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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大学党委副书记任利剑为党员们上党课 

 

6 月 15 日上午，东南大学党委副书

记、纪委书记任利剑主讲的“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在九龙湖校区 120 会

议室举办，老干部处、纪委、审计处、

工会党支部的所有党员们共同参加了学

习。 

任利剑副书记从“两学一做”怎样学

习入手，由浅入深地讲了党中央当前开

展此项活动的伟大意义和历史背景。他

指出，我国当前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

关键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的

理论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是马列

主义中国化的具体体现。坚持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

想和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同志系列讲话

精神，是马列主义中国化的具体伟大成

果。党员干部强化宗旨意识、守规矩意

识、执政意识，就是要严格遵守党的政

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两学一做”活动是

继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

实”专题教育活动、深化党内教育的又一

重要实践，也是面向全体党员从集中教

育活动向经常性教育的延伸的重要举措，

“两学一做”就是落实党员的理论武装，

因为理论的成熟是政治上的成熟的前提

和基础，任书记的专题党课使参加学习

各部门的党员受到一次深刻思想上的教

育，使大家对当前我国、我们党所处的

历史阶段有了清醒的认识，对搞好自己

的工作有了明确的目标。 

审计处、老干部处、纪委、工会的

领导相继发言，结合所在部门的具体工

作，就“两学一做”学习活动的开展向大

家交流了学习经验和体会。通过本次学

习，与会的所有党员提高了思想认识和

理论水平，对今后深入开展“两学一做”

活动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和目标。 

  

● 工作简讯 

任利剑副书记为党员们上党课 

 



 

离休老干部王华堂、张忠民夫妇 

向盐城灾区捐款 5000 元 

 

6 月 27 日，离休老干部王华堂、

张忠民夫妇向南京市红十字会捐款

5000 元，用于遭受龙卷风袭击的盐城受

灾地区的灾后重建工作。 6 月 23 日下

午，盐城市阜宁、射阳等地遭遇特大暴

雨、龙卷风、冰雹天气灾害，给当地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为帮助

受灾地区群众渡过难关，王华堂、张宗

民夫妇热情伸出援助之手，主动向灾区

捐款 5000 元，体现了中华民族 “一方

有难，八方支援 ”的宝贵精神。 

 

 

东南大学离休干部党委庆祝建党 95 周年 

 

7 月 20 日，东南大学离休干部党委

举行党委扩大会，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

95 周年。十余名党员冒着高温来到东南

大学老干部活动室，参加了学习活动。 

离休干部党委书记钱炳昌同志带领

党员同志们认真学习了党章和习近平总

书记在中国共产党建党 95 周年庆祝大

会上发表的讲话，他作为东南大学第 14

次党代会的党代表，和另外两名党代表

梁重言、张楠同志分别向与会的党员同

志们传达了东南大学第 14 次党代会的

盛况和主要精神。  



 

 

东南大学离休干部党委

召开党委扩大会议 

 

2016 年 8 月 26 日，东南大学离休

干部党委召开了党委扩大会议，出席者

为党委委员和各支部书记。 

会议选举了参加教工委党代会代表

和出席省党代会的代表人选。老干部处

处长张俊琴就我校贯彻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中办发[2016]3 号

文件精神所制定的《东南大学关于进一

步加强和改进离退休干部工作的意见》

的征求意见稿听取了离休老同志的意见

和建议，离休干部党委副书记张楠传达

了近日召开的东南大学基层党委书记会

议精神。 

离休干部党委书记钱炳昌围绕离休

干部党委党建工作布置了下半年的离休

干部党委的任务主要为学习贯彻学校的

两个文件（学校和党委对下半年工作的

补充意见），以支部为单位贯彻学习和传

达学校 14 届党代会精神，继续开展“两

学一做”工作，展示阳光心态，体验美好

生活，畅谈发展变化，为和谐校园添砖

加瓦，为党的事业增添正能量。 

（东南大学离休干部党委） 

江苏省交通厅离退休工作处来我处交流工作 

9 月 12 日，江苏省交通厅离退休工

作处朱新龙处长一行五人来我处进行工

作交流。朱处长介绍了交通厅离退休工

作开展的情况，张俊琴处长和熊圆圆老

师介绍了东南大学老干部处利用社区资

源为老干部服务，以及与社区开展的“一

方隶属，多方共建”工作。双方还就离退

休干部如何为党的事业增添正能量和如

何开展“两学一做”活动进行了交流探讨

离休干部党委在进行学习庆祝活动 

 

交通厅离退休工作处来我处交流工作 

 



 

 

 

9 月 20 日，哈尔滨工业大学离退休

工作处调研组在南京理工大学离退休工

作处处长臧强等陪同下来我处进行工作

交流。哈工大老科协会长谭铭文、副会

长董书民介绍了老科协成立 26 年来所

开展的工作，哈工大医院副院长杨晓明

介绍了离退休人员的医疗保健工作，离

退休处退休科科长彭英丽介绍了退休工

作开展的情况。东南大学老干部处处长

张俊琴总体介绍了我校离退休工作的格

局、工作开展情况以及关工委工作，离

休党委书记钱炳昌介绍了老同志为党和

人民的事业增添正能量的工作以及退协

的工作，熊圆圆老师介绍了老干部处利

用社区资源为老干部服务，以及与社区

开展的“一方隶属，多方共建”工作。三

方认为在人口老龄化日趋严峻，社会保

障机制尚未健全的现阶段要拓宽思路，

广泛利用各方资源积极探索离退休人员

的养老问题，在老有所养、老有所医的

基础上充分调动离退休人员的积极性和

参与意识，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增添正能

量。 

会后，参会人员参观了吴健雄纪念

馆，并在大礼堂前合影留恋。 

 

 

 

 

国庆前夕，东南大学校党委副书记

任利剑看望了离休老干部和退休校领导，

党委老干部处处长张俊琴等陪同，并带

领东南大学六朝松志愿者践行老干部处

送学习、送温暖、送服务的“三送”活动，

亲自将大米和油送到老同志家中。 

在百岁抗战老兵贺立德老师家中， 

任利剑副书记代表学校党政领导向他提 

参会人员在大礼堂前合影 

 

东南大学党委副书记任利剑国庆前夕 

慰问离退休老同志 

哈尔滨工业大学离退休处来我处调研工作 



 

前致以节日的问候，并关切地询问他的

生活起居和健康状况，叮嘱他保重身体，

颐养天年。在退休校领导杨树林家中，

任利剑副书记通报了学校近期的情况，

真诚的感谢老校领导对学校发展的关心，

并祝福他身体健康，安享晚年。

 

 

 

 

 

 

 

9 月 23 日，党委老干部处张俊琴处

长携相关工作人员前往上海银康老年公

寓，看望住在那里的离休干部狄正老师。

狄正老师是抗战时期的老兵，因投靠女

儿长期居住在上海银康老年公寓，张俊

琴处长将一袋大米和一桶油送到他，向

他转达了学校党政领导的关怀与问候，

老人家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因狄正老

师前几年手术后不能用言语表达，狄正

老师的老伴代表狄正老师向张俊琴处长

的到来表示由衷的欢迎与衷心的感谢，

临别之际，执意坐着轮椅送到电梯口。 

  

任利剑副书记慰问 102 岁老干部贺立德 

 

张俊琴处长和老干部合影 
 

老干部处领导和工作人员到上海敬老院 

看望异地养老的老干部 

 

 



 

 

 

 

为庆祝江苏省第二十九个敬老日和东南大学第二十九届老人节，10 月 9 日下午，

东南大学在四牌楼校区大礼堂隆重举办了老人节祝寿庆祝会。校党委书记易红、校

长张广军、党委常务副书记刘波，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党委组织部、党委宣

传部、人事处、党委老干部处等职能部门的负责同志等齐聚一堂，共同欢庆老同志

们的节日。大会由校党委常务副书记刘波主持。 

校长张广军院士代表学校讲话，对现

场 1495 位年满 70 周岁、75 周岁及 80 周

岁以上的老寿星，以及全校 4000 多位离

退休老同志致以节日祝愿，并对他们多年

来为学校发展所作的卓越贡献致以崇高

敬意和诚挚感谢。张校长说，离退休老同

志是党和人民教育事业的功臣，也是东大

的宝贵财富，更是“止于至善”精神的书写

者和践行者。张校长向老同志介绍了学校

近一年来在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师资队

伍建设、教学科研等方面取得的重要进展

和下一步的发展思路，并代表学校提出了三点希望，一是希望全体老同志身体健康、

老有所乐，健康长寿；二是希望老同志在身心健康的前提下，继续为学校事业增添

新能量、做出新贡献；三是希望有关职能部门创新机制、整合资源，为老同志提供

更贴心、更精准的关爱服务。最后，张校长说，要在全校范围内营造尊敬和学习优

秀老干部、老专家、老同志的良好氛围，弘扬中华民族敬老、爱老、助老的传统美

德，沿着老一辈东大人铺就的“至善”之道，勇担使命、凝神聚力、奋发有为，为早日

实现共同的“东大梦”而努力奋斗。 

电气工程学院退休教授龚乐年同志作为老同志代表发言。他说，长期以来学校

党政和各职能部门倾心关怀老同志，千方百计为退离休老同志的晚年生活创造良好

条件，形成了富有东大特色的老年退休文化。对此，代表全校退离休老同志衷心感

谢学校的关心，祝愿学校事业发展、蓬勃兴旺！ 

祝寿庆祝会前，学校为每位老寿星拍摄了寿星照，并发放了慰问金。祝寿会上，

大学生艺术团的同学为老寿星献上了精彩的演出，赢得了全体老同志们的热烈掌声，

大会自始至终沉浸在欢乐祥和的气氛中。 

老人节祝寿会现场 

 

东南大学举办“老人节”祝寿会 



 

东南大学举办“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 

书画作品展 

2016 年 10 月 27 日，东南大学在

四牌楼校区校友会堂举办“红军长征胜

利 80 周年暨书画进校园进家庭”书画交

流活动的开幕式。本次活动由东南大学

老干部处、东南大学关心下一代委员会

以及东南大学离退休协会共同主办，江

苏省老年书画研究会东南分会书画研究

会承办，江苏省书画研究会和现代家庭

报协办。东南大学党委副书记任利剑，

江苏省老年书画研究会会长（原省民政

厅厅长）张秉铎、东南大学离休干部党

委书记钱炳昌、江苏省老干部书画研究

会东南分会会长赵瑞林、东南大学离退

休协会理事长龚乐年以及离退休老同志、

校内外书画爱好者、在校大学生参加了

开幕式，开幕式由东南大学党委老干部

处处长张俊琴主持。 

本次活动用老同志的书画作品传递

正能量，关心下一代，目的就是铭记历

史、开创未来、传承文化、激励青年、

振兴中华。东南大学党委副书记任利剑

在致辞中盛赞各位书画家的艺术造诣和

拳拳爱国之心，并指出文化是一所学校

的灵魂和生生不息的动力，书画作品凝

聚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书画进校园、

进家庭活动旨在显东大文化之韵、铸东

大精神之魂、立东大发展之跟、强东大

崛起之基。希望有更多的年轻学子从这

些书画作品中汲取到充足的养分，把红

军长征的精神发扬光大，以饱满的激情

走上新的长征。江苏省老年书画研究会

会长张秉铎、江苏省老干部书画研究会

东南分会会长赵瑞林、东南大学离退休

协会理事长龚乐年也分别发表讲话，对

开幕式表示庆贺。开幕上还举办了作品

捐赠仪式以及抽奖活动，整个活动现场

洋溢着欢乐祥和的气氛。 

据悉，本届书画展汇集我省及我校

知名书画家近百幅书画作品，以不同形

式、从不同角度讴歌了红军长征胜利的

精神，表达了书画家们对党、对国家、

对人民的热爱之情。书画展将在校友会

堂一楼老干部处活动大厅展出至11月4

日。 

任利剑副书记在开幕式上致辞 



 

东南大学离休干部党委学习十八届六中全会公报 

 

10 月 28 日上午，东南大学离休干

部党委的十余名离休老干部冒雨来到老

干部活动室学习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六中

全会公报。老同志纷纷表示党的十八届

六中全会公报精神思想深刻、内涵丰富、

振奋人心。十八届六中全会提出的“一个

国家、一个政党，领导核心至关重要”，

进一步明确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

的领导核心作用，不仅表明了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的战略指引，也体现了党团结带领全国

人民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

业新局面的坚强决心。他们纷纷表示要

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

届六中全会精神，牢固树立政治意识、

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定

不移维护党中央权威和党中央集中统一

领导，在学校建设“双一流”的过程中积

极献言献策，在迈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新长征路上不断前进。 

东南大学离休干部党委 

 

 

 

 
 

9 月 6 日，2016 级新生入学适应性

心理讲座在九龙湖校区体育馆举行。东

南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郭晋林教授为

全体本科新生做了题为“做好心理准备，

离休干部党委在进行学习 

● 关 工 委 

东南大学举办“做好心理准备，迎接 

大学生活”的专题讲座 



 

迎接大学生活”的专题讲座。郭晋林教授

从正确认识自我、养成良好习惯、规划

人生目标等几个方面对新生们进行了指

导，从学术角度阐述了做好心理准备对

大学生活的重要影响，并用日常生活中

的案例形象阐释了如何做好心理准备。 

据悉，学校从新生入学开始，连续

举办“本科新生入学教育”系列讲座。包

括“航天讲座”、“心理健康讲座”、“将军

讲座”和“思想政治讲座”等，旨在让新生

接受全方位、多角度的入学教育体验，

更快地融入集体，更好地适应大学生活。 

 

东南大学医学院退休教师伍福乐与夫人 

周大华共同捐款 10 万元设立助学金 
 

重阳节期间，现年 92 岁的我校校

友、退休老教师伍福乐，与其夫人、现

年 88 岁的周大华老人共同捐款 10 万元，

在我校设立伍福乐周大华助学金，为母

校教育事业的发展贡献一片爱心。 

10 月 10 日，在江苏省老年公寓举

行了伍福乐周大华助学金签约仪式，我

校周佑勇副校长偕同教育基金会负责人

李爽、校关工委秘书长张俊琴，常务副

秘书长张楠，医学院关工委副主任刘岐

山，程斌以及相关人员参加了仪式。周

佑勇副校长致辞，对两位平均年龄高达

90 岁的校友伉俪，一辈子仁心济世、救

死扶伤，虽退休多年、仍心系学校贫困

学生的学习与生活，捐赠设立助学金的

善举，所体现的高尚品质表示深深的感

动、诚挚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伍福乐老先生现年 92 岁，1944 年

进入中央大学医学院学习，1951 年毕业

后就职于华东军区总医院，1958 年后在

原南京铁道医学院（现东南大学附属中

大医院）行医教学至退休，培养了包括

中山医院院长樊嘉、四川省卫计委主任

沈骥等一大批优秀的外科专家。其夫人

周大华校友现年 88 岁，从事护士、心

电图技师工作近四十年，1987 年退休于

原南京铁道医学院（现东南大学附属中

大医院）。周老师自己身体并不大好，每

周要血透两次，也是花费颇多的。老人

们在这种情况下的捐赠，更令人感动！  

东南大学医学院关工委 

伍福乐夫妇向学校捐款 10 万元 



 

东南大学离休老干部朱斐第三次向学校捐款 

十万元用于资助贫困学子 

 

10 月 12 日，东南大学离休老干部

朱斐老先生的儿子专程来到基金会，转

交了其父亲捐赠的十万元捐赠款项，这

是朱老先生所捐赠的第三笔十万元了。 

朱斐老先生今年 89 周岁，1946 年

他踏入南京工学院（东南大学前身）学

习，1952 年留校工作，曾任校机械系第

一届总支书记，于 1983 年任东南大学

图书馆馆长等职。1988 年朱斐老先生离

休后，作为东南大学校史专家，他着手

主编了《东南大学校史》，在此期间他翻

阅了 40 余年的旧报纸、几百本书、千

卷档案，抄写了 80 万字，整理出 40 万

字的珍贵文稿，为整理校史倾注了大量

的精力和汗水。 

朱斐老先生的家极其简朴，老旧的

家具已经有 50 多年的历史,床脚是用几

块青砖垫起的，床头的木头开裂了，就

用宽透明胶带包上，家具上的油漆也早

已斑驳。朱老先生的夫人孙绎女士患病

已卧床七年，需要雇人全天候照顾，他

本人也因病多次住院治疗。朱老先生的

生活极其简朴，他把省吃俭用的积蓄一

次次捐给学校。2014 年，朱斐老先生在

接受东南大学研究生记者团采访时说，

1952 年他在南京工学院机械系当总支

书记，对此工作岗位感情深厚，至今也

还熟记当时在机械系的 100 多名教师以

及发展的党员和党干。现在，随着高等

教育大规模的扩招，国家难以承担过大

的压力，上大学开始收取学费，这样，

很多从农村贫困家庭出来的学生生活很

困难。他有点积蓄后，就想能为国家的

教育事业做点事，帮助国家和学校培养

好学生，解决一部分优秀贫困学生的后

顾之忧。“对于帮助学生的事，我的家人

是非常赞同的，我的女儿说她为我做的

事感到骄傲。” 

对于今天这次善举，朱斐老先生反

复说：“不要任何宣传，也不用来看我的，

你们工作都很忙。”“我在东大工作生活

一辈子了，对这里有一份感情！”正是这

朱斐老师与张俊琴处长合影 



 

份对东南大学的无比真挚、无比深沉的

赤子情怀，让朱斐老先生将自己的一生

都贡献给了东大，从求学到工作，从任

职到离休，再到最后将自己的积蓄捐赠

出来，关心下一代，解决贫困学子的困

难。朱斐老先生留给人们太多感动。

2002 年，东南大学百年校庆，朱斐老先

生和他的夫人曾每人捐出 1000 元，资

助学校研究生宿舍“群英楼”的建设。

2006 年，东南大学机械系 90 周年系庆

之际捐出 10 万元设立了“朱斐- 孙绎奖

学金”，2014 年再次捐出 10 万元，2016

年第三次捐出 10 万元。离休老干部朱

斐老师用他的善举，诠释老同志对人才

培养的关心，对下一代成才的助力，对

关心下一代工作的支持！ 

东南大学关工委 

 

 

 

 

 

 

长 征 颂 

离休老干部  钮绳武 

 

八十年前事  历历铭于心 

强敌已压境  被迫去长征 

撤离根据地  告别众乡亲 

山川阻于前  背后有追兵 

恶战湘江水  大渡出奇兵 

雪山难阻隔  草地我敢行 

历尽千般苦  陕北扎下根 

赤心为抗日  至诚动苍生 

大义昭天下  统一战线成 

浴血经八载  驱除鬼子兵 

三年解放战  祖国面貌新 

建国 67 载   屹立世界村 

庆祝胜利日  不可忘初心 

紧跟党中央  迈步新长征 

● 诗林漫步 



 

 

 

离休老干部  钮绳武 

 

一、中秋遇雨 

切盼中秋月光明  秋雨秋风乱人心 

只怨天公不作美  蜗居独坐学老僧 

二、咏网友发来视频 

一轮红月升起来  似幻似真费疑猜 

点赞摄者技艺高  巧把美景留下来 

 

三、与网友论平仄声 

四声平仄束缚人  宽放声韵学古音 

何妨旧瓶装新酒  顺口溜可传后生 

四、写残奥会 

何惧身残志更坚  要怀绝技须苦练 

顽强拚搏显身手  残奥健儿载誉还 

 

 

 

 

 

 

 

秋冬季节已经到来，天气渐渐寒冷，

合理地调整饮食，保证人体必需营养素

的充足，对提高老人的耐寒能力和免疫

功能，使之安全、顺利地越冬，是十分

必要的。秋冬季老人饮食有以下七大原

则： 

1、低脂肪 

油吃多了有害身体。高脂饮食，特

别是高动物性脂肪的饮食，与发生心血

管疾病、胆囊炎、胰腺炎的关系密切。

一般人平均每天动物食品摄食量达到

150 克时，就应控制食油量在 20 克左右

为宜。老年人活动减少，消耗的脂肪也

少，更宜少吃，特别是动物性脂肪。如

果饮食是以素菜为主，可适量增加一点

脂肪。 

2、低糖 

● 生命园地 

http://jbk.99.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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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j.99.com.cn/lrbj/


 

老年人常食高糖食品，弊大于利。

因为老年人消耗的能量不多，血糖调节

功能逐渐减弱，经常吃甜食和糖果，容

易造成龋齿，引起缺钙，身体易发胖，

还易患糖尿病、高血压、心血管等疾病。 

3、低盐 

盐是人体内氯和钠的主要来源。但

常吃过咸的食物，会使体内水分潴留、

心脏排血量增加，易引起肾病和高血压。

如果你想保证老年人的健康，那么我们

上面介绍的这些三低原则就是我们应该

注意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的帮助

老人，但是也要注意老人的饮食的合理

性。 

4、尽可能吃滋阴润燥的食品 

比如梨，具有滋阴润燥的作用。

对于中老年胃寒的人群，吃梨有两个方

法，第一，冰糖梨，也就是把梨洗干净，

中间清干净里边放三到五块冰糖，放到

锅里蒸熟，它具有滋阴、润燥的作用，

可以去除秋冬带来的不舒服。冬季皮肤

变薄，皮脂腺分泌的物质减少，所以皮

肤发干、发痒，吃冰糖梨可以改善。第

二，花椒梨，有些朋友冬季很容易咳嗽，

把梨从中间切开，把一些花椒粒撒在梨

上，放到蒸锅里，水开了以后再蒸十分

钟，这时候把花椒去掉吃梨。连吃一周

左右，你的咳嗽会得到治疗，甚至还会

痊愈。所以说冬季吃的水果第一是梨。 

5、少瓜多果 

尤其西瓜、黄瓜，因为它们偏凉性。

吃瓜比较多就容易出现腹泻，吃水果，

除了吃梨以外，苹果也是非常健康的水

果，它是平性的。从中医认为食品分为

热性、温性、凉性、寒性、平性，要根

据不同节气、不同的年龄段要吃不同性

质的水果。秋天开始天气已经开始慢慢

变冷了，中老年朋友容易出现胃寒，所

以要少吃瓜类，多吃些苹果。 

6、多吃蜂蜜少吃姜 

冬、秋两季要多蜜少姜。蜂蜜一方

面给人们带来能量，另外它有大量的微

量元素，像铁、钙、锡、锰等等。每天

临睡前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吃一杯蜂

蜜酸奶（糖尿病要减半），有助于睡眠，

蜂蜜补充微量元素，补充维生素。另外

蜂蜜还能缓解便秘，第二天我们就会感

觉我们便秘一扫而光。相对蜂蜜而言，

姜要少吃些，避免发汗伤害津液，保存

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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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干部处建立公众微信号 

为利用新媒体技术加强老干部工作的宣传，展示阳光心态，体验美好生活，畅

谈发展变化，老干部处建立了公众微信号“东南大学老干部处”，欢迎大家关注并对

我们的工作进行指导。 

 

 

 

 

 

 

 

 

 

 

这是头像                          这是二维码 

 

关注方法： 

1.手机直接扫描上方二维码添加。 

2.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laoganbuchu”进行搜索添加。 

 

 

● 广而告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