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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劳动节前夕，所党
委及所班子成员分别走访慰
问我所部分老同志，向他们
致以亲切的问候。 

在走访王秀岩、邱晶明
夫妇时，所长刘中民亲切询
问了他们的日常生活、身体
健康情况等。当得知他们刚
刚旅游回来时，刘中民表示
十分赞同，鼓励他们多出去
走走，切身感受近年来国家
发展带来的巨大变化。交流

中，刘中民还介绍了我所近
期主要工作，与前辈分享工
作中的苦与乐，对老同志为
科研事业做出的贡献表示敬
意。 

在大连医科大学附属二

院，党委书记王华看望了住
院的孙生才，仔细询问了他
的病情及诊治情况，祝他早
日康复。当得知孙生才最新
人 物 肖 像 画 作“中 国 慧 眼”

之 父 李 惕 碚、中 国“天 眼”
之父南仁东等作品已经刊发
时，王华表示，老同志在研
究所创新文化建设中发挥着
重要作用，研究所的全面发
展离不开老同志的积极参与，
大家要多多保重身体。 

在连的所领导毛志远、金
玉奇、蔡睿及所长助理、党委
委员也分别走访慰问了老同
志。

（文 / 思源　图 / 李洪清）

所领导走访慰问老同志



作为离退休老同志“增添正能量 共筑中
国梦”主题系列活动之一，5 月 10 日，离退
休服务中心组织离退休党支部委员、管委会
委员、各文化协会负责人及老年大学班干部
等 30 余人，前往金州参观关向应纪念馆。

在关向应纪念馆，通过观看馆内陈列的
珍贵文字、照片、实物史料，以及讲解员的
引导介绍，老同志们了解了关向应同志短暂

而光辉的一生。从“满族农家走出的革命青年”
到“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从“开辟湘鄂川
黔革命根据地”到“带领红二方面军胜利完
成长征”，从“创建晋绥抗日根据地”到“鞠
躬尽瘁光辉永存”，关向应同志为共产主义事
业抛头颅洒热血，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
立了不朽的功勋。正如毛主席为其题词：“忠
心耿耿，为党为国，向应同志不死。”

在参观过程中，老同志们深受震撼和感
动，关向应同志百折不屈，死而后已的革命
精神发人深思，催人奋进。老同志们表示这
次活动很有意义，不仅让他们有机会重温历
史，缅怀先烈，而且体会到当今幸福生活来
之不易，更需饮水思源，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发挥老同志优势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增添正能
量。　　　　　（文 / 孙凤鸣　图 / 姜英莉）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5 月 2—3 日，中科院离退休干部工作局
副局长李杰一行来所调研。我所纪委书记毛
志远、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及部分离退休老
同志代表分别参加了工作人员座谈会和老同
志座谈会。

会上，调研组就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全国
老干部局长会议精神，院 2018 年离退休干
部工作要点；研究所落实离退休干部“两项
待遇”、“三项建设”；中办发 3 号文、院党组
48 号文自查落实情况；组织开展“增添正能
量 共筑中国梦”正能量活动情况；离休干部
医疗费挂账情况；离退休职工离退休待遇属
地化差异、不平衡情况及原因等进行了详细
调研督导。            （文 / 思源　图 / 李洪清）

院离退休干部工作局来所调研

——我所组织部分老同志参观关向应纪念馆



风 轻 云 淡，气 候 宜 人，
春夏之交，草木欣然。在这
桃红柳绿、生机盎然的时节，
5 月 15 日，我所离退休服务
中心组织 420 余名退休老同
志前往大连西郊国家森林公
园游览，开展一年一度的春
游活动。

今年的春游与往年不同，
离退休服务中心将星海二站、
一二九街和南山三个片区的
退休老同志们安排在同一天
春游，参与活动的人数颇为
壮观。大家难得相聚在一起，
见到久未谋面的老同事、老
朋友，感到分外亲切，紧握
双手，热情拥抱，在车上就
迫不及待交流起来。

来到森林公园，置身于
城市的天然氧吧，老同志们
又被眼前的景色所吸引，在
明媚的阳光下，伴着和煦的
微风，迈着矫健的步伐结伴
而行，看他们神清气爽，有

说有笑，喜上眉梢，好不热闹。
老同志们根据自己的兴

趣、喜好和体力，选择不同
的游览方式——有的坐在园
内长椅上共叙友情，抚今追
昔，相互问候；有的在廊桥
栈道上怡然漫步，享受着清
新空气带来的舒心愉悦；有
的拿起相机，聚焦于青山绿
水，将这美好的时光定格；
还有的老同志按捺不住激动
的心情，在朋友圈、微信群
分享着活动照片，将自己的
欢乐传递给家人和朋友，获
得点赞无数。老同志们陶醉
在这片蓊郁苍翠之间，闻花
香，听鸟语，观林涛，赏美景，
尽享老年生活的安谧惬意，
一张张笑脸上洋溢着满满的
欢畅感和幸福感。

每年为退休老同志组织
春游活动是离退休服务中心
的传统，以此向老同志们传
递着化物所大家庭的温暖和

关爱。老同志们表示，走出
家门投身大自然，让他们感
到精神焕发，心旷神怡。既
锻 炼 了 身 体、放 松 了 心 情，
又沟通了感情、传递了友谊，
更感受到新时代的蓬勃生机
和国家的繁荣昌盛。老同志
们也时刻关注着研究所的成
长与发展，他们为自己身为
化物所人感到无比骄傲和自
豪，对研究所的未来满怀信
心和期待。活动在欢声笑语
中圆满结束，老同志们互道
珍重，期盼来年再聚。
（文 / 孙凤鸣　图 / 徐竹生）

我所组织退休老同志到大连西郊国家森林公园春游

5 月 18 日，二站第一、二党支部开展“党
员活动日”活动，组织党员集体观看纪录电
影《厉害了我的国》。

这是一部令人倍感振奋、充满正能量的
影片，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基
层扶贫；中国桥、中国路、中国车、中国港……
影片将中国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中取得的历史性成就，进行了全方位、多
层次的展现，诠释大国实力，彰显家国情怀。

观影过程中，党员们难掩内心激动，不
时爆发热烈的掌声，久久不息。观影后党员

们表示影片十分震撼，让大家对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充满了信心，由衷为祖国的发展
和强大感到骄傲，为祖国点赞！

（文 / 图　孙凤鸣）

为祖国点赞 ——厉害了，我的国！



化物所星海二站所区有两个活动室，
是专供退休老同志娱乐的场所，每天都有
数十位所内外的老同志相聚在此唱歌、跳
舞、打球、打扑克、打麻将、看书看报、
健身娱乐，老同志都把活动室当成自己的
家。工作日有管理员为大家服务，双休日、
节假日的开放工作由老同志接管。现任的
任吉伦、范维海、龙连科、张世禄，原先
的田长荣、平文斌等同志都在这里服务过，
人们通常都叫他们“看门的”。他们的工
作虽然微不足道，不显山不露水，但工作
的任务和性质与其他的社会工作一样不可
缺少，都是为人民服务！为老同志服务！

他们都在化物所工作了几十年，在不
同的工作岗位上为化物所做过贡献。退休
后他们始终不忘自己是化物所人，在力所
能及的范围内还要为化物所的发展继续做
点事，发点热。

他们不为名不图利，不顾自己身体病
弱，满腔热情，起早贪黑，任劳任怨。他
们早早来到活动室开门，烧好开水，检查
设备，摆放玩具，清扫保洁，迎接大家的
光临；他们坚守岗位，敢说敢管，不怕得
罪人；他们检查设备，保证活动室安全有
序的运转，让每个来参加活动的老同志高
兴而来，满意而归，赢得大家的赞誉。

这些老同志，不忘初心，感恩化物所
的培养，不忘化物所精神，以作为一个化
物所人而骄傲。在化物所成立七十周年即
将到来的时候，让我们伴随着化物所辉煌
的历程，迎着新时代的春风奋勇前进！退
休了，我们还要奋力跟上，同心同力，为
化物所发展争取更大的胜利！

他们是退休

不褪色的化物所人

□郝事记

记西郊公园游记西郊公园游
□王秀坤□王秀坤

微风熙熙暖人间，阳光明媚游郊园；微风熙熙暖人间，阳光明媚游郊园；
十辆大客人满满，欢天喜地始无前；十辆大客人满满，欢天喜地始无前；

岸边翠柳树成林，鸟语花香水孱孱；岸边翠柳树成林，鸟语花香水孱孱；
众友难得喜相见，感谢领导细周全。众友难得喜相见，感谢领导细周全。

记西郊公园游
□王秀坤

微风熙熙暖人间，阳光明媚游郊园；
十辆大客人满满，欢天喜地始无前；

岸边翠柳树成林，鸟语花香水孱孱；
众友难得喜相见，感谢领导细周全。

记老同志西郊游
□徐长海

好山好水好时光，心旷神怡游兴长，
笑忆当年多少趣，殷殷叮嘱重安康！

相 见 欢

□刘伟成

踏春一页新翻，谱鸿篇。
四百多名银友大游园。

欣邂逅，侃谈旧，景留连。
盛世幸福康健步余年。

春游西郊森林公园

春游西郊森林公园春游西郊森林公园
□李中昌□李中昌

一

春邀老友逛西郊，林海烟笼景色好；春邀老友逛西郊，林海烟笼景色好；
气爽天高云淡淡，无穷野趣乐逍遥。气爽天高云淡淡，无穷野趣乐逍遥。

二

信步园区入眼新，森林毓秀醉芳辰；信步园区入眼新，森林毓秀醉芳辰；
自然丽景天时绘，生态资源美入神。自然丽景天时绘，生态资源美入神。

三

山青水碧泛祥光，片片娇花艳艳香；山青水碧泛祥光，片片娇花艳艳香；
高耸牌坊迎远客，妪翁谈笑悦心房。高耸牌坊迎远客，妪翁谈笑悦心房。

四

一年一度盼春游，饱览风光豁眼眸；一年一度盼春游，饱览风光豁眼眸；
老有相逢情意诉，南方五月入心头。老有相逢情意诉，南方五月入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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