一斤，而我母亲给我送笋，

花了二十多元路费。我当晚煮了笋，当我一块一块地夹进嘴里，觉得自己有个

老母亲还健在，待儿子这样好，真是好福气啊。 

  生活，有时真的不能算成本，谈“钱”就俗了。感觉好才是真的好，

不知道你相不相信。 

(摘自《老年文摘报》) 



 15 

 

1、蒜泥科技，人体三维扫描仪 Visbody：虚拟和现实的连接点 

Visbody 人体三维扫描仪是专业收集人体数据的逆向设备，采用多视图融

合技术并特别针对面部进行优化，不到 1秒即可采集人体 360°数据和色彩信

息，生成全彩三维模型，完美重现真人气质。我们提供多种摄像头组合方案，

可应用于 3D打印、服装定制/虚拟试衣、整容预测、人体测量学及影视游戏等

领域。 

Visbody三维人体扫描仪及 Visbody Studio软件由西安蒜泥电子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自主研发。公司位于西安市经济开发区，Visbody 研发团队致力于计

算机视觉与多视图融合技术的开发及应用， 在运用三维点云数据重建技术进

行人体及物体快速精准建模、数据压缩传输、虚拟试衣相关算法等方面拥有核

心技术，目前处于国际领先地位。该技术应用覆盖虚拟试衣、影视特效、健身

整容、虚拟现实等各个领域。2015年 8 月 18日，深圳市蒜泥科技有限公司成

立，Visbody研发团队迁往深圳继续深入研发。 

 

2、慕声科技，慕声 3D 打印定制耳机：科技与艺术的完美结合 

慕声定制耳机为每个人定制专属于自己的耳机。根据每个人耳道特有的模

型，定制化制造出耳机壳体，同时内置多组顶级动铁单元，通过独家开发的分

频电路对音频信号进行处理，使得乐声得到完美还原，满足用户从佩戴舒适度

到听感的完美定制需求。由于每个人的耳道形状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慕声定

制耳机的佩戴舒适度、牢固度以及隔音效果也达到了普通耳机无法企及的程

度。此外，耳机壳体的时尚个性化设计，加上慕声独有的工艺处理技术，使其

整体产品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目前定制耳机主要面对耳机发烧友、舞台歌手、

专业人士以及追求个性时尚的年轻人。随着大众对高保真音质的不断追求，以

及对个性化定制产品的渴望，定制耳机将会迎来爆发式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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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皮卫星 

皮卫星是指重量为公斤级的微小卫星。 

皮卫星相较大卫星，成本低廉、制造和发射周期短、应急反应快是皮卫星

的最大优势。制造一颗大卫星的成本在 10亿元—20亿元人民币左右，需要花

费至少两年时间，制造一颗微小卫星也需要几亿元，但制造一颗皮卫星，成本

仅为几百万元人民币，时间仅需要几个月。 

因为成本低廉、发射便捷，皮卫星被航天科技界称为紧急状态下的“突击

队”。中国是地质灾害频发国家，在应急救援和抢险救灾时期，皮卫星可以担

当起应急通信、地形勘测等多项职责。      （以上内容摘自西电新闻网） 

 

4、生活小窍门 

（1）巧除纱窗油腻：将洗衣粉、吸烟剩下的烟头一起放在水里，待溶解

后，拿来擦玻璃窗、纱窗，效果真不错； 

（2）只要在珠宝盒中放上一节小小的粉笔，即可让首饰常保光泽； 

（3）桌子、瓶子表面的不干胶痕迹用风油精可以擦拭； 

（4）不管是鞋子的哪个地方磨到了你的脚，你就在鞋子磨脚的地方涂一

点点白酒，保证就不磨脚了； 

（5）皮鞋或包的皮子放久了发霉时，可用软布蘸酒精加水（1：1）溶液

擦拭即可。 

（6）皮包上有污渍，可以用棉花蘸风油精擦拭。 

（7）白色衣裤洗后易泛黄，可取一盆清水，滴上二三滴蓝墨水，将洗过

的衣裤在浸泡一刻钟，不必拧干，就放在太阳下晒，即可洁白干净。 

（8）洗衣服领口：在领口上撒一些盐末，轻轻揉搓，用水漂去盐分即可。

因为人的汗液中含蛋白质，不能在水中溶解，而在食盐中就能很快溶解。 

（9）使牙刷耐用：把新买来的牙刷，浸在热盐水里半小时左右取出，可

使牙刷经久耐用。                             （以上内容摘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