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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老干部处连续三年组织老同志 

开展书法“三进”品牌活动 

年元旦前后，为纪念改革开放

年，迎接新中国成立 周年，贯彻

落实‚三全育人‛的教育理念，传承中

华传统文化，发挥老同志的政治优势，

展示老同志正能量，党委老干部处组织

多名老同志先后到东南大学幼儿园、东

南大学九龙湖校区学生食堂、东南大学

丁家桥校区学生食堂、东南大学成贤学

院学生食堂四个校区为小朋友、大学生、

食堂工作人员以及教师们书写春联、送

祝福，所到之处，受到师生们的热烈欢

迎。

今年是党委老干部处的书法‚进校

园、进社区、进乡村‛品牌活动的第三

个年头了。龚乐年、赵瑞林、陈永棣、

朱宏仪、宣国良、朱玉佩、程德启、王

忠、车一刚老师现场挥墨泼毫，书写春

联，前来领取春联的同学和老师们络绎

不绝，活动现场墨香四溢、气氛热烈。

‚一代英雄从小看、满院花朵向阳开‛、

‚春回大地人增寿、福到人间喜满门‛、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一幅幅寓

意祝福、喜庆、励志的春联传递着新春

的美好祝愿，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弘

扬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为寒冷的冬季

校园增添了一股浓浓的暖意。

（党委老干部处 芦颖）

党委老干部处参加青石村社区 

党建联席会 

年 月 日，青石村社区戴

蕾书记主持召开了 年青石村社区

党建联席会。东南大学老干部处熊园园

老师参加了青石村社区党建联席会。

● 工作简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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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东南大学老干部处重点推

进被批准为‚一方隶属，多方管理‛离

退休干部党建工作示范社区的青石村社

区建设，举办了省级社区离退休干部党

建试点工作座谈会  现场参观青石村社

区离退休干部党建试点工作，与江苏大

学老干部处、退管处、江苏石油勘探局

离退休管理处联合开展了关于在社区开

展离退休干部党建工作的交流。组织了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党日活动，参

观华西村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老教授为

青石村社区居民做保健讲座。江苏省老

干部局吕清处长及东南大学老干部处张

俊琴处长到社区指导工作，胡建人副处

长参加青石村社区党政联席会，会后并

对‚一方隶属，多方管理‛离退休干部

党建工作试点社区的工作给以指导。为

青石村社区每一位党员订制习近平总书

记系列重要讲话学习要点手册提供经费

支持，为青石村社区购买有关十九大的

学习材料提供经费支持，为青石村社区

订阅《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

日报》、《南京日报》提供经费支持，便

于离退休老干部就近学习十九大精神，

了解国家大事。为青石村社区建立离退

休干部党支部之家提供经费支持；为青

石村社区宣传十九大提供展板经费支持。

通过与社区的合作共建工作，推进‚四

就近‛工作的开展，使我校离休干部在

社区就近学习、就近活动、就近得到关

心照顾、就近发挥作用。协助社区努力

提高服务离退休干部工作的科学化、规

范化水平，复制东南大学离休干部党委

的党建工作范本，帮助青石村社区进行

‚一方隶属、多重管理‛的党建工作，

推进社区离退休干部工作的深入开展，

并推广到离退休干部居住的其他社区。

（党委老干部处 熊园园）

 

月 日上午，按照东大委（ ）

号文的要求，老干部处党支部召开了

民主生活会，主题是批评与自我批评。

会议在老干部处会议室召开，墙壁

上悬挂着党旗。老干部处党支部全体在

职党员参加了会议，离休干部党委副书

记张楠、丁家桥校区离休干部党委副书

记胡建人列席了会议，每一名党员的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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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都佩戴着党员徽章。全体党员在党支

部书记徐迎晓同志带领下严格按照文件

规定步骤进行，并重温了入党誓词。通

过重温入党誓词，全体党员深深感受到

党员的责任、使命、担当。

徐迎晓同志代表党支部报告了

年的支部工作。全体党员逐一开展

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并进行了民主测评。

通过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真心实意地

帮同志找问题，提意见，达到团结 批评

团结的目的。老干部处处长张俊琴在发

言中指出，全体党员要加强理论政治学

习，提高政治站位，提升工作技能，开

展工作创新，注重老干部工作的转型发

展，做到精准服务老干部。徐迎晓同志

说，要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

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对查摆出的问题，

要拉清单，建台账，逐一整改，使老干

部处党支部的工作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大家表示在今后的工作中要时刻以

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坚定理想信

念，立足自身岗位，践行对党的庄严承

诺。

（老干部处党支部 芦颖）

 

月 日，中共鼓楼区委中央门街

道工委召开了高质量发展暨党建联席会

和社区建设发展委员会。东南大学老干

部处参加了此会。会议回顾总结了

年工作，就 年主要工作进行全面的

安排部署，会议要求全街道干部要以饱

满的激情，昂扬的斗志，顽强的作风，

集中精力投入到对标找差再出发，全面

发展高质量的生动实践中去，用奋斗奏

响新时代的最强音。会上，还表彰了一

批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东南大学老干

部处被评为中央门地区 年区域化

党建先进单位。

（党委老干部处 熊园园）

 党建先进单位奖牌 
摄影 芦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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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4 日下午，东南大学在四牌楼

校区和丁家桥校区分别召开了离退休老

同志校情通报会，校党委副书记郑家茂

及相关院系负责同志出席了会议。党委

老干部处处长张俊琴主持会议。

东南大学党委副书记郑家茂从‚坚

持立德树人，提升人才培养境界；坚持

人才强校，提升师资水平；坚持创新驱

动，提升科研服务格局；坚持内涵发展，

实施一流学科攀升计划；坚持开放办学，

促进国际合作交流坚持以人为本，建设

‘美丽东大’‛六个方面通报了东南大学

2018 年所取得的成绩。在谈到 2019 年

的工作思路时，郑家茂副书记指出学校

始终坚持‚以科学名世、以人才报国‛

的办学理念，继续按照‚瞄准前沿、服

务战略、师生为本、人才为先‛的办学

思路，持续深化‚人才年‛工作主题，

聚焦‚新使命、新担当、新作为‛的关

键词，强化‚班子建设、作风建设‛为

着力点，奋力谱写‚1-10-100‛的东大

梦。郑家茂副书记感谢离退休老同志用

智慧和心血为学校发展打下的良好基础，

学校进行机构改革时，会坚持服务好老

同志的宗旨。最后，郑家茂副书记希望

老同志们继续关心学校的发展，并祝愿

他们身体健康、家庭和睦。

张俊琴处长简要介绍了老干部处

2018 年的工作和 2019 年的思路。离休

干部党委书记钱炳昌在发言中感谢校党

政领导长期以来对老干部工作的重视和

关心。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之

际，他表示，老同志们要讲好中国故事，

讲好东大故事，传递东大好声音，发挥

正能量，为早日实现‚1-10-100‛的东

大梦添砖加瓦。

（党委老干部处 芦颖）

郑家茂副书记为老同志做校情通报会 

摄影  芦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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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上午 ，东南大学在四

牌楼校区国旗广场举办东南大学‚我和

我的祖国‛系列活动之‚喜迎新中国成

立 周年，建校 周年‛老同志书画

摄影展开幕式。此次展览由党委老干部

处、东南大学关工委、东南大学离退休

协会共同主办。校党委副书记郑家茂、

江苏省老干部书画研究会东南分会会长

赵瑞林、宣传部部长顾永红、老干部处

处长张俊琴、人事处副处长刘明芬以及

离退休老同志、书画爱好者、大学生代

表参加了开幕式。离退休协会理事长龚

乐年教授主持开幕式。

党委老干部处处长、校关工委秘书

长张俊琴在致辞中感谢广大老同志积极

参与和工作人员的辛勤筹备。她讲到此

次展览的宗旨是弘扬中华文明，丰富校

园文化，助力‚三全育人‛工作。她说

本次活动既展现了我校老同志的才情智

慧和艺术情操，又展示了老同志的奉献

精神和不断进取的精神风貌，弘扬了正

能量，引导教育青年增强文化自信，助

力青年师生成长成才，为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而努力奋斗。江苏省老干部书画研

究会东南分会会长赵瑞林在发言中说到，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实

现了‚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每个

中国人无不感到骄傲自豪。东南大学建

校 117 周年以来，取得可喜可贺的好成

绩，获得国人的赞许。创建‚双一流‛

大学的梦想激励着东大人向前、再向前。

我们可以自信地说，我们伟大祖国的明

天一定会更加美好，中国梦、东大梦一

定会实现！

校党委副书记郑家茂宣布‚喜迎新

中国成立 周年，建校 周年老同志

书画摄影展‛开幕，并和师生们共同观

赏了位于中央大道和校友会堂一楼大厅

的摄影和书画作品。此次展览共展出我

校师生创作的 余幅书画作品和两百

六十幅摄影作品。师生们通过书画和摄

影作品弘扬时代主旋律、传递发展正能

量，把对中国共产党和伟大祖国的热爱

以及对东南大学的深厚情谊融入作品之

中，营造了和谐温馨的校园文化氛围！

（党委老干部处 芦颖）

书画摄影展开幕式 摄影 芦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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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大学举办“我看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新成就暨东南大学的发展与变革” 

老同志与学生座谈会 

月 日，东南大学‚我和我的祖

国‛系列活动之‚我看新中国成立

周年新成就暨东南大学的发展与变革—

—老同志与学生座谈会在四牌楼校区校

友会堂举办。校党委副书记、校关工委

主任郑家茂，我校党委宣传部、老干部

处等相关负责同志、离退休老同志及学

生代表参加了座谈会。座谈会由老干部

处处长校关工委秘书长张俊琴主持。 

校党委副书记郑家茂在讲话中指出

新中国成立 周年来，是以毛泽东同志

为代表的共产党人让中国人站起来；以

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通过改革

开放让中国人富起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代表的共产党人让中国人强起来。郑家

茂副书记回顾了东南大学 年来的发

展历程，肯定了老同志对东南大学发展

做出的贡献，希望老同志作为历史和学

校发展的见证者讲好东大故事，把对党、

对国家、对学校的真情实感以及丰富的

经验学识、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止于

至善的追求理念传承给下一代，并希望

东大学子要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在新时代勇于担当民族复兴的重任，把

小我融入大我，把自己的人生奋斗目标

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相结合，为实现中华

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 ‛

的东大梦贡献青春和力量。

离退休老同志钱炳昌、龚乐年、程

明熙、罗庆来、刘岐山等畅所欲言，热

情讴歌新中国 年的发展和东大的变

迁，希望同学们爱党、爱国、爱校，明

确新时代的历史使命和担当。学生代表

表示，要学习各位老同志的优良品质，

坚定理想信念，把自己的人生与国家民

老同志与学生座谈会  摄影 芦颖 

老同志和学生座谈  摄影  芦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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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命运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紧紧联系在

一起，努力进取，不断探索，立志成才，

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党委老干部处 芦颖）

月 日上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离退休党委副书记夏林清等一行六人来

我校交流工作，党委老干部处处长张俊

琴，东南大学离休干部党委副书记张楠，

老干部处副处长、丁家桥校区离休干部

党委副书记胡建人等参加了会议，双方

就离退休党委党组织架构及建设情况、

离退休党员组织生活、党员教育管理情

况、离退休党委各项预算经费及使用情

况以及如何发挥老同志正能量开展了深

入细致的交流，还就老同志关注的热点

问题和工作中的难点问题展开了探讨。 
（党委老干部处 芦颖）

 

 

 

 

月 日上午，东南大学在四牌楼

校区召开了 年关工委工作会议。东

南大学党委副书记、校关工委主任郑家

茂，校关工委常务副主任吴介一，校有

关部门负责同志以及各二级关工委主任、

副主任、秘书和优秀大学生志愿者代表

参加了大会。大会由校关工委秘书长、

老干部处处长张俊琴主持。
东南大学 2019 年关工委大会 

摄影  芦颖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来我校交流工作 
摄影  芦颖 

 

● 关 工 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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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关工委主任郑家茂在发言中肯定

了我校关工委 年所取得的工作成

绩，并对广大关工委老同志在年事已高、

身体欠佳的情况下克服困难，积极投身

关心下一代工作表示感谢。郑家茂主任

在发言中指出：一要坚定不移深化‚三

个纳入‛工作体系。各学院要将关工委

工作更加紧密地纳入党委工作、教师工

作和学生工作，充分利用‚五老‛的政

治优势、威望优势、经验优势、时空优

势和情感优势，开创关工委工作的新局

面。二要群策群力开展‚读懂中国‛主

题工作。东南大学是个有历史沉淀、有

故事的地方，广大离退休老同志承载着

这些历史和故事。各学院关工委要精心

策划、编纂和拍摄，选好题、选好人、

组织好班子，让视频中我们的离退休老

同志讲好中国故事、讲好党的故事、讲

好东大故事。三要积极主动推进关工委

优质化建设工作。东南大学已经进入‚双

一流‛建设的新阶段，在关工委工作常

态化建设全面合格达标后，要力争在巩

固提高的基础上创优争先，推进关工委

优质化建设工作，助力‚ ‛东

大梦的早日实现。郑家茂主任还指出关

工委工作要注重创新，努力开创‚教师

受益、学生受益、学校发展受益‛的良

好局面。郑家茂主任在宣读了《关于表

彰服务离退休老同志先进集体和优秀志

愿者的决定》和获奖名单后，感谢大学

生志愿者对离退休老同志的服务，他指

出要关爱离退休老同志，使得他们在‚老

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依‛基础上

‚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大会为关工委讲师团成员颁发了证

书，为先进集体和优秀志愿者分别颁发

了奖牌和证书。校关工委常务副主任吴

介一总结了东南大学关工委 年的

工作，传达了教育部 年全国教育系

统关工委领导干部培训班会议精神。校

关工委秘书长张俊琴通报了 年东

南大学关工委的主要工作。与会人员观

看了教育部关工委组织拍摄的‚读懂中

国‛之‚改革在身边，开放在眼前‛微

视频。

（东南大学关工委 芦颖）

  

为讲师团成员和优秀志愿者颁发证书 
摄影  芦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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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学习贯彻中共江苏省委教育工作

委员会、江苏省教育厅苏委教〔 〕

号文《关于推进全省教育系统关工委优

质化建设工作的意见》的文件精神，东

南大学关工委常务副主任吴介一，老干

部处长、校关工委秘书长张俊琴带队，

组织学校二级关工委骨干分子于 月

日赴江南大学参观学习。

江南大学关工委秘书长陈青霞致了

简短的欢迎辞后，江南大学关工委常务

副主任娄国栋从‚加强队伍建设、加强

平台建设、加强机制建设‛三个方面介

绍了江南大学‚高度重视、积极部署、

有序落实‛上级文件精神开展关工委优

质化建设的经验。娄国栋副主任还简要

介绍了我校参加教育部“读懂中国”活动

的基本情况，并进行了经验分享。生工

学院关工委主任陈勇系统地介绍了生工

学院关工委坚守思想引领，实现价值塑

造，以文化育人的工作经验和 年教

育部‚读懂中国‛活动微视频拍摄制作

准备工作。

会议中，两校还围绕关工委优质化

建设如何推动和落实、教育部‚读懂中

国‛活动微视频制作等一些具体问题进

行了交流与研讨。

（东南大学关工委 芦颖）

到江南大学参观学习  摄影 芦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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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耄耋逢盛世

深情忆先贤

移山念愚公

饮水当思源

创业历辛苦

建国有艰难

知足可常乐

平和享天年

二

开天辟地七十年

神州处处展新颜

一带一路通天下

四个全面写新篇

民富国强盛世景

生活小康民心甜

不骄不躁不停步

高歌猛进永向前

 

牙膏的 8 个真相 

牙膏种类多，功能全，面对各种功

效的牙膏，消费者反倒不知道该怎么选

择了。牙膏有没有保质期？是否需要经

常换着用不同的牙膏？为什么美白牙膏

效果不明显？下面就大家在购买和使用

牙膏时普遍存在的一些疑虑进行解答。

．必须要用含氟牙膏吗？

美国牙科保健专家一致认为，最好

选择含氟牙膏。试验表明，每天用含氟

牙膏刷牙两次，患龋齿的危险性降低

。在北京大学口腔医院预防科主任

王伟健看来，对于牙齿健康的人来说，

含氟牙膏也不是必然选择，青少年和老

年人可以多用，但学龄前儿童要慎用，

而且需要家长帮助，以免不小心吞咽牙

膏，长此以往可能引起氟摄取过量。

．牙膏成分是什么？

牙膏是由多种无机物和有机物组成

的，包括摩擦剂、洗涤发泡剂、黏合剂、

保湿剂、甜味剂、芳香剂等。其中，摩

擦剂是牙膏成分的主体。近些年，牙膏

中还加入了一些中草药，制成多种药物

牙膏。但大家不用担心，所有成分都是

安全的。

● 诗林漫步 

● 生命园地 

http://jbk.39.net/jiancha/klqjrxsosy/
http://jbk.39.net/qc/
http://hzpk.39.net/hz/hufu/ms/666b2.html
http://fitness.39.net/food/904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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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美白牙膏效果不明显？

正是由于牙膏的主要成分是摩擦剂，

因此其基本功能是清洁口腔，美白、脱

敏、止血等功效都是辅助性的。美白牙

膏的摩擦剂颗粒形状比较特殊，更利于

去除牙齿顽渍，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能达

到美白牙齿的效果。但王伟健指出，这

种牙膏仅限于去除牙齿外源性色斑，比

如长期喝咖啡、茶以及吸烟等对牙齿的

“污染”，对四环素牙、氟斑牙等由于牙

齿发育异常所导致的深层内源性色斑则

没有效果。

．牙膏是否有保质期？

不少人在买牙膏时都发现，有的牙

膏上注明了保质期，有的没有。王伟健

介绍说，牙膏是有保质期的，因为其中

所含的化学物存放一定时间后会发生化

学反应，尤其是已经开口的牙膏，最好

在一两个月内用完。另外，一管牙膏使

用越久，暴露在空气中的机会就越多，

接触细菌的几率也就越大。

．牙膏长期用一种还是应该换着

用？

应该尽量换着使用不同功效和品牌

的牙膏，能发挥不同牙膏多方面的功效，

从而维护口腔健康。

．刷牙时，牙膏是否越多越好？

美国马萨诸塞州牙科保健协会会长

·简·克罗克博士指出，与广告不同的是，

牙刷挤满牙膏，和挤一半牙膏，刷牙效

果并无太大区别。每次使用少量牙膏，

同样可以去除牙齿污渍，特别是含氟牙

膏，每次挤出豌豆粒大小即可，这样做

还可以延长牙刷的使用寿命。

．选好牙膏，牙齿就能健康？

其实，如果刷牙方式不当，最好的

牙膏和牙刷都是白搭。正确的刷牙方式

是，牙刷与牙齿保持 度角，这样刷毛

更容易清洁牙缝和牙龈；最好画着圈刷；

每次刷牙应至少 分钟。

．凝胶状牙膏与糊状牙膏功效有区

别吗？

有的牙膏呈透明或半透明彩色凝胶

状，有的则是白色糊状的，虽然凝胶状

牙膏和糊状牙膏的口味、质地大不相同，

但是洁齿效果却是一样的。
 

 

 

  

http://ypk.39.net/2029019/
http://fitness.39.net/food/18631.html
http://jbk.39.net/shsy/
http://jbk.39.net/fyz/
http://fitness.39.net/food/17655.html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