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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 2017-2019 年度“笔耕之星”“建言献策之星”评选活动的通知
为鼓励老同志对离退休工作积极建言献策，表

彰老同志踊跃向校内外刊物、媒体，离退处网站及《香

山红叶》投稿，积极参加并完成省、市老干部局活

动征文，离退处拟开展 2017—2019年度“笔耕之

星”“建言献策之星”评选活动。现将有关事宜通

知如下：

一、参评人员：全体离退休教职工

二、评选时间范围：2017年9月至2019年6月

三、评选标准：

1.笔耕之星

积极参加改革开放40周年、知青上山下乡50

周年、纪念建校 60周年、礼赞中国70年·筑梦我

们一起来等各类征文活动；积极向离退处网站、《香

山红叶》、校内外刊物及媒体投稿（包括摄影作品、

书法作品），累计数量在3篇（幅）以上者。

2.建言献策之星

（1）对离退处组织的活动、对完善离退处服

务管理制度、破解热点、难点问题等提出建设性意见。

（2）在离退处网站建设、《香山红叶》内刊设

计出版、微信公众平台建设、QQ群建设等方面提

出了合理化意见和建议。

四、评选办法：采取自荐和他人推荐的方式。

五、评选名额：人数不限。

六、评选要求：

1.严格遵守评选标准，本着实事求是、鼓励先

进、积极参与的原则。

2.自荐或他荐的参评人员，均需填写《申报表》，

《申报表》可到离退处网站、QQ群文件中下载，也

可到离退处领取。填写要求条理清晰，所发表的文

章材料需注明校内外刊物、媒体、离退处网站等被

采纳的题目、时间、数量。

3.《申报表》须在 7月10日（周三）下班前

报送离退处，逾期不报视为自动放弃。《申报表》

电子版报送可通过离退处邮箱：ltxgzc@dlpu.edu.

cn;或 QQ 308429711；也可以将纸质表交到离退处。

负责人：张利岩  电话：82725856

2019 年重阳节庆祝活动方案
一、时间地点及参加人员 

1.时间：2019年 9月 26日 9:00—10:30 

2.地点：二七华臣影城二楼 9 号放映厅

3.参加人员：身体适宜出行的所有离退休人员 

二、庆祝活动内容 

1.校领导致辞；

2.祝寿活动：校领导为年满70周岁、75周岁、

80周岁及以上的寿星代表祝寿。符合祝寿年龄的

寿星不论到场与否都可领到祝寿奖品一份。寿星

当天可在入场时或会后到李鸿处领取，非当日领

取的老同志请于12月 31日之前领取；

3.表彰：对获得 2017—2019年度“笔耕之

星”“建言献策之星”人员进行表彰。

4.文艺演出。

三、温馨提示：

1.请所有获奖人员、寿星代表、演员自行于

8:50前准时入场，并在指定位置就座。

2.每位老同志400元的重阳节慰问金将在9

月26日之前发放，请各位老同志注意查收。

3.因今年10月 7日重阳节恰逢“十一”休

假后第一天工作日，因此将重阳节庆祝活动调整

到“十一”前的9月26日进行。

4.今年的发油工作由苏宁网上购物平台完

成，将按照老同志自己填报的收货地址送货上门，

原定月末周四发油改为庆祝大会，望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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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份新增退休人员名单】审计处：陈家良

离退处召开 2019 年第三次退休管委会
扩大会议

6 月 4 日上午，离退处召开今年第三次退
休管委会扩大会议。27 位委员、联络组组长和
离退处相关工作人员参加了会议。

会议针对利用学校苏宁统一购物平台采购
食用油方案、重阳节活动安排以及开展“建言
献策之星”“笔耕之星”评选等议题进行了研讨。

谷秀梅着重强调今年食用油发放方式的调
整，即由以往的从厂家订购现场发放变为购物
平台采购直接送货上门。并从四个方面加以说
明：一是目前我校 80 岁以上离退休人数已经达
到 204 位，现场领油有很多困难和安全隐患；
二是居住外地的老同志逐年增多，无法按时领
取，如果委托亲友代领会使老同志的福利受到
一定影响；三是发放周期长，不便于管理，每
年发油过程经常延续到下一年度 5 月才基本结
束；四是油品有保质期，两部办公油品的存放
等问题。自从学校与苏宁易购平台建立合作以
来，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满足实现苏宁平台
采购送油上门的服务需求，国内任何地方都可
邮寄到户，切实把福利待遇落实到位。

谷秀梅还向委员们简要介绍今年重阳节庆
祝方案。与会委员和组长非常赞同平台采购食
用油方案，赞扬学校以人为本，不断拓展个性
化服务领域，让老同志较以往受益更大的新举
措。同时，大家针对信息确认、送油时间、增
加节日祝福卡片等个性化服务内容以及一些服
务细节上的问题提出意见及建议，并一致通过
了以上各项活动方案。（李鸿）

慈铭体检医生为老同志进行体检答疑
为了方便老同志体检答疑，今年离退处在

体检合同中特意注明5月末周四发体检报告时，
分上下午在二七和二部进行答疑，并在《香山
红叶》上发布通知，同时，集中体检过程中也
不断提醒大家答疑时间，避免了老同志二次出
行的麻烦。大连慈铭体检中心特别派出两位医
生帮助老同志对体检报告给予详细分析，他们
对我校退休人员体检结果的共性问题，如高血
脂，脂肪肝，高血压，甲状腺结节、糖尿病，
心脏病，类风湿性关节炎等进行了一对一答疑。
医师根据老师们不同的病史，针对老年人患有
的各种慢性病进行释疑。建议合理膳食，避免
营养过剩，提倡低脂、少糖，含纤维的膳食，
并根据体检结果，及时到专科治疗。

近 80 位老同志参加了体检答疑。答疑医生
耐心详细的解答使大家对自己需要去医院进一
步检查的项目清楚明了，不用花冤枉钱，同时
因增加了对疾病的了解，有效缓解了咨询者的
紧张情绪和忐忑心情。此次答疑为本年度体检
工作画上了圆满句号。（李鸿）

我校老教授协会赴鑫玉龙参观考察
5 月 28 日，校老教授协会理事及部分教授

17 人赴大连鑫玉龙参观考察，先后参观了生态
有机苗室、新建海参博物馆、海参加工生产线
以及鑫玉龙海洋生物技术应用研究院、大数据
看板展示区，了解了海参的全国养殖产量，各
省市养殖面积分布及苗种销售的状态。参观考
察中农绍庄教授为大家实时答疑解惑，讲解了
海参的鉴别、营养与泡发，食品药残、农残对
人的影响以及应对措施等，老教授们听后很受
启发。(张利岩 )

马克思主义学院直属党支部书记姜立新
为老党员作专题报告

为配合即将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专题教育活动，丰富老党员党日活动内容，6
月 11 日离退休党总支邀请马克思主义学院直属

党支部书记姜立新为老党员作“礼之核心精神—
敬”专题报告。40 余名老党员以及离退处在职
党员聆听了报告。党总支书记谷秀梅主持报告
会。姜立新结合老党员特点，紧扣主题、引经
据典、图文并茂、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述了中
国礼文化的产生、发展和核心内涵，对礼仪精
神的现代传承和老党员在弘扬、传承礼仪规范
中所应有的行为准则要求进行了解读。与会党
员对姜立新结合社会实际所作的专题报告产生
强烈反响，纷纷表示，作为一名中国人，有责
任在弘扬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和礼仪上从自我
做起、从身边人做起 , 将礼仪教育贯穿到社会
生活的各个方面。（张利岩）

我校红叶艺术团参加第六届高校及
科研院所综艺节目展演获得成功
6 月 21 日，我校老年红叶艺术团参加由大

连市老教授合唱团主办、理工大学承办的第六

届高校及科研院所综艺节目展演。代表我校参

演的模特表演“大连之恋”和小合唱“我和我

的祖国”两个节目获得大家好评。

为了保证演出效果，模特班 12 位演员们克

服困难，踩着 10 厘米的高跟鞋在炎热的天气里

一遍遍彩排，苦练动作、队形、表情，加班训练，

每次都汗流浃背，却没有叫苦叫累的。大伙儿

互相鼓励，为学校荣誉而战。由合（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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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离休干部原思想品德教研室主任邵连卿因病医治无效于2019年6月14日去世，享年91岁。

6 月 18日，离退休党总支召开“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暨优秀共产党员、优

秀党务工作者表彰会。98 岁的张廉明老书记参

加会议并为参会的机械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6 名

大学生党员发放“政治生日贺卡”。离退休老

党员、校党委组织部副部长黄寒冰、机械工程

与自动化学院师生以及离退处在职支部党员近

80 人参加会议。会议由离退处党支部书记李忠

会主持。

会议初始，与会党员观看了《志誓不悔跟

党走——走进老书记张廉明》的视频片。全体

参会党员还一起面对庄严的党旗，举行了隆重

的重温入党誓词活动。通过党员佩戴党徽、重

温入党誓词，让全体党员接受了一次深刻的党

性教育和思想洗礼。

黄寒冰代表党委组织部在会上讲话。她说，

今天很高兴参加这个主题教育活动，特别是看

到反映张廉明老书记“老有所为”积极发挥正

能量的视频片，自己被深深地感动了，表示要

学习老书记坚持党性原则的政治信念，努力做

好本职工作。离退休党总支书记谷秀梅在讲话

中说，这次的主题教育活动是在张廉明老书记

党龄 80 周年的政治背景下召开的，具有特殊的

政治意义。作为党员一定要以老书记为榜样，

学习他对党忠诚、理想信念坚定、听党话跟党走、

一颗红心向着党的高贵品德。她还说，离退休

党总支、机械工程与自动化学院党总支和离退

处在职党支部在“七一”之前共同开展这次主

题教育活动，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特别是激

励大学生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

观，走好人生路。

大学生党员代表景金明同学、被表彰的“优

秀共产党员”代表仇宣琴老师、“优秀党务工

作者”代表李如森老师在会上先后发言。大家

一致表示要学习老书记的爱党爱国情怀，通过

参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教育活动，不断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从而做到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同

离退休党总支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活动

（上接第二版）唱班 18 位老同志组成的小合唱
演出队，男女声部清晰、音色优美，表演力强。
两个节目都获得了观众热烈的掌声和一致的认
可，展现了工大夕阳红的风采。（李鸿）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为实现党的理想而努力学习、工作。

会后，许多老党员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纷

纷表示，短片所反映老书记坚定信念，不忘初心

的革命精神，是 80年党龄老党员的红色传承，

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这个主题教育活动，既是精

神的洗礼，也是主题教育誓师大会，我们要铸魂

炼魄，自我鞭策，争做响当当的优秀共产党员！

主题教育活动大会上，还对荣获离退休党

总支 2018 至 2019 年度“优秀共产党员”“优

秀党务工作者”进行了表彰。（张利岩）

离退休党支部两委委员参加大连市
党建工作专题培训班

2019 年 5 月 24 日，大连市离退休干部党

支部书记“做好新时代离退干部党建工作”专题

培训班在市老干部大学举行。离退休党支部委

员王桂卿、康铁英参加本次培训。

本次培训班，市政研室主任曲真儒作了“大

连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介绍。围绕大连经济社

会取得的成绩，正确看待大连经济社会发展优

势和未来发展关注的若干问题进行讲解。西岗

区王明书记作了关于对党员注重学习教育、注

重讲座辅导、坚持充实党建、文化传承等经验

介绍。化物所党总支孙静宇同志作了关于创新

建立党支部、夯实基础、支部建设等经验介绍。

（王桂卿）

老党员祁素润、任海清邀请大学生党员
到家中畅谈“学习强国”体会

6 月 19 日，管理学院 10 名大学生党员和

辅导员代表在学院党总支书记张凤海带领下，

来到任海清老师家中，同祁素润、任海清两位

老师交流“学习强国”学习体会，汲取学习经验。

交流活动中两位老党员和大学生党员还进行了

答题知识竞赛。离退处党支部书记李忠会组织

了学习交流活动。

祁素润、任海清两位老党员虽已年近90岁，

但在我校退休党员中确是“学习强国”的“学

习能手”。自学习活动以来，克服智能手机运

用的困难，虚心请教、不懂就问，在身体条件

允许的情况下有计划坚持答题、看视频、听新闻，

学习已经成为两位老党员每天的乐趣。通过学

习掌握了许多党的知识和自然科学、历史文化

等许多喜闻乐见的知识。（李忠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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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19 年采用学校统一苏宁购物平
台采购并发放食用油的通知

学校定于九月份为离退休人员分发食用油。

近年来面临离退休人员年龄的不断增长，外地

养老人员增多，老同志亲自领油存在许多困难。

我校与苏宁网站建立长期合作，为了给老同志

提供方便，经管委会研究决定通过苏宁平台为

老同志采购并发放食用油，这样可以保证送油

上门，国内任何地方都可邮寄到户，切实把福

利待遇落实到人。

苏宁购物平台提供鲁花花生油、橄榄油（葡

萄牙原装进口特级初榨）两种油品 , 每人可任

选其中一种，选花生油的，每人两桶，每桶 5.7

升，赠180毫升香油；选橄榄油的，每人2瓶（礼

盒装），每瓶 750 毫升。按照老同志提出的花

生油要鲁花品牌，橄榄油要原装进口的要求，

网上平台只能提供上述两种油品，没有价值相

当的其他油品供选择，花生油的价值比橄榄油

高 50 元。自 6 月 9 日统计工作已经开始，老同

志用短信或微信的形式告知了油品需求、邮寄

地址、联系电话并保证所提供信息准确无误。

现在退休科正在进行信息汇总。苏宁网站平台

将按照我们老同志提供的地址于 9 月 10 日—9

月 20 日为大家送油上门。

如在送油期间不在大连的老同志请保持电

话畅通，可在接到送货电话时另约时间，也可

提前委托亲友、邻居帮助代收，如有特殊困难

请与退休科李鸿联系，酌情商议解决。

2019 年暑假放假时间：7月20日（星期六）
放假，9月 1日（星期日）上班。

本报责任编辑：王子萱  张利岩  李  鸿

每天喝碗紫菜汤
紫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它所含的蛋

白质与大豆差不多，维生素 A 约为牛奶的 67 倍，维

生素 C 为卷心菜 70 倍。紫菜还富含 EPA 和 DHA，可

以预防衰老；它含有大量可以降低胆固醇的牛磺酸，

有利于保护心脏；紫菜的 1/5 是食物纤维可以保持

肠道健康，将致癌物排出体外，特别有利于预防大

肠癌；紫菜中的丰富胆碱对记忆衰退有改善作用。

由不同原料组成的紫菜汤既美味又营养。紫菜

虾皮汤补碘又补钙，对缺铁性贫血、骨质疏松症有

2018 至 2019 年度离退休党总支
“优秀党务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评选结果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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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各党支部自 5 月 30 日起认

真组织支部党员开展“两优”评比、推荐。离

退休党总支 6 月 11 日召开总支委员工作会议，

与会委员就拟评优秀名单进行了审核，经一周

公示后，最终有 22 名党员被评为“优秀党务工

作者”，88 名党员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

名单如下。

一、优秀党务工作者 ( 按支部顺序 )

王桂华  陈丽霞  李宝印  吴立华  吴喜中

高福元  孙淑芝  季有权  赵福玲  王素娟     

李如森  王仁福  隋  娥  王桂卿  王作玉

解学琴  孙文平  于占元  孟繁远  王梦林   

康铁英  周广麒

二、“优秀共产党员”(按支部顺序 )

杜松令  杜钟铨  何连芳  刘  茵  牟凤英  

祁素润  谭俊芳  徐  江  杨文锦  于连法 

张  莉  张世民  郑学仁  赵国盛  姜凤修 

仇宣琴  董艳敏  张  岩  代钦廉  于鸿奎

任海清  马燕生  宋协娥  赵连滨  唐  倩   

董长海  孙芝阳  李华明  彭秀娣  刘秉钺  

周纯良  杨素芬  潘日博  王成昆  徐浩提  

钱  怡  王  淮  李秀娥  程菊花  刘玲燕 

刘治平  林有先  梅莲凤  屈有元  王邦瑞 

徐福云  蔡月芬  张廉明  许绍宗  张光军 

周  之  马  速  李森林  郑汝至  张秀荣  

赵玉蓉  陈景立  刘洪礼  楼燕荪  佘建荣 

孙仁峰  孙长荣  许镇和  阎夏梅  张秀珍  

曹惠明  李  淳  徐国文  陈  慧  宋永胜 

张雅清  魏  红  王秀彦  张富娟  晏郁初 

宋福贵  王英敏  沈玉仙  邵卫东  张  捷  

于  杰  戴志国  李明慧  李树平  宋继堂 

唐在臣  徐德增  杨汝男

疗效，对动脉粥样硬化和高血压病均有辅助治疗作

用，对于因缺锰所引起的皮肤瘙痒也有效，还可减

轻妇女更年期综合征病症。由香油紫菜制成的清肠

紫菜汤特别适合老人和孩子食用，如能在每晚饭前

喝碗紫菜汤，可有效解除便秘。

(代钦廉老师摘自《洛阳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