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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 退 处 召 开 2 0 1 9 年 第 四 次 退 休 管 委 会 工 作 扩 大 会 议
9月 9日，离退处召开2019年第四次退休管

委会工作扩大会议。退休管委会25位委员、联络

组组长以及离退处相关工作人员参加了会议。

会议就重阳节活动安排，退休干部信息采

集，国庆节、重阳节走访安排，网上采购食用

油情况通报，“笔耕之星”“建言献策之星”

拟评结果等五个议题进行了研讨。

会上，谷秀梅处长首先重申了今年重阳节

庆祝时间，即月末周四活动日，也是往年现场

集中发放食用油时间，庆祝活动地点仍在华臣

影城，庆祝大会还要进行“两星”表彰及“礼

赞 70 年迎国庆”文艺节目演出；二是向大家通

报退休干部信息采集工作是根据中组部要求，

各省都在大力推进退休干部信息化服务管理平

台建设。目前离退处通过已有的社保数据、原

始档案查询及各组长统计报表，对涉及的 546

名退休干部，完成每位干部 25 条信息提交到系

统平台。

谷秀梅就网上采购食用油的物流配送情况

进行了说明，物流可以将食用油邮寄到户，切

实把福利待遇落实到位。但目前也遇到一定问

题，如网上采购联系方式必须是手机号码，但

有 80 余位老同志提供的是座机号码；个别老同

志到现在还在更换地址和电话；有的手机设置

成陌生电话处于无法接通状态，还有的电话不

开机等等，希望大家注意，避免以上问题重复

出现，保障老同志及时收到油品。此项举措今

年第一次操作，难免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问

题，恳请大家及时收集意见进行反馈，确保今

后工作的顺利进行。

谷秀梅还详细介绍了2017至 2019年度“笔

耕之星”“建言献策之星”申报人员数据的统

计审核过程，凡是参加寄语十九大、我们支部

的故事、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纪念知青上山

下乡 50 周年、纪念建校 60 周年、礼赞中国 70

年等各类主题征文活动；积极向离退处网站、《香

山红叶》、校内外刊物及媒体（包括摄影作品、

书法作品）投稿并被采用的，都列入统计范围。

与会委员和组长认真审议并一致通过了 42

位“笔耕之星”和 3 位“建言献策之星”评选

结果；认为“两星”评选是两个不同含义的奖项，

同一人可以兼得奖品；对重阳节慰问品以及“两

星”的奖品采购给出了意见；对不能在网上采

购鸡蛋的说明非常认同，并一致通过了以上各

项议案。（李鸿）

校领导邹积英一行“七一”走访慰问部分老党员
7 月 4 日，校领导邹积英在离退休党总支

书记、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党总支书记等人陪

同下走访慰问了部分老党员，为他们送上诚挚

的祝福，并带去学校各级党组织的关怀和慰问。

每到一家，邹积英都与老党员促膝交谈，

仔细询问他们的身体、生活情况，了解他们的

需求，同时转达学校的关心 , 希望他们保重身

体，以良好的精神状态战胜疾病。在蔡英骥家中，

邹积英向老领导介绍了学校发展情况。老领导

对学校的关心深表谢意，对学校的发展建设表

示由衷地欣慰。走访组一行还先后看望了王梓

杰、傅淑珍、楚新华、徐庭超等几位老党员老

同志。他们对学校领导走访慰问表示衷心地感

谢，表示会继续关注学校发展建设，并祝愿学

校的明天更美好。

每年“七一”走访慰问老党员是学校多年

来坚持的一项重要工作。通过上门走访慰问，

了解老党员生活上的实际困难，特别是对一些

患病、独居、空巢的老党员加大了帮扶力度，

把贴心的慰问和祝福送到了老党员的心坎儿里，

增强了党员的政治归属感和自豪感，加强了党

组织的凝聚力和吸引力。

离退休党总支“七一”前后还走访看望了

安郁信等其他 10 位老党员老同志。（张利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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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月份新增退休人员名单】七月：无；八月：基建处 ：王洋；保卫处：高健；九月：国有资产
管理处：顾克非；纺织与材料工程学院：冯钠；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王岩；后勤管理处：曾家骥

校领导邹积英一行到离退休党总支
开展上半年党建督查工作

7 月 12 日，校领导邹积英及相关职能

部门负责同志一行对离退休党支部规范化建

设、基层党组织书记抓党建工作进行督查调

研指导。离退休党总支委员、支部书记参加

会议。

本次调研督查采取听取汇报、查看党建

资料和座谈的形式。会上，离退休党总支书

记谷秀梅从离退休党支部规范化建设情况、

党支部规范化建设自查情况、党建工作特色

创新、党建工作存在的问题与难题、纪念建

党 98 周年及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活动情况及

安排、党建促进离退处重点工作情况等六方

面内容做了详细汇报。同时，对离退休基层

党建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原因进行了剖

析，进一步明确了新时期、新形势下党总支

加强党建工作的思路和措施。

会上，离退休党支部书记李如森、王桂

华、仇宣琴等就离退休党支部规范化建设、

活动开展、党员管理、党费收缴等内容先后

进行了补充发言。

督查组成员就离退休党建工作进行了评

议，并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和建议。

邹积英在总结讲话中充分肯定了离退休

党总支在基层党建工作规范化制度化建设、

党建工作重点任务进展、离退休党员的教育

与服务管理及特色活动等方面取得的成效，

并就下一步做好离退休党建工作提出了三点

要求。第一，要因地制宜的开展离退休党建

工作，加强离退休党员思想建设。工作中要

结合老党员的年龄、身心特点，不限形式、

不限时间、不限场所地开展丰富多彩、灵活

多样的活动。要不断总结，不断完善，不断

创新，更好的凝聚和弘扬离退休党员的正能

量。第二，要戒骄戒躁，不断创新离退休老

党员活动载体和活动方式，树立和打造品牌

活动，开展老党员喜欢又满意的活动。第三，

工作人员要继续加强业务知识学习，提高理

论素养，有针对性地开展个性化服务、特色

离退休党总支召开“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启动会

9 月 17 日上午，离退休党总支召开“不

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启动会，离退

休党总支理论中心组成员、总支委员、离退

处党支部党员参加启动会。

会上，谷秀梅对离退休党总支开展主题

教育活动进行动员部署，解读了本次主题教

育的重要意义。并向与会人员传达了学校开

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实施方

案。布置了离退休党总支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实施方案以及离退休党

总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读书

班工作安排。同时，向与会人员介绍了学校

9 月 16 日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读书班开班动员会情况，并和大家分享

了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于庆峰教授围绕第一

专题“传承红色基因、牢记初心使命”讲专

题党课内容及本人观看《增强忧患意识防范

风险挑战》警示教育片心得体会。谷秀梅还

和大家共同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重

要讲话”。

与会同志结合离退休工作实际和老党员

特点，就离退休党总支开展主题教育实施方

案及读书班工作安排进行了交流研讨并提出

了意见和建议。大家表示将按学校和离退休

党总支要求，认真组织老党员积极参加主题

教育活动，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指示精神和中央部署要求，全面把握“守初

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的总要求，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积极引导支部老党员为

社会、为学校继续发挥余热 , 弘扬正能量。

（张利岩）

服务工作，通力合作，分工不分家，保质保

量完成工作任务，不断推进离退休党建工作

再上新台阶。

校组织部、党政办公室、宣传统战部相

关同志陪同调研。（张利岩）



32019 年 9 月（第 104 期）

▲我校原院办兼党办主任孙英利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9 年 7 月 26 日去世，享年 74 周岁。

▲我校原后勤教工刘绍武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9 年 8 月 2日去世，享年 89 周岁。

▲我校原应化系高工鲍存洲老师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9 年 8 月 20 日去世，享年 81 周岁。

记 我 唯 一 唱 完 整 的 歌
——《我和我的祖国》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春节

前后我在家电视上经常看到国内外“快闪”，

而“快闪”中最让我感动的一首歌就是“我和

我的祖国”。每当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心

潮澎湃，感慨万千，自觉不自觉地跟着一起哼

唱。由于自身的文艺素养不够，难以把歌曲唱

的完整。有一天夫人把这首歌的歌词抄写下来，

放到茶几的桌面上，我每天都能看上几眼，唱

上几句。久而久之这首歌就在我脑海里留下深

刻的烙印，走到哪里都喜欢哼唱几句。

我现在返聘到学校担任督导，习惯成自然，

在督导办公室中，有时也能冒上几句。由于不

识简谱，跟着唱还能唱对几句，自己哼唱时就

难以唱准。办公室的杨汝男老师年轻时是学校

教师中文艺骨干，每当我唱错时，就给我纠正。

我不时地唱，她不断地纠正，有时还给我示范。

慢慢地这首歌也成了杨老师哼唱的歌。同时也

感染了同室的李明慧和初嘉鹏二位老师。就这

样近半年来，“我和我的祖国”成了我们办公

室最流行的歌曲。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杨老师的帮助和指导

下，这首歌我终于能完整地唱全了。在我有生

之年，在我的记忆里，能完整地唱全的歌几乎

没有，而这首歌就成了我唯一能唱完整的歌。

这首歌曲“我和我的祖国”，在祖国成立

70周年之际，还会唱响祖国大地，甚至唱响世界。

如果我还年轻，一定参加一次“快闪”，和同胞

共同唱响这首歌，为我们伟大的祖国庆祝生日。

2019 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祖国的发

展壮大，祖国的繁荣富强，使我们的生活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感

到无比自豪。我们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我

们与祖国风雨同舟，一同成长。让我们在祖国

生日的时候再次唱响这首歌：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

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歌……

我最亲爱的祖国，你是大海永不干涸，永

远给我碧浪清波，心中的歌……（郭继强）

建国 70 周年专栏

我校部分教授参加大连市老教授协会
2019 年第二次论坛

9 月 24 日，大连市老教授协会 2019 年

第 2 次论坛在大连海洋大学召开，我校余加

祐一行 9 位教授参加本次论坛。

海洋大学陈勇教授、王吉桥教授围绕庆

祝建国 70 周年中国水产发展向与会老教授作

了精彩的报告。老教授们会后参观了大连海

洋大学实验室。论坛增进了在连高校老教授

协会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建立了交流学习的

平台。（张利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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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离退处主题活动征文或作品，

离退处开展 2017—2019 年度“笔耕之星”“建

言献策之星”评选活动。老同志按照通知要求

积极自荐和他荐，9 月 10 日离退处召开管委会

工作会议，与会委员就参评人员名单进行了审

核评议，符合参评要求共计 45 人（笔耕之星

42 人、建言献策之星 3 人）。经公示一周，群

众无异议。表彰名单如下。 

一、笔耕之星名单（按文章、作品篇数排序）：

李如森  祁素润  季有权  张光军  林  敏 

李秀娥  许绍宗  王桂卿  陈丽霞  王素娟 

王承遇  佘建荣  王作玉（张秀珍）王仁福

孙文平  刘云中  赵玉蓉  周  之  马  速 

董艳敏  何钟林  戴志国  陈景立  刘玲燕 

任海清  张雅清  陈  慧  隋  娥  蔡士豪 

徐桂香  梅莲凤  蒋明熊  晏郁初  姜凤修 

徐  江（牟凤英）徐福云  王邦瑞  徐鹏春

王桂华  王梦林  宋永胜  王启成

二、建言献策之星名单（按姓氏笔画排序）：

李如森  解学琴  蔡士豪 

关于公布离退处 2017-2019 年度
“笔耕之星”“建言献策之星”表彰人员

名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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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休科 2019 年下半年工作安排

一、9 月 19、20 日；10 月 17、18 日；11

月 21、22日；12月 19、20日；2020 年 1月 9、

10 日为老干部送药上门。

二、9 月下旬开始，开展 2020 年报刊征订

信息汇总及征订工作。

三、12月中下旬至寒假前，走访慰问老干部。

   (注：计划如有变化，会电话通知各位老干部)

2019 年下半年走访人员名单

国庆节、重阳节走访

王玉华  牟凤英  金颖伦  李春生  姚可法 

邹玉兰 （10 月 27 日）

蔡继渭  周大珍  李长寿  王美铃  杨基厚 

张发禄 （10 月 8 日） 

年末走访

程光皎  曾广熔  单连斗  傅长春  韩素华

郝艳玉  贺文琴  何兴臣  李凤瑞  高绍贵

李华明  李凤瑞  李  勤  李光范  李金德  

林绍贤  刘立军  刘金承  刘天和  刘长兴

吕彦卿  穆文斌  逄立刚  戚恩国  任自达

宋翠英  孙爱华  孙凤舞  孙  涛  谭士佐

佟庆东  王  浩  王  建  王  韧  王选良

王者玲  肖作顺  徐秀桂  杨成功  杨兆荣

于德海  于阿美  朱福庚  朱秀荣  勇  波

张宇飞  赵丽华

温馨提示：

1. 请符合困难补助申请条件的老同志于 10

月 18 日之前，到退休科办理申请登记（当年患

大病人员需提供医药费收据）。

2. 重阳节慰问金每人 400 元已打入退休人

员工资折中，请注意查收。

国庆节放假时间

国庆节：9 月 28 日（星期六）至 10 月

7 日（星期一）放假，共 10 天。

本报责任编辑：王子萱  张利岩  李  鸿

中药汤剂不宜加糖服
来源：《健康报》

中药汤剂是中医临床用于防治疾病的重

要手段。汤剂的疗效除了与药物的质量好坏，

是否对证及煎煮方法是否得当有关，服用方

法对疗效也有很大的影响。清代著名医学家

徐灵胎曾说：“病之愈不愈，不但方必中病，

方虽中病而服之不得其法，则非特无功，反

而有害。”只有按照正确的方法服用中药汤

剂，才能保证充分发挥其独特作用，从而有

效地预防和治疗疾病。

中药煎成汤剂后一般味道甚苦，常令人

难以下咽。为了掩盖汤剂的苦味，有些人尤

其是小孩子会在服用中药汤剂时加点糖，使

汤剂变甜，从而易于服用。其实，中药汤剂

加糖服并不科学。

中药有寒、热、温、凉四气和辛、甘、酸、

苦、咸五味之说。中药的苦味有发汗、退热、

健胃、助消化、镇痛等作用。中药煎成汤剂，

绝大多数带有苦味，这种苦味与药物结合能

起到协调治疗疾病的作用。有些健胃、助消

化的中药就是利用其苦味来刺激味觉，引起

消化腺分泌增多，从而增进食欲而产生的健

胃等作用。如果服用汤剂时加糖，这种作用

就不复存在，也就失去了健胃、助消化的功

效。有些治疗胃炎、消化道溃疡的中药是通

过抑制胃酸分泌来起作用，加糖反而会刺激

胃酸分泌增多，既影响药物的疗效，还会使

病情加重，如胃炎、十二指肠炎患者摄入糖

后会出现烧心等不适。

中药汤剂的化学成分一般都较为复杂，

而糖中含有一定的铁、钙离子和其他物质，

如果与汤药同服，这些离子就会与中药里的

蛋白质和鞣质等成分结合，可能产生化学反

应，使汤剂中的一些有效成分凝固变性，出

现沉淀或混浊而不易被吸收利用，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着药效。此外，有些特殊疾病的患

者本身就不能服用糖，如糖尿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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