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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胜利 70 周年之际，我校党委书记郭广

银，校长易红，校党委常务副书记刘京南、

副校长林萍华、党务副书记兼副校长刘波、

党委副书记刘鸿健近日分别到抗战老干部

家中走访慰问，送去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

军委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

纪念章和一次性慰问金 5000 元。陪同慰问

的有校长助理刘乃丰、党办主任仲伟俊、党

办主任周红、校办主任李鑫、老干部处处长

张俊琴等相关部门负责人。 

校领导分别慰问了百岁老人王凤山、贺

立德，抗战夫妻方忠海、李爱迪，还看望了

抗战老干部戴金吾、商宣球、张振堂以及抗

战老干部的遗属。在抗战老干部家中，校领

导代表全校教职员工感谢他们为祖国和学

校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并与他们促膝交谈，

一起回忆革命战争时期的峥嵘岁月，同时还

关切地询问他们的生活起居、身体状况和家

庭情况，向他们表达亲切的问候，嘱咐他们

要保重身体。校领导还叮嘱随行的相关部门

负责同志要切实关注我校抗战老干部的晚

年生活，为他们幸福安度晚年创造良好的环

境。 

郭广银同志看望贺立德     

易红同志看望方忠海、李爱迪夫妇 

 

刘京南同志看望王凤山     

● 工作简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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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萍华同志看望戴金吾     

林萍华同志看望张振堂     

刘波同志看望老干部遗属     

刘鸿健同志看望杨俊     

刘鸿健同志看望商宣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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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干部处举办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东南大学老干部座谈会 
 

9 月 3 日上午，老干部处组织抗战

老同志在校友会堂举办了纪念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

周年东南大学老干部座谈会。校党委书

记郭广银、副校长王保平、副书记刘鸿

健、宣传部长毛惠西、党办主任仲伟俊、

离休干部党委书记钱炳昌、退离休协会

理事长龚乐年、医学院关工委副主任刘

岐山等出席了座谈会。座谈会由党委老

干部处处长张俊琴主持。 

校党委书记郭广银在座谈会上致辞，

她代表校党政领导向抗战老同志表示崇

高的敬意和真诚的感谢，并期望所有的

老干部继续发挥他们的智慧和经验优势，

对东南大学的发展建设献计献策，为实

现美丽的东大梦添砖加瓦，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大

学生代表刘胜楠表示要勿忘国耻，居安

思危，不屈不挠，艰苦奋斗，用知识武

装自己，用忠诚拥护党和国家，积极投

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党

委书记郭广银、副书记刘鸿健、副校长

王保平分别为十名抗战老同志代表佩戴

抗战胜利纪念章并颁发 5000 元慰问金，

大学生向抗战老同志敬献了鲜花。随后，

校领导和老同志们一起观看了纪念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七十周年阅兵式。当抗战老兵方队经过

天安门城楼前时，所有在场人员起立向

抗战老兵致敬，不少老同志都激动得热

泪盈眶。 

阅兵式后，离休干部党委书记钱炳

昌主持了座谈会。抗战老同志曹汉民、

余启富表示经历了小米加步枪的斗争年

代，对我国现代会军事的高速发展表示

欣慰和自豪，退离休协会理事长龚乐年

赞扬阅兵式展现了国威、军威，两名大

学生表达了时刻准备着做无产阶级革命

事业的接班人的决心和信心。 

（党委老干部处 芦颖） 

校领导与抗战老同志合影  摄影 芦颖 

校领导为抗战老同志颁发纪念章 

 

全体参会人员合影 



4 

 

2015 年 9 月 22 日，老干部处在校友

会堂一楼举办“铭记历史珍爱和平圆梦中

华”老同志书画作品展开幕式。东南大学党

委副书记、副校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

会主任刘波在开幕式上致辞并宣布开幕，

东南大学离休干部党委书记、钱炳昌，东

南大学原校长助理、江苏省老年书画研究

会东南分会会长赵瑞林，老干部处副处长、

丁家桥离休干部党委副书记胡建人，团委

书记张璐、社区主任方红也出席了开幕式。开幕式由老干部处处长张俊琴主持。老

年书画爱好者们和 20 余位大学生参加了开幕式。 

刘波同志代表学校党政领导对书画展的开幕表示祝贺，她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之际举办书画展意义重大。她充分肯定了东南大学

书画班 30 年来所做出的成绩和贡献，并对经历了革命战争洗礼的老前辈们依旧保持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精神表示崇高的敬意。她还寄语东大学子们要学习老一辈的

革命精神，把中国传统的文化进行传承和发扬。赵瑞林同志向团委捐赠了他写的两

幅书画作品《沁园春长沙》、《同心共筑中国

梦》，表达了老一代东大人对新一代大学生

的关心和期盼。校领导、老同志和大学生们

一起观看了 50 余幅书画作品，并进行了现

场交流和探讨。 

  

老干部处举办“铭记历史 珍爱和平 圆梦中华”

书画作品展 

刘波同志为开幕式致辞   摄影  芦颖 

全体参会人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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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 日下午，上海交通大学、同 

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大学的 11 位退

离休工作者来我校进行工作交流，老干部

处及退离休协会的领导接待他们的来访。

双方就新时期离休老干部工作的特点、如

何利用社区资源为老同志服务、老同志活

动的组织情况以及关工委工作的开展进

行了交流。与会人员还一同参观了吴健雄

纪念馆并在大礼堂前合影留念。 

2015 年 8 月 25 日上午，丁家桥

校区离休干部党委召开党委扩大会议，

学习贯彻 2015 年秋季中层干部会议精

神及组织学习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

神，为下半年的学习、工作按照学校党

委的要求和部署开展工作。 

 

大家认真学习了中层干部会上党委

书记郭广银的讲话精神，对学校上半年

开展的“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扎实有

序的开展，以及党委根据综合改革和“十

三五”改革发展规划编制工作的积极推

进等十五个方面开展的工作和部署大家

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同时认真学习了易

红校长作的 2015 年上半年的工作小结

和下半年的工作讲话精神，对学校在围

绕把学校建成国际知名高水平研究型大

学和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总目标而开展

的各项工作充满了信心，党委还结合根

据当前的形势学习十八届三、四中全会

上海高校退离休工作者来我校进

行工作交流 

 

 

 

丁家桥校区离休干部党委召开扩大会议 

与会人员在大礼堂合影留念   

会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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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治国理政”

精神，进一步了解学校和国家在改革开

放发展过程中所采取的各项措施，使大

家虽然离退休多年，但是始终保持与时

俱进，思想常青，并积极为东南大学的

各项事业发展建言献策。 

党委根据离休干部的实际安排

2015 年下半年工作、学习，会议还听取

了老干部处的处务会议精神。会后应抗

战老同志戴金吾（原铁医党委书记）邀

请，支部书记们去参观了戴书记以抗战

胜利 70 周年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的实物展，他以日本投降诏书为第一

章节，抗战 100 位英雄为第二章节，中

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为第三章节，中国

梦、56 个民族、我的祖国为第四个章节

展示了对我们伟大祖国的热爱和实现伟

大中国梦的决心，这次展览因戴书记身

体欠佳等原因只能采取这种方式来纪念

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暨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胜利 70 周年的活动。支部书记们

十分感谢戴书记为大家开展这次活动所

受到教育，对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中所起到的中流砥柱的作用有了

更进一步的认识。 

 

老干部参观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 

 

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近日，东南

大学党委老干部处组织近 80 名离退休

老干部参观了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感

受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 

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由“奋勇抗敌”、

“国际援华”、“壮志凌云”、“缅怀先烈”

四个室内馆区及陈列雕塑、战机模型两

个室外展区组成，通过文字图片资料、

实物展览、多媒体等多种手段，再现了

中、美、苏三国空军在中国大地上联合

抗击侵华日军的英勇历史。随后，老同

志们来到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前，向烈

士纪念碑敬献了花圈，并默哀致敬。 

 

  老同志向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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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老兵曹汉民给少先队员讲述抗战故事  

8 月 26 日下午，我校离休老干部曹

汉民在老干部活动室向长江路小学的少

先队员们讲述抗战时期的故事。曹老师

从日本军国主义铁蹄下生活人们的困苦，

讲到广大老百姓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奋发抗日，

英勇驱敌的故事。少先队员们表示要发

扬革命老前辈的抗日精神，坚定理想，

不怕困难，为实现美丽的中国梦而好好

学习、顽强拼搏。 

 

 

 

 

2015 年 8 月 31 日晚 6 点 30 分，

在东南大学九龙湖校区图书馆润良报告

厅，党委老干部处为 2015 级新同学举

办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暨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东大抗战

老兵报告会，党委老干部处处长张俊琴，

医学院关工委副主任刘岐山，党委老干

部处党支部书记车一刚，医学院团委副

书记徐寒冰老师及 2015 级医学院新生

及其他院系部分新生参加了报告会。 

抗战老同志李爱迪向同学们讲述了

参加新四军、在战场上救治伤员的革命

经历，并展示了由中共中央、国务院、

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颁发给她的纪念章。抗战老同志

胡威讲述了他在战地医院克服一切困难，

就地取材，因地制宜为伤病员救死扶伤

曹汉民老师位为少先队员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李爱迪老师在发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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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亲身经历。两位老同志告诉同学们要

铭记历史，珍惜今朝，刻苦学习，努力

进取，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现场的大学生纷纷发言，表达了对抗战

老前辈的崇敬之情和立志好好学习，争

做一名优秀医学生的的决心。医学院关

工委副主任刘岐山说，新生入学恰逢抗

战胜利 70 周年机会难得，今天的报告

会让同学们受益匪浅。 

老干部处处长张俊琴做了总结性发

言，她鼓励入学新生把握好自己的学习

机会，牢记历史，开拓未来，以老一辈

东大人的精神风貌，扎扎实实、好好学

习，将来成为国家和社会的有用之才。 

 
 
老干部处参加青石村社区 2015 年度“携手共建 
共享成果 同庆中秋”主题活动 

2015 年 9 月 24 日，青石村社区召

开 2015 年度“携手共建 共享成果同庆

中秋”主题活动。东南大学老干部处长张

俊琴、副处长胡建人、丁家桥离休党委

书记方明宇及离休干部代表,老干部工

作人员和公共卫生学院大学生志愿者出

席会议。参加会议的单位有：东南大学

老干部处、南京工业大学、苏杰学校、

社区医院等。此次会议由青石村社区书

记邵虹主持，青石村社区副书记孟广红

做了 2015 年携手共建，共享成果的工

作汇报。东南大学老干部处处长张俊琴

做了题为《迎中秋，共建美好社区》的

精彩发言，系统介绍了东南大学在相关

方面所做的工作。根据中组部省老干部

局精神，东南大学老干部处针对离休干

胡威老师在发言中 

离休老同志方明宇在大会上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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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普遍进入双高期，服务管理面临新情

况新问题，充分借鉴兄弟院校及社区在

老干部工作中的宝贵经验，积极推进离

退休干部“四就近”，实行资源共享、优势

互补、密切合作，实现了老干部工作与

社区服务的对接，从而给离退休老干部

安享晚年营造良好的氛围、创造更好的

条件。张俊琴处长回顾了东南大学老干

部处与青石村社区围绕服务离退休干部

的共建工作历程和所取得的成就并对今

后工作提出了计划和要求。通过共建创

新老干部工作模式，延伸了“服务手臂”，

互动联手构建老干部“四个就近”资源服

务体系，有效落实离休干部政治生活两

项待遇，积极推进利用社区资源做好老

干部工作，不断开创老干部工作的新局

面。东南大学丁家桥社区离休党委书记

方明宇作为离退休代表进行了发言。方

书记解读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新修订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对家庭养

老重新定位，将原《老年法》中的“老年

人养老主要依靠家庭”修改为“老年人养

老以居家为基础”。“居家养老”的提出，实

际上是要实现从传统的家庭照料到现代

的社区照料、老年人的生活单位从家庭

向社区的转变。“居家养老”的实质是“社

区养老”。方书记还介绍了东南大学离休

干部的自然情况和健康状况，围绕社区

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对社区工作进行

了肯定并提出了新的期望。会后，张俊

琴处长，胡建人副处长等受社区委托为

离退休人员发放了节日慰问品，看望了

参会的东南大学离退休老同志。同时，

我校公卫院学院的大学生志愿者为青石

村居民提供了健康咨询。 

 

 

  

老干部处处长张俊琴在大会上发言 

 

老干部处工作人员与大学生志愿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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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关工委开展“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年” 

红领巾寻访活动 

为了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年，关心

下一代成长，日前，东南大学关工委联

合北京东路小学五（2）中队“黑鹰小队”

开展了“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年”红领巾

寻访活动。 

活动中，东南大学离休老干部曹汉

明医师在关工委有关负责同志的陪同下

与北京东路小学“黑鹰小队”的小同学们

讲述了他本人参加抗战的亲身经历和心

路历程。 

曹汉民医师今年已 85 岁高龄，14

岁时他就投身抗日战场，先是担任通讯

兵，负责为八路军送信，在抗战的最后

几个月里，又加入到医疗队，当上了一

名卫生员。解放后，他转业到东南大学

校医院工作。曹汉民老爷爷告诉小同学

们，在那个艰苦卓绝的年代，没有吃，

没有穿，没有报酬，冒着生命危险坚持

抗战，完全是凭着一股信念，就是“赶走

日本侵略者，不让咱中国人受欺负”。他

还告诫小同学们一定要牢记历史，要珍

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刻苦学习，长

大以后为国家多作贡献。 

 

医学院关工委组织学生探访抗战老战士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纪念日前夕，为了

使青年学生们铭记历史、勿忘国耻、圆

梦中华，从内心深处激发爱国之情和报

国之志，学院关工委联合学院团委，在

校老干部处的大力支持下，于暑期组织

2011 级及 2012 级部分学生开展了探访

抗战老战士活动。活动分为三个小组，

● 关 工 委 

红领巾寻访活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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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探访了因抗战中负伤五级残疾的原

铁道医学院院办主任盛刚；原铁道医学

院党委书记、老红军钟南辉的遗孀李树

枝（原任解放军 125 医院副院长）以及

原铁道医学院院长方忠海与夫人李爱迪

等几位抗战老战士。探访后，同学们认

真整理相关资料。积极撰写心得体会。8

月 24 日晚上，2011 级中大医院实习组

还利用业余时间及时召开了探访抗战老

兵总结交流专题会议。 

东南大学医学院关工委 

 

 

 

 

 

医学院关工委有关课题研究工作正式启动 

 

针对医学院工作实际，医学院关工

委于 2015 年 4 月向学校关工委报备了

关于“基于诚信教育引导医学研究生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与研究”

的课题。本课题组是由学院关工委牵头，

并联合院研究生工作办公室及院团委共

同开展。该项目拟以 2015 级新入学的

研究生为研究对象，试图通过形式多样

的教育实践活动，以期改变和提高研究

生对诚信的认知，从而引导医学研究生

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做

到“知、信、行、成”。 

9 月 1 日下午，该项课题正式启动，

向 2015 级研究生发放了 193 份《医学

研究生新生诚信状况问卷调查》，问卷调

查包括一般自然情况及诚信基本状况两

个部分共 28 条。同学们积极配合，现

场共回收 188 份有效问卷。其后，课题

组将对此次调查结果进行认真分析与提

炼，为下一步针对性教育实践活动提供

一定的依据。 

东南大学医学院关工委 

 

 

 

医学院关工委看望老红军遗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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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 战 胜 利 70 周 年 纪 念 章 直 径

50mm、厚 3mm，采用紫铜胎体镀金。

每枚纪念章配 1 个仿红木内包装盒、1

个硬纸板外包装盒、1 条绶带、1 张说

明卡。纪念章围绕着“铭记历史、缅怀先

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主题而设计，

由抗日战士浮雕、延安宝塔山、黄河、

橄榄枝、光芒 5 大元素构成。 

抗日战士浮雕——体现中国人民

不畏强暴、奋起抗战，寓意伟大的抗战

精神； 

延安宝塔山——体现中国共产党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黄河——奔流的母亲河寓意以爱

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是抗战胜

利的决定因素； 

橄榄枝——象征和平，表达对抗战

英雄、烈士和为抗战胜利作出贡献各界

人士的崇敬之情； 

光芒——象征伟大胜利、崇高荣誉，

寓意实现中国梦和世界和平发展的光明

前景。 

纪念章设计庄重大气、简洁明快，

既有浓厚的历史继承性又有新时代的鲜

明特征，充分体现了抗战老战士老同志

和抗战将领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的历史贡献。

● 知识普及 

抗战胜利 70 周年纪念章图片 

抗战胜利 70 周年纪念章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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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阅兵颂  满江红 

离休老干部   钮绳武 

灿灿霞光，映照下，虎贲亮像。放

眼处，金戈鉄马，豪气万丈。轻车一乘

检阅去，天安门前歌声亮。勇三军，正

浩浩汤汤，声威壮。 

齐步律，气势旺，呼口号，震天响。

看银鹰腾越，战车欢唱。为求和平扬武

威，展现实力保国防。祝中华，有好梦

常圆，民期望。

 

老人饭后养生四大妙招 

饭后先漱口  

古代医学家张仲景指出“食毕当漱，

令齿不败而口香。”保持口腔湿润度和清

洁，可刺激舌上味蕾，增强味觉功能，

有效防治口腔及牙齿疾病，并帮助消化。 

饭后再揉腹  

唐代大医学家孙思邈曾提出，“每食

讫，以手摩面及腹，令津液通流。食毕

当行步踌躇。”并要求“以手摩腹数百遍，

叩齿三十六，津令满口”，只要能做到这

一点，“令人能饮食，无百病”。若“饱食则

卧”，就会“生百病”。具体做法：以掌心着

腹，以肚脐为中心，慢而轻柔地顺时针

和逆时针按摩各 20 圈。 

饭后慢慢走  

《摄养枕中方》中记载 “食止行数

百步，大益人。”说的是饭后缓行，可促

进胃肠蠕动，有助于胃肠消化液的分泌

和食物的消化吸收。但不可快走，不可

进行剧烈运动。散步的时间应是饭后 20

分钟，绝不是刚吃完饭就出去散步。但

体质较差和患有胃下垂等病的人，饭后

不宜散步，而要在饭后平卧 10 分钟。

患有心脑血管病的人也不适合。 

饭后听音乐  

《寿世保元》中说 “脾好音乐，闻

声即动而磨食。”道家也有“脾脏闻乐则

磨”的说法。吃饭时听柔和清新的音乐，

能促进食欲并有助于消化，而饭后欣赏

音乐，可以陶冶性情，使元气归宗，乐

而忘忧。 

 

● 生命园地 

● 诗林漫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