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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 2018 至 2019 年度离退休党总支优秀党务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
评选表彰工作的通知

为加强离退休支部党建工作，发挥基层党支
部党务工作者及老党员模范带头作用，离退休党
总支决定开展优秀党务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评
选表彰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选范围
党组织关系在学校的离退休党员。
二、评选业绩时间
以 2018 年 6月至 2019 年 5月期间党员参加

学习活动的情况为准。
三、评选条件
(一 )优秀共产党员
1.模范履行党章规定的义务，很好地发挥党

员带头作用。
2.始终坚定共产党人的信仰信念，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严格用党章规范自己的言行。引导和
带动周围人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共同传播正能量。

3.积极参加党总支、党支部组织的学习教育、
党员大会、主题党日活动。评选年度内参加会议、
活动的出勤率达80%。

4.及时缴纳党费、没有欠缴党费现象。
(二 )优秀党务工作者
1.符合优秀党员评选条件，在党员中起到表

率作用。
2.热爱并熟悉党务工作，并能够提出合理化

建议和意见。
3.能以身作则，在党员和群众中有较高威信。
4.积极协助、支持党总支和支部开展工作、

组织活动，发挥作用。
5.连续从事党务工作至少一年。
6.评选年度内参加总支、支委会的出勤率

至少达 80%。
四、评选说明
(1)积极参加学校、党总支组织的征文活动，

撰写稿件、心得体会或在省、市、校以及离退处
组织的各类大型活动中参展书画、摄影作品者，
在推选中可作为优先考虑条件。

外地养老或阶段性外地生活以及长期在家，
却坚持学习诸如自觉参加“学习强国”学习、撰
写学习体会文章、积极参与各项活动征文的老党
员，经本支部研究可酌情考虑予以申报。

(2) 五月份调整到新支部的党员，由原党支
部委员会研究确定是否申报。

五、评选名额及时间
申报名额：不限。
申报时间：5月 30 日支部党员大会推荐，6

月 6日前将申报表汇总后提交给党总支。
六、评选要求和方式
(一 )评选要求
1.高度重视。各支部在坚持推荐标准的基础

上，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广泛听取广大党员意见，
做到思想和认识高度统一。

2.坚持原则。组织支部党员充分讨论，主动
自觉接受党员群众监督，体现广泛性，注重代表性。

(二 )评选方式
1.评选推荐工作由各党支部负责组织推荐、

申报。
2.推荐结果由党总支汇总并经总支委员会讨

论确定表彰名单。评选结果公示期为七天，欢迎
广大党员群众予以监督，反馈电话：82707651。

庆祝建国 70 周年老同志书画展作品征集通知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0周年，书画协

会决定举办老同志书画作品展，请书画协会会员
和老同志书画爱好者踊跃投稿。

一、内容要求
以纪念建国70周年为主题，歌颂伟大的中国

共产党带领人民为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功
绩，歌颂祖国的发展变化，积极传递正能量的作品。

二、作品要求
1.书体及画法不限，新近作品或未在本协会

展示过的作品；

2.每人投稿不超过两幅，尺寸不宜超过标准

的四尺全开(138cm×69cm）。

三、投稿起止时间

1.自通知发布之日起至2019年9月15日止；

2.作品请送到离退处，二七活动室交给李忠

会，二部活动室交给李鸿；老同志如有不便，可

联系我们上门收取。

四、展出时间

自2019年 9月 26日至2019年 10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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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份新增退休人员名单】服装学院：梁汉夫；后勤管理处：谭毓和；保卫处：王文琦

多措并举 确保退休老同志集中体检
工作顺利完成

5 月 14 日至 17 日，为期 4 天的集中体检

工作顺利结束，共有426位老同志参加了体检。

及早谋划 制定方案：为了尽早确定体检方

案，选择适宜的体检时间，在年初经退休管委

会投票确定了体检单位。根据近几年老同志对

体检项目的需求“量身定做”了体检套餐，增

加了心肌酶四项，骨密度，心电图，便常规等

项目，更好地满足了老同志的体检需求。各联

络组长 3 月下旬就开始统计报名情况，退休科

录入人员信息，并根据日检量、老同志驻地、

车辆调度等合理安排日体检名单，及时公布在

《香山红叶》上。

领导带头 齐抓共管：谷秀梅处长非常重视

每年的体检工作，严格审核体检合同和体检项

目；集中体检期间，每天都深入第一线了解情况、

耐心倾听老同志的意见和建议，与不常见面的

老同志交流谈心。退休科科长坚持每天全程陪

同，及时沟通解决问题，工作人员按照工作分工，

确保接送老同志工作安全有序。退休老同志孙

文平和杨素芬两位老师看到离退处人手不够，

主动提出帮忙带车，缓解了离退处的工作压力，

形成了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

真抓实干 解决问题：每年集中体检后，能

及时总结，务求实效做好服务。如，去年体检，

因增加 CT 项目造成体检时间过长的问题，经研

究，要求体检提前半小时开始，减少外单位人

员预约。今年慈铭中南路店将平时可接纳 240

人的体检量缩减到日检 130 人，极大地缓解了

压力，保证了中午前完成体检。对彩超憋尿，

提前提醒只要有憋尿的感觉就可，不用大量喝

水，遇到憋不住的情况马上跟护士说明情况，

走绿色通道，困扰了老同志几年的问题得到了

解决。

以人为本 做好服务：对个别老同志提出将

肺部 CT 项目改为脑 CT 的问题，因脑 CT 不属于

常规体检项目，不能普遍更换，但对于有此需

求的老同志，工作人员现场与体检中心沟通为

其做了换项，体现了以人为本，满足个性化需

求的服务细节。对行动不便、年事已高的个别

老同志开设绿色通道，做到随时发现，及时照顾，

陪同检查。工作人员为增加项目的人员垫钱付费，

帮助换衣、穿鞋等行为，得到了老同志的认可。

查找问题 总结经验：今年首次增加了便检，

大部分老同志因准备不足，当天无法留样，为

此导致二次送检的情况。明年在通知中要提醒

大家提前做好准备。有些年龄大、行动不便的

老同志没有家属陪同，体检时间较长，存在体

检安全隐患。今后对于参加体检行动不便、身

体不适的老同志，要求一定要有家属陪同。

陈文库、曾广熔、王建、安郁信、张乃谦、

郑焕芳、肖作顺、王运康、沈玉仙、韩素华、

周淑英、金颖伦、李景苏、吴长荣、李连英、

陈菊农、孙凤舞、牛宝桂、陈桂华、盖秀英等

老同志在家属、保姆的陪同下，快速、安全地

完成了体检，对这些老师及家属给与肯定和赞

扬。(李鸿）

2019 年退休老同志徒步踏青活动在
白云雁水市民健身公园圆满结束
5 月 10 日上午，阳光明媚，气候宜人。我

校一年一度的离退休教工徒步活动在风景秀丽

的白云雁水市民健身公园如期举行，185 名 80

岁以下退休老同志兴致勃勃地参加了徒步活动。

在坚持倡导“以安全健身为主”的原则下，

离退处广泛征求老同志意见及建议，经工作人

员提前踩点调研，确定地点位于山水之间的白

云雁水市民健身公园，既能徒步又能观景，相

对封闭的空间有利于保证活动的安全，其功能

的多样化也得到了老同志的充分认可。

离退处高度重视老同志的活动安全。活动

前，制定活动方案和安全预案，召开全处工作

布置会，为每位参加徒步的老同志发放温馨提

示单，医护人员全程陪同，洪大夫不辞辛苦背

着药箱为老同志们“保驾护航”；徒步协会会

长林钢钧老师和杜书军老师承担为大家盖印任

务；全体工作人员用心用情地为老同志服务，

确保徒步活动顺利完成。（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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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原化工系副教授苗永双老师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9 年 4月 25 日去世，享年 79 周岁。

（上接第二版）今年的徒步活动，将为连

续 5年参加徒步的老同志颁发纪念品。已经连续

盖了五个徒步纪念章的老同志非常自豪，手握证

书兴高采烈地找工作人员登记，这既是荣誉，也

是对自己的鼓励。没有连续参加徒步的老同志虽

有遗憾，但也高兴地约定明年再相会。工作人员

精心采购的轻便双肩背包纪念品获得了广大老同

志的喜爱。

几年来，坚持大型活动提前报名的制度在

此次活动中深有体现，各组组长反复电话统计

确认参加活动人员名单，基本杜绝了不报名参

加活动的现象。大部分老同志报名后因事不能

参加活动也能自觉地告知，大大提高了报名的

准确率。

离退处将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发扬尊老、

爱老的传统美德，不断创新思路，把惠民政策

通过各种工作举措落实到老同志身上，提升老

同志们退休生活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李鸿）

离休老干部、退休校领导体检工作结束
4 月 23 日、5 月 21 日，为时两天的离休

老干部、退休校领导集中体检工作圆满结束。

今年的体检工作继续突出个性化服务特点，根

据个体需求及时调整体检项目、时间，满足老

干部老领导体检需求。与体检中心协调为老干

部老领导开通 VIP 通道，做到用心组织、用心

安排、用心服务，确保了体检工作的顺利完成。

( 张利岩）

离退处举办第四届 80 周岁及以上
老同志室内趣味活动

5 月 9 日，离退处举办８0 周岁及以上老同

志“新时代老人”主题室内趣味活动，50 名老

同志参加了活动。根据年初退休管理委员会建

议，今年首次分上、下午在二七和二部两个活

动室举办，更好地解决了老同志就近参加活动

及出行安全问题。

活动开始前，离退处与前来参加活动的老

同志进行了座谈。谷秀梅代表离退处全体工作人

员感谢老同志对离退处工作的理解和支持，衷心

地祝愿“80后”的老前辈们作为新时代的老年

人永葆童心！身体健康！乐享生活！谷秀梅说，

目前，我校 80岁以上人数逐年上涨，由 2016 年

的占比 18% 到目前已达到退休人数的 26%，老龄

化进程不断加快，对离退休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

的要求 ,做好这项工作，是落实校党委要求“送

温暖、献爱心、促和谐”工作方针的具体措施。

制定《关于加强组织 80周岁及以上老同志娱乐

活动的若干规定》《80周岁以上老同志生日电

话慰问制度》等制度，加大走访力度、电话生日

祝寿、为参加 80岁活动的老同志发放照片以及

为年满 80岁曾经参加过徒步的老同志发放纪念

品等工作举措，充分表达了对这部分老同志的尊

重和关爱。

卜哲士、祁素润两位老师分别代表二七、

二部两处活动室参加活动的老师（下转第四版）

我今年 86 岁，我已经连续四届参加 80 周

岁及以上老同志室内趣味活动了。对于这样的

活动我和周英都非常愿意参加，因为它体现了

离退处及退休管委会的同志们对我们“80 后”

的敬重和关爱。他们真诚地希望我们踏着春天

的步伐、童心永驻、拥抱春天，让一个新时代

老人，开心快乐地过好每一天。活动坚持“安

全第一”的原则是十分正确的，因为，安全是

确保老人欢度晚年的第一要素；安全是确保老

人生命延续的重要保证；安全是确保老人日常

活动的头等大事。有了安全，就有了一切；没

有安全，就一切皆空。这一切的一切，我在心

里深深地感悟到了这一点，不禁使我从内心深

处产生了浓浓的感激与感谢之情。

我们虽已走到了暮年，但生命之光无比灿

烂。有人说，老年时期是恬静的画，是舒缓的歌，

是优美的诗，是深沉的海。每个老人都带着宽

广的胸怀，高尚的情操，丰富的智慧，宝贵的

经验和对党无限忠诚的一颗红心，在博大的人

生舞台上展示着新的风采。养好身体，欢乐幸福，

健康长寿，斗志昂扬地继续战斗，让绚丽斑斓

的夕阳放射出更加闪亮耀眼的光芒！ (退休教师 

卜哲士）

一个“80 后”老人的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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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在二部活动室举办消防安全知识
讲座的通知

为进一步增强退休老同志消防安全意识，

提高日常安全防范能力，离退处决定 6月 11 日

上午 10:00 点，在二部多功能活动室举办消防安

全知识讲座。将邀请消防宣传中心教官，结合火

灾案例和触目惊心的安全事例，为老同志讲解日

常用火用电、火灾发生时的自救与逃生方法等消

防安全知识，欢迎老同志踊跃参加。离退处将对

自觉参加安全知识讲座的人员发放纪念品。

召开离退休党员专题报告会的通知
时间：6月 11 日，上午 9：00

地点：二部多功能活动室

报告人：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姜立新

主题：礼之核心精神——敬

请身体适宜外出的离退休党员参加报告会。

温馨提示
端午节放假时间：6 月 7 日 ( 星期五）至 9

日 (星期日）放假，共 3天。

本报责任编辑：王子萱  张利岩  李  鸿

（上接第三版）发言。他们说：四年来，我们

很荣幸地亲历每一次活动，非常珍惜与大家见
面的机会，离退处的工作贴近老同志实际，感
谢离退处为大家搭建欢聚一堂的宝贵平台以及
对我们的关心和厚爱。

退休管委会副主任王仁福在座谈发言时说，
“走过这四年，老同志对‘有年龄限制参加室
外活动’的制度由不理解到理解，组织活动
必须坚持安全第一原则的现实性和必要性，希
望离退处一如既往地为大家做好服务，并祝愿
各位前辈在离退处这个大家庭中健康快乐地生
活”。

活动中，50 名老同志分别在 4 个场地进行
套圈、投标、筷子夹球、吊瓶四项活动。摄影
协会戴志国老师继去年之后再次专程赶来活动
现场为大家拍照留念，留下了许多珍贵的镜头。
活动前大家一起愉快地合影留念。(李鸿）

建国 70 周年专栏

建国七十年，

回首思从前，

为了新中国，

先烈生命献。

歌唱共产党，

华夏儿女赞，

推翻“三座山”，

人民齐参战。

党的恩情大，

铭记百姓间。

永远跟党走，

志誓心不变。

七十风雨路，

昂首向前看。

国富民强大，

生活比蜜甜。

习总书记好，

反腐驱黑暗。

强党兴国家，

跨入新时代。

赞“一带一路”，

促经济发展。

命运共同体，

惠及全人类。

世界地球村，

和平是关键。

大国外交领，

中国做贡献。

强大的中国，

小康路灿烂。

两个百年梦，

一定会实现。

祖国强大我自豪
于连法

保护心血管健康注意事项
——摘自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2019 年 1 月 25 日

例行新闻发布会材料

1.饮食要清淡，少食辛辣等刺激性食物，避免

暴饮暴食。食勿过饱。少吃油腻而含脂量高的食物。

严禁吸烟，尽量远离“二手”烟。饮酒要适量，以免

引起脏器负荷过大而发病。

2.心态保持平和，避免大悲大喜。生活要有规律，

不要长时间看电视、玩电脑、打麻将。要注意劳逸结合。

避免过于劳累，千万别熬夜。对于打牌、下棋等竞争

性较强的文娱活动，一定要控制时间不能长，强度不

能大，保持良好的心情状态。冠心病病人切记定时服

药，切勿因为生活规律改变而忘记常规服药，引发心

绞痛或心肌梗塞等进而危及生命，后果十分严重。

3.长假是一个外出旅游的好时机，但有些病人

不宜出门。对于急性心肌梗塞、不稳定型心绞痛患者，

或脑中风后三至六个月内患者；对高血压者，尤其

是大于 180/120mmHg 患者均不宜外出旅游。冠心病

病人若外出旅游，应备好常用药、急救药，以免出现

意外。

4.大部分老年朋友都有早起外出锻炼的习惯，

在秋风起的季节，老人们早上出门要穿足衣服，注意

保暖，并且锻炼前最好吃些点心，喝点温水。随身携

带些急救药品，必要时可事先服用硝酸酯类药品，防

止冠脉痉挛。

5.保持大便畅通。大便秘结，如果大便时憋气

使劲，血压就会出现急剧波动，容易在大便时引起脑

出血和心肌梗塞。

6.节日期间去商场购物不宜久留，不通风的环

境，密集的人群和嘈杂地周边都很容易诱发冠心病，

平时有病史的患者要随时带着药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