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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内简讯 

1、校党委书记陈治亚做“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专题党课 

5月 20日下午，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举办“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专题党课，

校党委书记陈治亚为全校党员干部讲党课。 

围绕“学党章，把纪律与规矩立起来，把理想与信念树起来；学讲话，砥

砺好党性与人性修养，落实好从严治党要求”这一主题，陈治亚结合个人的学

习从四个方面展开阐述。 

一是领会党章精神，把纪律与规矩立起来。他详细阐释了党的规矩和党的

纪律的内涵，以及两者的关系，指出忠于党、讲政治、守底线，恪守党的纪律

和规矩，是对每一名党员干部最基本的政治要求。 

二是唤醒党章意识，把理想信念树起来。陈治亚分别阐释了理想和信念的

概念及其重要意义，指出对马克思主义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

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他强调，坚定

的理想信念不能自发形成，而是基于对科学理论的系统认知与深入理解，实质

上就是人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具体化；领导干部要自觉的认同党的理想信念，

有权不“任性”，做事合规合法合理，始终坚持对党忠诚、依靠群众、维护团

结、服从组织，做到在党言党、在党忧党、在党爱党。 

三是加强党性修养，把党员的先锋形象树起来。陈治亚指出，“党性教育

是共产党人的‘心学’”，是党员正心修身的必修课。要通过加强党性修养，把

党性原则内化为自己的情感、意志，形成思想和行动自觉。 

四是提升人性修养，把人生底线划出来。陈治亚要求党员干部树立人格魅

力，按照总书记的要求，领导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要身体力行，做尊法

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  

党课由党委副书记龙建成主持。学校党政领导杨银堂、蒋舜浩、刘延平，

校长助理高新波，正高职称人员，科级及以上干部，党支部书记，辅导员等 300

余人参加了本次党课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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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校长郑晓静院士参加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

小组组长习近平 19 日上午在京主持召开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并发表

重要讲话，强调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推动我国经济

社会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的总要求和大趋势，我国网信事业

发展要适应这个大趋势，在践行新发展理念上先行一步，推进网络强国建设，

推动我国网信事业发展，让互联网更好造福国家和人民。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校

长郑晓静院士应邀参加了此次座谈会。 

3、校党委副书记龙建成参加离退休党委专题学习会 

5月 17日下午，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离退休党委“两学一做”专题教育学习

会暨党支部工作培训班在离退休人员活动中心举行。党委副书记龙建成参加会

议，并以“做理想永驻的合格共产党员”为主题作了学习教育辅导报告。离退

休“两委”委员、党支部书记、支部委员，机关支部全体党员共 110余人参加

了学习教育活动。会议由离退休党委书记兼处长车纯主持。 

龙建成从“两学一做”为什么要学、学习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学习教育的

对象及范围讲起，强调无论是在职，还是离退休，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都要

按照党章标准和要求，自觉地从思想上、行动上来保持与党中央的高度一致。

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学习党章，是最基本的要求，只有把党章作为根本

的行为规范，从严治党才能落到实处。全体党员都要做到：不忘初心，方能始

终。 

龙建成希望离退休党员在开展的“两学一做”活动中做到以下四点：一是

牢固树立纪律和规矩意识，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立场坚定；二是始终保

持共产党人的情怀，坚定共产党人的信仰信念；三是坚持理论学习，过好组织

生活，按规定交纳党费；四是党员不搞宗教信仰，不参加宗教活动，坚决与邪

教组织作斗争，并注意把党员参加某些民俗风俗活动同信教区别开来。 

会议还传达学习了《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

和改进离退休干部工作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16〕3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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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西电新增 5名“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入选者 

4 月 22日，教育部公布了 2015年度“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入选名单，西

安电子科技大学共有 5人入选。其中，通信工程学院李云松教授和电子工程学

院刘宏伟教授当选“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李葆春教授由西

电申报当选“长江学者”讲座教授；电子工程学院杜兰教授和网络与信息安全

学院陈晓峰教授当选“长江学者”青年学者。 

据悉，根据《教育部关于印发<“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实施办法>的通知》

（教人〔2011〕10号）有关规定，经学校推荐、通讯评审、会议答辩、人选公

示、评审委员会审定、聘任合同签订等程序，教育部共确定 412 名 2015 年度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讲座教授和青年长江学者。 

目前，西电共有“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入选者 21名。 

5、西电赛艇队获 2016 大学生赛艇挑战赛女子组亚军 

5月 1日上午，2016年中国大学生赛艇挑战赛如期在碧波荡漾的郑州市郑

东新区龙子湖畔举行。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大学生赛艇队与香港大学、西安交通

大学、第四军医大学等 6所知名高校赛艇队展开了激烈角逐。西电赛艇队在刚

刚成立一周年之际，经过科学规划和刻苦训练，最终在 2016 大学生赛艇挑战

赛女子组八人单桨有舵手 500米总决赛中获得第二的好成绩，男子组获得第四

名，其中女子赛艇队以预赛排名第一的成绩进入决赛。 

6、刘云山来陕调研 西电段雨佳作为学生代表发言 

4月 24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来陕主持召

开西部地区部分高校负责人和师生代表座谈会。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

学院 2013 级本科生段雨佳作为学生代表在座谈会上发言，她的观点得到了刘

云山同志的肯定。段雨佳结合自身的经历，从学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

主要做法，青年学生思想行为特点以及意见建议等方面进行了汇报。 

                          （以上内容摘自校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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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工作动态 
1、离退休党委举办“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知识答题活动 

为更好地引导广大离退休党员深入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及时检验

学习成果，离退休党委不断创新学习教育的载体与形式，在离退休党员中举办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知识答题活动。 

此次活动历时一个月，试题均选自《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廉洁

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

合格党员等相关知识。活动以 42 个党支部为依托，党员完成答卷后，由各支

部进行评分、统计，并将结果及时上报离退休党委办公室。 

2、离退休党委组织离退休工作骨干队伍到马栏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为深入贯彻执行中办、国办《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离退休干部工作的意

见》，积极开展“两学一做”教育学习，加强离退休人员骨干队伍建设，提高

服务管理水平，离退休党委于 5 月 19 日组织“两委”委员、党支部书记、支

部委员、社团组织负责人、老年志愿者服务队，以及机关支部全体党员共 92

人，到位于旬邑县马栏革命纪念馆接受革命传统教育。 

马栏革命纪念馆位于陕西省咸阳市旬邑县马栏镇，属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是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马栏是陕甘

边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块红色的土地上，留下了刘志丹、谢子长、

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足迹。革命战争年代，被誉为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

中国革命英才培养的摇篮，是关中分区的指挥中心，陕西革命大本营。 

3、离退休人员 2016 年度钓鱼比赛成功举办 

5月 6日，由离退休工作处组织的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离退休人员 2016年度

钓鱼比赛在风景秀丽的秦岭终南山下甫辉垂钓园成功举办，近 60 位离退休钓

鱼爱好者齐聚一堂，挥杆竞技。 

比赛结束，朱如俊以 18 斤的总成绩获得本次比赛的冠军，李瑞祥、宋义

增分别获得亚军，顾国其、艾宪法、辛秀丽三位获得并列第三名。赛后，处领

导分别为一、二、三等奖获得者颁发了奖品。向所有参赛者赠送了纪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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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涂益杰获得“全国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工作者”称号 

4月 25日，纪念教育部关工委成立 25周年暨第五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对关心下一代工作重要指示精神，传

达了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的批示，总结交流了教育系统关工委 25 年来特别是

近 5年的成绩和经验，部署了今后的工作，组织了工作研讨。中国关工委主任

顾秀莲，教育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杜玉波出席会议并讲话。教育部关工委主

任李卫红主持会议并作工作报告。 

会议表彰了全国 322个先进集体、653个先进个人，重庆市委教育工委、

湖北省教育厅关工委、清华大学关工委作了经验交流。我校关工委主任涂益杰

获得“全国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工作者”称号。 

教育部关工委顾问朱新均、田淑兰出席会议。教育部关工委常务副主任、

副主任、成员单位负责人，各省级教育系统关工委负责人，教育部直属高校关

工委负责人等共计 150余人参会。我校关工委常务副主任车纯参加了会议。 

5、石家庄市鹿泉区来我校采访老干部 

4月 13、14日，由石家庄市鹿泉区人大主任安明发带队，一行五人，在我

校离退休党委书记兼处长车纯，副处长王瑞红的接待和陪同下，分别采访了任

振茂、赵机生、王德明、徐江贤等四位当年在获鹿华北军区电讯工程专科学校

工作学习过的老干部。 

石家庄市鹿泉区是当年我校 1948 年到达获鹿县成立的华北军区电讯工程

专科学校的所在地，1949年 5月离开，辗转到张家口赴西安。为了重温和记录

这段历史，鹿泉区政府对“华北军区电讯工程专科学校在获鹿”的历史进行系

统整理，编写《华北军区电讯工程专科学校在获鹿》一书及专题片。此次考察

采访的主要内容包括：一是召开华北军区电讯工程专科学校的部分校友座谈

会；二是查阅我校相关文字、照片、影像资料；三是参观我校校史展览；四是

进行个别采访。 

6、离退休人员 2016 年度泾阳一日游活动圆满结束  

4 月 12-14日，离退休工作处组织我校离退休人员近 800人，分三天三批

16车次，到泾阳县花博会和茯茶小镇开展了春游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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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 

杨绛 

为什么天地这般复杂地把风约束在中间？硬的东西把它挡住，软的东西把

它牵绕住。不管它怎样猛烈的吹；吹过遮天的山峰，洒脱缭绕的树林，扫过辽

阔的海洋，终逃不到天地以外去。或者为此，风一辈子不能平静，和人的感情

一样。 

也许最平静的风，还是拂拂微风。果然纹风不动，不是平静，却是酝酿风

暴了。蒸闷的暑天，风重重地把天压低了一半，树梢头的小叶子都沉沉垂着，

风一丝不动，可是何曾平静呢？风的力量，已经可以预先觉到，好像蹲伏的猛

兽，不在睡觉，正要纵身远跳。只有拂拂微风最平静，没有东西去阻挠它：树 

叶儿由它撩拨，杨柳顺着它弯腰，花儿草儿都随它俯仰，门里窗里任它出进，

轻云附着它浮动，水面被它偎着，也柔和地让它搓揉。随着早晚的温凉、四季

的寒暖，一阵微风，像那悠远轻淡的情感，使天地浮现出忧喜不同的颜色。有

时候一阵风是这般轻快，这般高兴，顽皮似的一路拍打拨弄。有时候淡淡的带

些清愁，有时候润润的带些温柔；有时候亢爽，有时候凄凉。谁说天地无情？

它只微微的笑，轻轻的叹息，只许抑制着的风拂拂吹动。因为一放松，天地便

主持不住。 

假如一股流水，嫌两岸缚束太紧，它只要流、流、流，直流到海，便没了

边界，便自由了。风呢，除非把它紧紧收束起来，却没法儿解脱它。放松些，

让它吹重些吧；树枝儿便拦住不放，脚下一块石子一棵小草都横着身子伸着臂 

膀来阻挡。窗嫌小，门嫌狭，都挤不过去。墙把它遮住，房于把它罩住。但是

风顾得这些么？沙石不妨带着走，树叶儿可以卷个光，墙可以推倒，房子可以

掀翻。再吹重些，树木可以拔掉，山石可以吹塌，可以卷起大浪，把大块土地

吞没，可以把房屋城堡一股脑儿扫个干净。听它狂嗥狞笑怒吼哀号一般，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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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挡它，愈是发狂一般推撞过去。谁还能管它么？地下的泥沙吹在半天，天上

的云压近了地，太阳没了光辉，地上没了颜色，直要把天地捣毁，恢复那不分

天地的混饨。 

不过风究竟不能掀翻一角青天，撞将出去。不管怎样猛烈，毕竟闷在小小

一个天地中间。吹吧，只能像海底起伏鼓动着的那股力量，掀起一浪，又被压

伏下去。风就是这般压在天底下，吹着吹着，只把地面吹起成一片凌乱，自己

照旧是不得自由。未了，像盛怒到极点，不能再怒，化成恹恹的烦闷懊恼；像

悲哀到极点，转成绵绵幽恨；狂欢到极点，变为凄凉；失望到极点，成了淡漠。

风尽情闹到极点，也乏了。不论是严冷的风，蒸热的风，不论是哀号的风，怒

叫的风，到末了，渐渐儿微弱下去，剩几声悠长的叹气，便没了声音，好像风

都吹完了。 

但是风哪里就吹完了呢。只要听平静的时候，夜晚黄昏，往往有几声低吁，

像安命的老人，无可奈何的叹息。风究竟还不肯驯伏。或者就为此吧，天地把

风这般紧紧的约束着。 

作者简介： 

杨绛，1911年 7月 17日生于北京，本名杨季康，江苏无锡人，中国著名

女作家、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钱钟书夫人。 

杨绛通晓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由她翻译的《唐·吉诃德》被公认为最

优秀的翻译佳作，到 2014年已累计发行 70多万册；她早年创作的剧本《称心

如意》，被搬上舞台长达六十多年，2014年还在公演；杨绛 93岁出版散文随笔

《我们仨》，风靡海内外，再版达一百多万册，96岁时出版哲理散文集《走到

人生边上》，102岁出版 250万字的《杨绛文集》八卷。 

杨绛先生的文字常被人称作韵致淡雅，独具一格。更难得的是，当她用这

润泽之笔描写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时，也拥有不枝不蔓的冷静，比那些声泪俱

下的控诉更具张力，发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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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大夫漫画 
功能介绍 熊猫医生阿缪，北京天坛医院缪中荣医生，教授，博士导师。

小大夫，又叫二师兄，傻呆呆，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医生，外科博士。在这

里，二人合作，用漫画传递简单、权威的医学，多科普一个人，就减少一个悲

剧的发生。  

中风！要早发现早预防 
熊猫医生:大家好，我是缪医生,大家也叫我熊猫医生。 

傻呆呆：熊猫医生, 什么是脑中风？ 

熊猫医生:脑中风，是指由于供应脑组织的血管发生问题，导致脑组织的

损伤甚至死亡。 

傻呆呆：那发生了脑中风会有什么后果呢？ 

熊猫医生: 这取决于损伤的程度。有的人影响不大。有的人不会说话了，

有的人不会走路了。有的人瘫痪在床了。有的人死亡了。 

甲：老夫虽然中风过，但对付你小子还绰绰有余。 

乙：啊啊啊 

丙：那如何知道发生了脑中风了呢？我又不是医生，我不懂。 

熊猫医生: 其实不难，告诉你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记住一个单词 FAST,

它是 Face，Arm，Speech，Time的缩写。Face：嘴歪向一侧。Arm胳膊无力。

Speech说话困难。Time赶紧打电话叫救护车，上医院。 

傻呆呆：时间就是生命，如果在医生赶到之前诊断它，可以救人一命呢。 

熊猫医生:因为越早，治疗效果越好。取栓的黄金治疗时间是： 6 小时以

内。 

其实，预防很重要，等发生了严重后果，神仙也无能为力了。 

傻呆呆：如何预防呢？ 

熊猫医生: 

第一、 危险因素控制，包括戒烟、限酒，三高控制； 

第二、 抗血小板药物； 

第三、 降血脂药物。 

另外，健康的生活方式很重要，戒烟限酒，适当锻炼。虽然是老生常谈，

但是很管用， 不断见到有人酒后因脑中风而死亡。 

傻呆呆：唉，医学科普，要深入人心，还任重而道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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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软拿不住筷子，可能是脑卒中 

 

 
  

 

 

 

 

 

 

 

 

 

 

 

 

 

 

 

 

 

 

 

 

 

 

 

 

 

 

 

 

 

 



 11 

厨房清洁 
厨房总是家里最难清洁的地方，各种油渍污垢的聚集地，现在教你清洁厨

房的小妙招，让你家的厨房一尘不染！ 

1、锅盖清洁： 

锅内放少许水，将锅盖反盖在锅上，水烧开(可放一点洗洁精)，让蒸汽熏

蒸锅盖。待油垢变得发白柔软时，再用软布轻轻擦拭，锅盖就光亮如新了。 

2、厨房窗纱 

清洗厨房油腻的窗纱，可用加热后的稀面糊反复几次刷在窗纱两面，10

多分钟后，再用水刷掉面糊，窗纱上的油腻便可刷洗干净。 

3、菜刀异味  

用生姜或者醋，在菜刀上擦一擦，可以消除菜刀沾上鱼腥味或葱蒜味。 

4、抹布污渍 

把抹布放在盛有清水的锅里，再放入生蛋壳，大火煮 6分钟，然后取出晾

干，污渍就会消失，所以平时做饭时蛋壳不要扔了，留着有大用处！ 

5、杯子里的污渍 

用一点点牙膏就可以轻松擦洗去除，因为牙膏中的微小颗粒可以帮助摩擦

污垢。 

6、排气扇 

清洗拆卸排气扇之前，先洗手后打上肥皂，指甲缝里要多留些，然后擦去

手上的水。 

7、餐桌 

餐桌上有时会出现一圈圈的污渍，只要撒点盐，再滴点沙拉油，便能刷除

干净。 

8、油烟机 

面粉中倒入温水，调成面糊即可，用刷子将面糊刷在油烟机油网上。用厨

房纸贴在油网上。大约 5分钟之后将厨房纸揭下，最后用抹布擦拭，轻松搞定！ 

9、煤气灶 

等煤气灶温度冷却之后，将铁架子放进水池中，缓缓加入肥皂水，浸泡 15

分钟，用抹布或钢丝球擦洗即可，等冲洗干净后记得及时擦干哦！ 

10、电水壶 

倒点可乐，然后用锡纸反复擦，直到把可乐擦干净为止，最后再用厨房纸

巾轻轻的擦一遍壶身就 ok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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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橱柜 

厨房里的木器上积满油垢时，可用漂白粉加水涂刷在油污表面，第二天用

清水冲干净即可。 

12、洗碗槽 

将厨房清洁剂倒在湿抹布上擦洗水池，若滞留的水分产生了矿物质沉积，

可使用低浓度醋溶液来清除，再用水完全清洗干净。 

13、砧板异味 

砧板使用后容易产生异味，家用的食醋可以有效清洁异味砧板，将两匙醋

与 200 毫升温水混合，然后倒在已经铺好纸巾的切菜板上放置 15 分钟，砧板

上的污垢则会容易清除，异味也会消失，还有一定的杀菌作用。 

14、清洁瓷砖 

喷洒一定量的清洁剂在瓷砖上，再贴上厨房纸巾，约 10 分钟后将纸巾撕

掉，再用湿布努力擦拭即可。 

15、微波炉 

在一碗凉水中倒入几滴洗洁精，将碗放进微波炉内，加热 3分钟，用纸巾

擦拭微波炉内壁，油渍很容易被擦掉。 

16、烤箱 

“洗涤灵+水”以 1:10的比例混合，喷在烤箱内油污处，铺厨房纸巾，再

喷一遍洗涤灵水。然后将一大碗开水放在烤箱内，关上门儿，不通电，焖 10

分钟。用蘸有洗涤灵水的纸巾先擦一遍烤箱，再用抹布抹干净就 ok了。 

17、冰箱 

箱体表面用抹布蘸上温水擦拭即可，一些细缝内的杂物和污渍可选用棉签

进行处理；背部可用吸尘器将尘埃清除.最后，待擦干后，敞开冰箱门通风干

燥一天。 

18、塑料筐缝隙 

常见的消毒液和水，按照 1：200 混合，将塑料筐浸泡 2 小时，拿出来

清水冲干净。 

19、毛巾异味  

毛巾洗干净放入热水中，进入一点点盐或者白醋，5 分钟后取出来洗干净，

阳光下爆晒干即可。 

20、清洗锅底  

去除锅底的黏着物，只需要小苏打和保鲜膜！1：在锅表面有污渍的地方

沾上水，涂抹上小苏打。2：用保鲜膜将锅整个包裹起来，放上一夜。3：第二

天早上用百洁布擦洗，污渍就全部自动脱落啦。 

（以上内容来自倒霉熊的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