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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举行 2019 年重阳节庆祝活动暨老干部老同志喜迎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文艺演出
岁岁重阳，今又重阳。9 月 26 日，我校在

华臣影城隆重召开 2019 年重阳节庆祝活动。校

党委书记葛继平、校领导邹积英以及 200 多名

离退休老干部、老同志一同参加了庆祝活动。

庆祝活动由离退处处长谷秀梅主持。

活动开始，葛继平和邹积英分别为获得

2017-2019年度的“笔耕之星”和“建言献策之星”

的老同志颁奖，并为年满 70 周岁、75 周岁、80

周岁及以上的离退休寿星代表送上了生日礼物。

葛继平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代表学校

党委和行政向全体离退休老干部老同志致以节

日的问候。他说，首先要感恩，我们伟大祖国

即将迎来 70 华诞，它从贫穷落后发展到现在的

国富民强，各位老同志都是参与者和见证者。

令人瞩目的超级高铁线、港珠澳大桥以及超大

型国际航空综合交通枢纽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都充分显示了我们国家的综合实力的增强，我

们要为祖国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喝彩。同时，学

校对 730 位离退休老干部老同志表示感谢，在

学校建设与发展的各个时期，老干部老同志们

勤勤恳恳、无私奉献，为学校发展倾注了大量

的心血，挥洒了辛勤的汗水。为了更好地传承

学校的优良传统，接过老同志们的接力棒，学

校在今年初制定了“一抓四上”的高质量发展

目标，目前各项事业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学校

有院士，有国家级的工程中心，具有学士、硕

士、博士和博士后完整的培养体系，我校的“人

才培养”指标连续两年在全省高校绩效管理考

核中排名第 1。特别是以朱蓓薇院士为核心的

教学科研团队荣获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省“黄大年式”教师团

队等殊荣。周大勇教授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

葛继平强调，学校于 9月 12日启动了“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要求学校上

下要“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学

校有信心开展好主题教育活动，并通过主题教育

推进学校全面工作更上一个台阶，确保实现“一

抓四上”的工作目标。同时，他也希望老干部老

同志充分发挥政治优势、经验优势和智慧优势，

一如既往地关心学校的发展，传播正能量，并力

所能及为学校的事业发光发热。葛书记表示，学

校将继续不折不扣地执行好党和国家对离退休同

志的相关政策，切实落实好老干部老同志的政治

待遇和生活待遇，进一步营造尊老、爱老、敬老

的氛围，确保老干部老同志生活幸福。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老同志们容光

焕发、着装艳丽，用小合唱、独唱、舞蹈、京剧、

器乐演奏、模特展演等表演形式，通过一首首

赞美伟大祖国的动人曲目，展现了老同志们对

党、对国家、对学校的一片忠诚和老有所乐的

良好精神风貌。舞蹈《祝福祖国》、小合唱《我

和我的祖国》、小提琴独奏《我的祖国我爱你》

等精彩纷呈的节目抒发了炎黄子孙与祖国血脉

相连和对祖国母亲的深深祝福。离退处、校团

委和学生处的在职人员共同为老同志奉献了小

合唱《共筑中国梦》。老同志们在欢乐、祥和

的氛围中度过了一个有意义的重阳节。（周春影）

校党委书记葛继平到离退休党总支督查指导主题教育开展情况
为贯彻落实学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工作安排， 10 月 14 日，校党委书记

葛继平带领校主题教育巡回指导组成员一行三

人到离退休党总支就离退休党建工作进行督查

指导。离退休党支部书记、总支委员等参加座谈。

谷秀梅从离退休党总支主题教育开展情况、

党建工作存在问题、整改措施等三个方面作了

汇报。与会人员对本支部主题教育开展情况进

行简单汇报并就各支部工作中面临的困惑及难

点问题提出了各自意见和想法。

葛继平一边听取汇报一边与参会人员进行

了交流和探讨，并对部分问题进行了现场解答，

提出了整改指导意见。他指出，学校开展“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就是（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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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份新增退休人员名单】继续教育学院：高军有；国有资产管理处：刘宝强；轻工与化学工
程学院：宋建国；图书馆：孙一心

离退休党总支组织老党员观看电影
《我和我的祖国》

为推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的开展，丰富支部党日活动，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10 月 9 日，离退休党总支组织身体适宜出行的

老党员、离退处在职党员以及工作人员等观看

了爱国影片《我和我的祖国》。

《我和我的祖国》作为一部以弘扬爱国为

主旋律的影片，带领大家重新回忆了那一段奋

斗而难忘的历史时刻，整部影片洋溢着浓厚的

（上接第一版）要解决好包括离退休老同志在

内的全校干部职工所关心的问题、难题，就是

要牢记嘱托、担当作为，以实干实绩诠释初心

使命，以真抓真改推动学校全面发展。

葛继平说，离退休党总支能够围绕老党员、

老同志的特点开展征文、合唱展演、走访慰问

等主题教育，活动开展扎实有效、特色突出。

葛书记在肯定离退休党总支工作取得成绩的同

时对高质量做好离退休党建工作提出具体要求。

第一，继续创新离退休党建工作方式方法。

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更加灵活地开展基层

党支部活动。总支要认真贯彻落实《大连工业

大学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实

施方案》，按照辽宁省委老干部局下发的《辽

宁省离退休干部党支部规范化建设标准》的要

求，将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

落实四项重点措施有机融合、贯穿始终，有针

对性地开展离退休党建工作，确保主题教育扎

实成效开展。    

第二，进一步明确离退休党员学习总体目

标，要积极引导老党员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

中把握主题教育总要求，通过自学和集中学习

等方式认真通读《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论述摘编》。同时对在职党支部党员

提出了精读熟读原文原著的学习要求。    

第三，要继续挖掘老党员红色基因、红色

资源，注重成果导向，充分利用身边的感人事迹，

找准“小切口”，提炼“大文章”，打造离退

休党建工作的特色和亮点，教育引导大学生“聆

听初心故事，厚植爱党爱国情怀”。

第四，继续发挥老党员政治优势、经验优势

和智慧优势，弘扬正能量，发挥余热，力所能及

为学校的发展建设建言献策贡献力量。（张利岩）

离退休党总支召开老党员与在校大学生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座谈会
10月16日下午，在离退休老同志撰写的《礼

赞中国 70 年·筑梦我们一起来》征文集发布之

时，离退休党总支召开老党员与生物工程学院

师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座谈会。老

党员代表、生物工程学院师生、离退处在职党

员近 30 人参加座谈会。

党总支书记谷秀梅首先代表纪念建国七十

周年老同志征文集编辑组对征文作者表示感谢。

她说，今年是祖国 70 华诞，离退处自今年 4 月

起在老党员老同志中开展了主题征文活动，活

动的开展激发了许多老干部老同志的爱国热情

和追梦精神，大家纷纷拿起手中的笔和纸，歌

唱盛世，赞美祖国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和

辉煌成果。本次征文集选用了 38 篇老同志的来

稿，他们中有建国前参加革命的老党员，有与

祖国同成长并受党教育多年的退休教师、教职

员工。征文来稿展示出我校离退休老党员老同

志对党和祖国浓厚之情。

会上，征文作者祁素润、郭继强、王桂卿、

李如森、王桂华、王启成等6位老同志先后发言，

他们通过各自不同的社会经历，结合个人成长

经历，全方位、多角度回忆和讴歌七十年来祖

国的发展变化和伟大成就，颂扬党的培养教育伟

大恩情，表达了老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弘扬社会主义新时代核心价值观和对党对祖国的

无限热爱之情。

生物工程学院辅导员沈雪童在发言中说，

老党员退休后还在为教育事业继续发挥余热令

人敬佩，深刻地感受到老党员们埋藏于心底、

老而弥坚的爱党、爱国情怀。这种（下转第三版）

爱国气息，让大家抚今追昔、深受感动、热泪

盈眶。影片中熟悉的旋律和动人的故事打动着

在场每一位观影者，激发了党员干部的民族自

豪感和自信心，大家由衷为祖国的发展与强大

感到光荣与自豪。观影结束后，季有权、仇宣

琴、李如森、赵福玲、王桂卿、刘玲燕、孙淑芝、

徐福云、陈丽霞等老师撰写了观后感，纷纷表

示作为一名与新中国同成长的老党员，要讲政

治、顾大局。虽然现在退休了，离开工作岗位

了，但还是要坚守初心使命，听党话，跟党走，

弘扬正能量，发挥余热，为国家和学校发展继

续做出自己的贡献。（张利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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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原外语系副教授张泽发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9 年 9 月 30 日去世，享年 78 周岁。
▲我校原德育教研室副教授王景章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9 年 10 月 24 日去世，享年 88 周岁。

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为你自豪
——《我和我的祖国》电影观后感

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从童蒙时代开始就
对五星红旗有深深的认知。几十年来，经历和
看到过无数次五星红旗的升起，也多次被庄严
的场面和热烈的氛围所感动而热泪盈眶。

在观看《我和我的祖国》电影中，随着五
星红旗一次次地升起，我的眼角也一次次地湿
润。电影故事太感人了，我不知道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的背后还有那么多
曲折的故事，我没想到香港回归那一时刻五星
红旗升起前后的每一秒钟都与祖国的尊严息息
相关。1964 年 10 月 16 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
爆炸成功的前夕，影片中的主人公面对心爱的
恋人却不能相认，这就是党的利益、国家的利
益高于一切。这不禁让人想起那些为中国“两
弹一星”的事业而多年隐名埋姓的英雄，想起
大漠戈壁中的夫妻树的故事，想起那些将热血
之躯献身在戈壁荒原的英雄。

这部影片由七个小故事组成，还有中国女
排精神、08 年北京奥运、载人航天和 2015 年
阅兵中发生的故事。这些故事代表了新中国成
立以来不同历史时期的画面，每个故事都十分
感人，像伟大祖国发展建设中的七颗璀璨夺目
的珍珠，像伟大祖国发展建设大潮中几朵跳动
的浪花。这样的珍珠、这样的浪花还有很多很多。
影片满满都是正能量，引导我们向前、向上。

在新中国建国七十周年之际，看这样的好
影片十分高兴，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为你自
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伟大的中国梦
一定能够实现！（季有权）

建国 70 周年专栏

离退处举办老同志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主题书画摄影作品展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深入

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离退处

组织离退休老同志书画摄影协会举办“70年奋

进，书家国情怀，‘镜观’校园看变化”主题书

画、摄影作品展。书法作者以歌颂伟大的中国共

产党，赞美伟大祖国，缅怀伟人，不忘初心等为

题材挥毫泼墨，潜心作画，抒发离退休老干部老

同志的爱国情怀；摄影作品从学校建校初期的图

片史料到建校六十年来的发展变化角度，通过新

旧教学环境、校园建设、办学条件的对比，用镜

头真实的反映出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教育教学事

业蓬勃发展的喜人景象。从书画作品的字句行间，

到摄影图片“镜”观之处，所表现的题材内容，

深切地表达了离退休老干部老同志“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和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此次书画摄影作品，参展作者融合了行书、

楷书、篆体、国画等各派书画底蕴，以及专业的

摄影技巧，展现了工大老干部老同志“老有所为、

老有所乐”的晚年幸福生活。（李忠会）

（上接第二版）形式的座谈真正起到入脑入心
的爱国主义教育目的，通过“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动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与
会的的 8 位大学生也先后发言表示一定要以老
一辈革命家为榜样，热爱祖国，听党话跟党走，
努力学好文化知识，增长专业技能，勇敢地承
担起国家赋予的责任和使命。

参加征文编辑的工作人员畅谈了通过编辑
征文从中受到的浓浓的爱国主义教育和所激发
出的立足本职、努力奉献服务于老同志的工作
热情。(张利岩 )

离退处党支部组织观看电影《中国机长》
为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10月 21日下午，离退处党支部组织在职党员以及
退休骨干人员到华臣影城观看电影《中国机长》。

《中国机长》影片根据川航3U8633航班紧急
迫降事件改编，讲述了机组执行航班任务时，在
万米高空突遇驾驶舱风挡玻璃爆裂脱落、座舱释
压的极端罕见险情，将全体119名乘客和9名机
组人员安全带回地面的故事，成就了世界航空史
上的奇迹。

在职党员纷纷表示要以英雄机组人员为榜样，
敬畏生命、敬畏职责、敬畏规章，始终牢记初心和
使命，不断提高业务能力，保持奋进的精神状态，
努力推动离退休工作高质量发展。（周春影）

离退休第五、第六党支部开展特色党日活动
离退休第五、第六党支部认真开展“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关心关注支
部离休老党员，开展支部特色党日活动。9 月
20 日、25 日和 26 日，离退休第六党支部书记
王仁福、支委王桂卿、隋娥、徐福云，第五党
支部书记李如森和离退处工作人员先后来到离
休老党员家中，为他们送上中共中央、国务院、
中央军委下发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纪念章”。离退休党总支还在活动中为老
干部老党员送去了学习读本，满足了大家的学
习需求。(张利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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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举办消防安全知识讲座通知
为加强老同志安全防火意识，消除安全隐

患，掌握安全防火技能和重大火灾逃生能力，

离退处定于 11 月 12 日（周二）上午 10 点，在

二部活动室多功能厅举办“防火安全知识讲座”。

邀请市消防安全宣传中心义务消防宣传员为老

同志作有关“日常火灾预防”“家用电器使用

常识”“火灾如何逃生”等方面知识讲解。

温馨提示：参加培训后，不能当即购买消

防安全器材，可以记下相关电话，与家人商议

后冷静做出决定。

2）请出行方便的广大离退休老同志踊跃参

加培训。离退处将为参加此次消防安全培训的

老同志每人准备一份纪念品。

关于申请学校工会大病医疗补助的通知
申请校工会大病医疗补助的老同志，须按

要求填写《大连工业大学教职工重大疾病保障

资金申请表》，提供 2018 年 12 月 21 日—2019

年 12月 13日发生的住院病历、住院费用清单、

出院收据（原件及复印件）及出院小结。请

于 12 月 13 日前提交到退休科，错过时间不再

受理。联系人：李鸿，联系电话：82700544、

18604084109。

红叶艺术团二部合唱班纳新通知
为保证红叶艺术团健康发展，提高大家合唱

技能，满足老年同志日益增长的学习需求，离

退处决定聘请资深教师为老同志授课，欢迎本

校退休教职工前来报名学习。

上课地点：车家村二部老同志多功能活动室

上课时间：周二下午1:20—3:00（10月22日起）

报名要求：

1.身心健康，行动自如，能坚持正常学习、

参加合唱团各项活动；

2.需遵守本团章程，以本团训练、活动为主，

确保本团训练、演出、比赛；

3. 年龄要求：80 岁以下退休人员。

报名联系人：刘玲燕：13889694807

授课教师简介：王世哲，男。辽宁民族艺术

学校声乐系主任；大连工业大学艺术培训中心

音乐系主任；大连音乐家协会会员；大连国乐

合唱艺术团艺术总监。曾获韩国青少年艺术节

优秀声乐导师；第四届东南亚艺术节优秀声乐

导师。

本报责任编辑：王子萱  张利岩  李  鸿

秋吃柿子的几点注意事项
来源：学习强国杭州学习平台 

柿子不仅美味，还有较高药用和保健价值，含
有大量糖类、果胶及多种维生素，被誉为“果中圣
品”。柿子性寒，入肺、脾、胃、大肠经，《本草
纲目》记载：“柿乃脾、肺、血分之果也。其味甘
而气平，性涩而能收，故有健脾涩肠，治嗽止血之
功。”柿子虽好，但食用柿子也要注意以下几点：

1.柿子性寒，脾虚泄泻、产后及外感风寒
者应忌食柿子。

2.因柿子中含有大量的果糖和葡萄糖，食
用后容易使血糖升高，糖尿病患者不宜多吃。

3.柿子中含有单宁，易与铁质结合，会妨
碍人体对食物中铁质的吸收，所以贫血患者应少
吃。服用铁剂时不宜吃柿子，可能引起吸收降低。

4.空腹不能吃柿子。因柿子中含有大量鞣
酸和果胶，在空腹情况下它们容易在胃酸作用下
形成不溶于水的沉淀物，同时柿子中的果胶遇酸
也发生凝结，并将果皮、纤维及食物残渣胶着在
一起形成凝块。如果这些凝块不能通过幽门到达
小肠，就会被滞留在胃中最终形成胃柿石。如若
长期在胃中积累，引起胃黏膜充血、水肿、糜烂、
溃疡，严重时引起消化道出血、胃穿孔、肠梗阻等。
酒后同样不能吃柿子，饮酒会加速形成结石。

5.柿子皮不能吃。柿子中的鞣酸绝大多数
集中在皮中，在柿子脱涩时，不可能将其中的鞣
酸完全脱净，进食后易发生胃柿石。

6.不能与海鲜同吃。中医认为，蟹与柿子
均属寒性食物，故而不能同食。从现代医学角度
来看，海鲜这类高蛋白的食物在鞣酸的作用下，
易凝固成块，会增加胃柿石的风险。

7. 柿子中的糖类和鞣酸容易对牙齿造成侵
蚀，从而形成龋齿，所以在吃完柿子后要及时漱口。

养生保健专栏

2019 年享受学校困难补助人员名单
根据学校困难补助原则：家庭人均月收入

低于 2000 元；配偶无正常收入或子女丧失劳
动能力（智障）且没有收入来源的；当年患大
病自费支出超过年家庭总收入 50% 的，或生活
不能自理确需雇请护理人员的。由本人提出申
请，经 2019 年 10 月 21 日退休管理委员会集
中审核和 10 月 23 日网上审核相结合的形式，
共同审议通过：曹桂华等14人为困难补助对象。
具体名单如下（以姓氏汉语拼音为序）：

曹桂华  单连斗  何锡泉  刘德君  刘连枝       
戚务庆  孙  涛  杨兆荣  尹秀娥  勇  波
张宇飞  张秀萍  赵丽华  赵桂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