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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党 委 书 记 葛 继 平 带 领 学 校 “ 不 忘 初 心 、 牢 记 使 命 ” 主 题 教 育
第 一 巡 回 指 导 组 成 员 到 离 退 休 党 总 支 调 研 指 导

11 月 11 日，校党委书记葛继平带领指导
组成员全绍华到离退休党总支就“大连工业大
学集中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支部”专项工作进
行调研指导。离退休党总支委员、党支部书记、
兼职组织员参加调研。

总支书记谷秀梅结合离退休党建工作特点，
从党支部“三会一课”开展情况、支委会议事
程序、党课组织、党员大会表决情况、组织生
活会环节、谈心谈话制度落实及记录情况、联
系服务群众制度落实及记录情况、组织生活次
数及成效等八项内容的排查情况向巡回指导组
进行汇报。同时对目前支部工作中存在的共性
问题进行了剖析并提出了整改思路。七位支部
书记在会上对各自支部情况进行了简要汇报。

葛继平对离退休党总支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及排查工作给予了充分肯
定。对七位支部书记在退休后能够克服困难继
续为学校基层党建工作无私奉献发挥作用表示
感谢。同时，葛书记对离退休党总支开展主题
教育提出了具体建议。他指出，离退休党总支
要结合《辽宁省离退休干部党支部规范化建设
标准》，按照《大连工业大学离退休党支部规
范化建设指南》组织开展工作。离退休党总支
要不断创新工作方式方法，解放思想、实事求
是地组织老党员开展学习活动。要做好宣传教
育，鼓励老党员自我教育自我学习，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在思想上行动上要和党中央保持一
致。要不断加强校院两级的管理，加强与学校
其他总支的联系，通过送关爱使老干部老同志
感受到学校和组织的温暖。（张利岩）

谷秀梅参加辽宁省委老干部局举办的
老干部工作者培训班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化“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转化，教育引导广

大老干部工作者旗帜鲜明讲政治，全面把握新时

代老干部工作的内涵，久久为功、狠抓落实，我

参加了辽宁省委老干部局于 11月 4日至 8日在

盘锦市委党校举办的 2019 年老干部工作者培训

班。省直机关、省属企业、省属高校 130家单位

的 140余位老干部工作负责同志参加了培训。

辽宁省委组织部部务委员、老干部局局长刘

文生在开班讲话中，对如何认识和做好新时代老

干部工作提出了两个方面的要求：首先是如何做

到“政治过硬”。一是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二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三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

干部工作的重要论述，特别提出对离休老干部强

调服务管理，对退休老干部强调管理服务；四是

扎实推进“增添正能量·共筑中国梦”活动。其

次是如何做到“本领高强”。一是把握好老干部

工作面临的形势任务，做到研判本领高强；二是

抓准推进老干部党建的着力点，坚持问题导向，

做到党建本领高强；三是满足老干部待遇保障需

求，做到服务本领高强；四是用好信息化平台，

做到专业本领高强；五是用马克思主义工作方法

指导工作，做到思维本领高强。

刘文生要求今后要重点开展党建工作的“五

项建设”。全面加强政治建设，教育引导离退休

干部始终筑牢政治信仰，坚定不移做到“两个维

护”；不断深化思想建设，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引导老干部积极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创新完善党组织建设，

以党支部规范化建设为抓手，推动提升离退休干

部党建工作及社会化水平；不断完善保障机制建

设，提升服务管理水平，更好满足广大老同志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推动党建工作信息化建

设，管好用好全省离退休干部信息化工作平台。

刘局长在谈到党建工作时对我校党委重视党建工

作给予充分肯定，他说，大连工业大学离退休党

总支和组织部能够按照《辽宁省离退休干部党支

部规范化建设标准》认真研讨，结合本校实际出

台了《大连工业大学离退休党支部规范化建设指

南》（试行），党建工作扎实有效。

培训班以“做好新时代老干部（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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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份新增退休人员名单】党政办公室：邹积英；外国语学院：轩焕；保卫处：任国成

周春影为老党员上党课
10 月 31日，离退处副处长周春影为退休第

三、第四，离退休第五、第六，退休第七党支部
党员上党课。40余位老党员参加。

周春影从“什么是‘红色基因’，如何进
行传承”“什么是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两方面
内容向参会老党员们做了题为《传承红色基因，
牢记初心使命》的发言，交流了作为一名从事离
退休工作的干部，如何做到守初心、担使命，更
好为离退休老同志服务的心得体会。（张利岩）

离退处举办 2019 年秋冬季防火安全知识讲座
11 月 12 日，离退处邀请市消防知识宣传

员作消防安全知识公益性讲座。32 名老同志及

离退处工作人员参加。

消防教官列举了多起发生在我市真实惨痛、

发人深省的火灾案例，生动地讲述了火灾的危

害性。特别针对燃气和电器类火灾所带来的严

重威胁，以及火灾的突发性和灭火自救的重要

性详细进行了讲解。

离退处在安全生产中始终认真贯彻“预防

为主 防消结合”的方针，坚持把综合治理和消

防安全工作落到实处。当前，秋冬季来临，家

用电暖气（含俗称小太阳）等取暖设备使用率高，

极易发生安全隐患，此次开展的消防安全知识

讲座内容贴近实际生活，典型案例触目惊心，

对普及消防知识、强化老同志安全防火意识起

到了积极的警示作用。(李忠会 )

离退休党支部召开党员大会  
学习交流找差距   共话“初心使命”
10 月 31 日，离退休党总支所属 7 个党支

部分别组织党员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对照党章党规找差距专题会议。

各支部紧紧围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组织党员开展学习、交流研讨。支部
党员学习了《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论述摘编》有关内容。支部书记谈了个人在主
题教育活动中学习体会。参会党员进行交流研
讨，对照党章党规找差距，先后谈了各自学习
情况和体会及不足之处。（张利岩）

谷秀梅为老党员上党课
10月31日，离退处处长谷秀梅为退休第一、

第二党支部 30 多名老党员做了“履职尽责守初
心，情暖桑榆担使命”主题党课。

谷秀梅向老党员介绍了学校正式开展“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时间、开展
主题教育的重要性以及在主题教育中党员应知
应会内容。她还结合个人学习体会，谈到“初心”
就是用爱心耐心细心为每一位离退休教职工谋
幸福，“使命”就是不断地创新工作方式方法
使离退休大家庭更温馨。谷秀梅认真剖析了自
己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表示一定要坚定理想
信念，不断提高工作效率，切实加强队伍作风
建设，严格遵守廉洁自律准则，向老同志学习，
做到以身作责，厉行节约。参会老党员围绕主
题教育活动谈了各自体会。（张利岩）

离退处两篇稿件由《晚晴报》《辽宁老年报》
分别刊登

离退休党总支在 10 月 16 日召开了老党员
与在校大学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座
谈会，活动稿件被 11月 1日的《晚晴报》采用，
题目为：《老党员与青年学生共话“初心”》。
郭继强教授撰写的礼赞 70 年征文《我唯一能唱
完整的歌——我和我的祖国》被10月22日的《辽
宁老年报》采用。（张利岩）

（上接第一版）工作”为主题，邀请了盘锦市委

党校张媚芳副教授作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辅导；为深入了解老龄化事

业发展现状，明晰与老干部工作的内在联系，邀

请了辽宁大学老龄事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任际教

授作了《深度老龄化条件下，如何做好老干部的

服务管理工作》报告；为提高大家的文化修养和

综合素质，邀请了盘锦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王首

中同志作了《情绪管控提升工作绩效、改善生活

品质》讲座。为提高专业素养和政策运用能力，

老干部工作部门人员进行了“如何做好新时代老

干部工作”专题研讨。

省委老干部局副局长阎祝民以“新时代老干

部工作之我见”作了主题发言。他回顾了辽宁老

干部工作的发展历程和取得的成就，分析梳理了

当前全省老干部工作面临的形势任务和要求，提

出了新时代离退休干部工作转型发展、高质量发

展的重点和努力方向。阎局长在谈到如何开展老

干部正能量活动时，以我校认真贯彻省老干部局

年初提出的“礼赞中国70年·筑梦我们一起来”

主题征文活动，组织我校老干部老党员撰写征文

并召开征文作者与大学生共话“初心使命”的工

作给予表扬。

此次培训主题鲜明、内容丰富，不仅让大家

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有了

更加深入的理解，还开拓了视野，老干部工作思

路和方法得到了进一步提升。(谷秀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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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离休老干部原总务处处长徐华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9 年 10 月 26 日去世，享年 89周岁。
▲我校原学生处处长赵玉蓉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9 年 10 月 26 日去世，享年 85 周岁。
▲我校原图书馆副教授姚可法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9 年 11 月 14 日去世，享年 91 周岁。
▲我校原食工系党总支书记杨有富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9 年 11 月 22 日去世，享年 84 周岁。

收看《榜样 4》心得体会
10 月 21 日晚，我观看了《榜样 4》专题节

目，很受触动，片中的英雄楷模事迹给我上了

一堂生动的党课。

影片中，一个个鲜活的事例至今还时时撞

击着我的灵魂。隐名埋姓的人民英雄功臣张富

清；为脱贫攻坚而献出宝贵生命的黄文秀；吃

亏在前一心为民致富的李连成；在平凡岗位为

人民做好事的唐真亚；人民的好支书隋耀达；

时传祥式的人物李萌以及“嫦娥四号”航天团队。

他们共同的理想和崇高境界就是面对艰难险阻

和生与死的考验，为党的事业，为实现人民美

好生活，无私付出，甚至献出生命代价而无怨

无悔。尤其是时代楷模人民功臣张富清同志，

他战功赫赫，却深藏功名，淡泊名利，无私奉

献了一辈子。他说：“和我一起战斗的同志都

牺牲了，我还显摆什么……”这是多么高尚的

共产主义道德情操啊！看到这些事迹感动得我

流下了眼泪。

作为一名退休的老党员，虽然我已经步入

老年，但是人老心不老。我决心努力学习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思想，发挥“老

有所为”的积极作用，听党话跟党走，只要是

党的需要我一定挺身而出，不惜牺牲自己的生

命。我要学习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学习时代

楷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实践入党誓言，

把一生献给党。（程菊花）

党建专栏

离退休党支部召开党员大会进行换届选举
9 月 26 日，离退休党总支七个党支部分别

召开党员大会，进行换届选举工作。各支部的

党员认真听取支部工作报告，通过支部选举办

法，并严格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

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的规定和换届工

作程序，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了新

一届党支部委员会。通过换届选举，进一步增

强了离退休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老党员的

模范带头作用。（张利岩）

我校五位老师参加市老教授协会
2019 年第三次论坛

11 月 7 日，大连市老教授协会 2019 年第

三次论坛在大连化物所举行，李如森、王梦林、

张雅清、王素娟、王秀彦五位老师参加论坛。

化物所戴东旭、马小军两位研究员作了庆祝建

国70周年中国化学物理发展报告。论坛结束后，

与会人员参观了大连化物所展馆。（张利岩）

我校五位教授参加市高校督导组
第二届协作会

10 月 28 日，市高校督导组第二届协作会

在大连海事大学召开。李明慧、杨汝男、初嘉鹏、

郭继强、李维参加了会议。会上，李明慧教授

介绍了我校督导组历史沿革、组织架构、工作

概况、工作经验与展望等情况。与会代表对大

连市高校督导组协作会工作提出建设性意见。

（张利岩）

火灾逃生十二口诀
1.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 身处陌生环境，

首先观察周边，留意疏散道口，关键时刻逃生；

2. 通道出口，畅通无阻 : 通道楼梯出口，

切勿堆放杂物，易燃易爆物品，保持畅通无阻；

3. 扑灭小火，惠及他人 : 小火火灾即灭，

以防火势蔓延，灭火器消防栓，有水控制火势；

4. 保持镇静，迅速撤离 : 不要惊慌失措，

先找通道出口，若被封堵无路，窗户阳台天台；

5.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 遇险舍弃钱物，

保命首选要快，切莫重返险地，勿入绝境贪财；

6. 简易防护，蒙鼻匍匐 : 防止烟雾窒息，

湿巾棉被裹身，毒气上漂危害，匍匐捂鼻穿行；

7.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 火灾随时断电，
电梯因热变形，被困威胁生命，选择通道聪明；

8. 缓降逃生，滑绳自救 : 消防队员未到，
利用设备自救，空降绳索床单，水湿缓降楼下；

9. 避难场所，固守待援 : 火封通道及身，
紧闭淋湿窗门，自创避难场所，等待救援示警；

10. 缓晃轻抛，寻求援助 : 无法逃离现场，
阳台挥艳衣物，白天明亮镜子，晚上手电声响；

11. 火已及身，切勿惊跑 : 如果身上着火，
不要惊跑拍打，设法脱掉衣服，就地打滚扑灭；

12. 跳楼有术，虽损求生 :9 米以下低层，
看准有人接应，抱些棉被软物，树木棉瓦车棚，
双手抱紧头部，身体弯曲滚动，释放冲击力量，
减少身体伤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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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 季 养 生  以 肾 为 先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

“北风潜入悄无声，未品浓秋已立冬。”11

月 8 日是立冬，立冬节气的到来意味着秋去冬

来，很多人一到冬天就出现腰膝冷痛、夜尿频多、

易感风寒等现象。山东省济宁市中医院肾病科

主任医师王祥生解释说，中医理论认为，冬季

主气为寒，寒与肾相应，所以冬季最易耗伤肾

之阳气出现腰膝冷痛等肾阳虚症状。而肾阳虚

又易累及肾阴，导致肾阴不足，出现咽干口燥、

头晕耳鸣等症状。因此冬天养肾不仅能增强人

的御寒能力，还可以提高人体免疫力和抗病力，

延缓衰老。立冬后养肾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饮食调摄 养肾防寒

饮食调摄对养肾防寒非常重要。冬天宜选

食羊肉、狗肉等温肾壮阳、产热量高的食物，

对素体虚寒者尤其有益。还可进食具有补肾益

肾功能的食品，如核桃、板栗、桂圆等。黑色

食品如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木耳、乌骨鸡

等能入肾强肾。若将上述食品放入粥中煮食，

既可祛寒，又可补养，还能疗疾。

由于每个人的体质不同、年龄有别，在食

补中也有宜有忌。如肾阳亏虚者，可多食羊肉、

驴肉等具有温补肾阳的功效的食物；偏于肾阴

精不足，食补宜以鸭肉、鹅肉为主；对于肾之

阴精渐衰的中老年人，冬天可食鳖、龟、枸杞、

山药、木耳等护阴之品。冬令饮食不可过咸，

因咸味入肾，会致肾水更寒，有扰心阳。另切

忌寒凉食品，以免“雪上加霜”，伤阳气。

日常保健 护卫肾阳

立冬时节正处在秋冬交替时期，此时阳气

潜藏，阴气盛极，起居作息也要作相应调整，

应当适当增加睡眠时间，早睡晚起。早睡可养

人体阳气，迟起能养人体阴气，但晚起并非赖

床不起，而以太阳升起的时间为度。适当运动

锻炼可以振奋阳气，增强御寒能力。同时衣着

厚薄要合适，以防寒保暖。

日常养肾三法：冷面、温齿、热足，可以

护卫肾阳。冷面即用 20℃左右的冷水洗脸，可

提神醒脑，使大脑兴奋，还可以促进面部血液

循环，增强机体抗病能力；温齿，即用 35℃左

右的温水刷牙和漱口。中医认为“齿为肾之余”，

养生保健专栏 保护好牙齿就是保护好肾；热足，即每晚临睡

前用 45℃―50℃的热水洗脚泡脚。常言道“寒

从脚下起”，指双足供血不足，热量较少，保

温力差。

艾灸祛寒 温补脾肾

肾是先天之本，脾胃是后天之本。脾肾虚，

则正气虚，邪气盛。因此扶养正气贵在温补脾

肾。中医认为，温补莫过于艾灸，有通经活络、

行气活血、祛湿逐寒、防病保健等功效。

灸法补肾阳，最重要的穴位就是关元、涌

泉和肾俞等穴，每日灸 30―60 分钟。关元穴：

在脐下四横指处，灸关元穴可以治疗一切阳虚、

气虚证。涌泉穴：是人体足底穴位，位于足前

部凹陷处第 2、3 趾趾缝纹头端与足跟连线的前

三分之一处，为肾经首穴。涌泉穴在人体养生、

防病、治病、保健等各个方面都有重要作用。

肾俞穴：在第二腰椎棘突旁开 1.5 寸处。灸肾

俞穴，有增加肾脏的血流量，改善肾脏功能等

作用，达到祛除病痛、养生健体的目的。

揉耳按摩 补肾扶阳

中医认为，肾主藏精，开窍于耳，肾气通

于耳，经常按摩耳部，可以达到固肾养肾的目

的。分别用双手的拇指和食指，从上至下在耳

朵两侧进行按压，若有痛处，可增加按压时间；

然后，两食指伸直，用力适度，分别插入两耳孔，

旋转 180°，反复 3 次后拔出，连续 6 次，可达

补肾、聪耳、健脑之功。

此外，穴位按摩也是冬季补肾扶阳简单易

行的良方。揉丹田：位于肚脐下 1.5 寸处。将

手搓热，用右手在该处旋转按摩 50 次。能健肾

固精，改善胃肠功能；按肾俞：此法也叫搓腰法。

两手搓热后用手掌上下来回按摩 50 次，两侧交

替进行，可治肾虚腰痛；摩涌泉：足心处的涌

泉穴，是肾经的起点，为足少阴肾经之首穴。

用右手中间三指按摩左足心，左手三指按摩右

足心，两侧交替进行，各按摩 50 次，按摩到足

心发热为止，对心悸失眠、双足疲软无力等效

果良好。

王祥生提醒，冬季养生进补须以中医“虚

则补之”为原则，具体应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

相关补益药物，不可擅自做主，自行服药，以

免出现药不对症的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