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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3 日上午，在催
化基础楼一楼会议室，我所
组织了老同志集体党课学习
党的十九大报告精神，邀请
了大连市委宣讲团成员秦永
春教授做了题为《开启新时
代 踏上新征程——中共十九
大精神解读》的报告，60 余
名离退休老党员参加了集体
党课。

秦永春围绕习近平总书记
党的十九大报告的主题、主要
成果和重大意义；党的十九大
报告的思想精髓和要义；学习
贯彻十九大报告精神需要把握
的问题三个方面详细地解读了

十九大报告精神。秦永春强调
老同志学习十九大报告精神要
带着信仰和忠诚的情感来学；
要在把握整体情况下突出重点
学；要把握研究政治、文化、
初心等几个关键词来学；更要
不断跟进学。秦永春讲解诙谐
幽默，生动有趣，慷慨激昂，

富有激情，老党员们深受感染。
本次党课在学习我所党

的十九大精神专题报告会及
院离退休干部工作局学习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精神
视频会精神基础上，进一步
调动了离退休老党员学习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精神
的热情。老党员们纷纷表示，
将结合本次党课，准确把握
党的十九大报告精神，不断
发挥正能量，继续关心和支
持党、国家和研究所的事业
发展，要保重好身体，共同
见证祖国和研究所未来的发
展。            （文 / 思源 ）

岁岁重阳，今又重阳。10 月 26 日，在
重阳节前夕，我所组织了一年一度的离退休
职工集体祝寿活动。今年恰逢 70、75、80、
85、90 岁的 60 余名老同志参加了活动。

按照大家的期盼，活动地点与去年一样，
继续选择在我所长兴岛园区。老同志们早 8
点出发，10 点半抵达，不顾旅途劳顿，一下
车就直奔大连相干光源实验楼，迫切地想亲
眼见一见早有耳闻的“大连相干光源”。在实
验大厅，老同志们认真聆听了十一室青年科
研人员的详细讲解，亲眼目睹了大连相干光

源实验室的庐山真面目，切实感受了化物所
青年一代科研人员身上蓬勃向上的工作劲头。

在随后乘车参观园区的过程中，老同志
们表示，这次活动使自己对长兴岛园区有了
直观的认识和感受。个别曾经到过长兴岛园
区的老同志感叹，再次到来，看到了园区的
新变化和新发展，感叹于我所各项事业的飞
速发展。老同志们普遍感到以参观新所区的
方式共度集体生日很有意义，并祝福研究所
越来越好。                          （文 / 思源）

11 月 7 日傍晚，二站有位独居老同
志在家里烧水时，因使用不当，将电水壶
和煤气灶损坏。赵林老师得知消息后，马
上到老同志家里去查看，并给收拾妥当，
保证安全。赵老师还发现该老同志的家里
暖气不热，又及时联系供热公司维修师傅
解决，待暖气有热气后才离开。第二天早上，
又到家里去看看是否安全。

二站其他老同志得知这个情况后，也
到该老同志家里慰问和帮助。有这么多好
同事和邻居伸手相助，老同志感到非常幸
福和温馨。

冬季来临，温度降低，防寒保暖，门
窗关闭。大家使用电器、煤气要注意安全，
家里常通风，保证室内空气流通。

我所组织老同志集体党课学习党的十九大报告精神

我所组织离退休职工集体祝寿活动

邻里帮助幸福多
相互搀扶过生活

七律·爱我中华

国旗冉冉碧空飘，
敬礼凝眸情自豪：
辽阔江山多锦绣，
富强盛世就今朝！
奋发砥砺齐圆梦，
戮力同心共献招。
爱我中华国建好，
扬名享誉五洲遥。

□刘伟成

□徐大力 海港码头的繁华

□ 李洪清

岁月歌声

红梅欢喜瑞雪扬，
绽放芬芳傲寒霜。
青春时节绘锦绣，
如今梦中盼辉煌。
鹤发强身英气昂，
笔歌墨舞如诗行。
精斟细酌谱新曲，
深情赞颂好时光。

□王成斌

□徐竹生 圆梦

□王复东 深圳一隅

 这是大连歌舞团等十个单位在人民文化
俱乐部展演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追梦大连”
中的一个场面。



我所参加院离退休干部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视频报告会

根据离退休服务中心安排，三个片退
休老同志扑克比赛冠亚军联赛于 11 月 9
日在星海二站活动室进行。在“不以输赢
论英雄，快乐和谐皆朋友”的思想指导下，
经过数轮拼搏交流，比赛胜利结束。一二
九街迟心梅、叶锦春获得冠军，二站王萍、
鞠玉玫获得亚军；南山宫文仁、于丰云获
得季军。 （文/二站片报道组  图/李洪清）

2017 年我所老同志的室内棋牌比赛活
动，在二站、南山、129 街活动室管委会委
员的组织下相继结束。大家本着友谊第一、
娱乐第一、快乐第一的原则，在扑克、麻将、
乒乓球、台球、象棋比赛中决出了前三名，
共有 188 人参加活动。       （文 / 李洪清）

       今日，收到中科院离退
休干部工作局关于“畅谈十
八大以来变化，展望十九大
胜利召开”我看中科院创新
发展微视频、摄影、征文大
赛评选结果。我所退休职工
徐竹生的微视频作品《传递
正能量，共筑中国梦》获微
视 频 评 选 二 等 奖。曲 以 彩、
余 晓 华、徐 大 力、郭 庆、姜
英 莉、邢 会 坤、李 爱 英、王
复东、徐长海、石仁敏的 13
幅摄影作品分获摄影一、三
等奖。徐增和的《十八大以
来科技巨变》、李芙萼的《“中

国声音”在世界上越来越响
亮——歌颂党十八大以来我
国取得的骄人战绩》、刘伟成
的《共圆中国大梦想》、刘树
本的《千秋伟业赋华章，宏
图大展抒豪情》、刘永铭的《齐
天乐 · 南台山上看奔潮》、
宋宝华的《不忘初心，砥砺
前行——迎接党的十九大》、
吴迪镛的《学风道德建设应
紧抓不放》、徐长海的《雁门
行》等 8 篇文章分获征文一、
二、三等奖。
      该活动于今年 2 月开始，
8 月底结束，旨在以文艺作品

的形式畅谈我院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率
先”重 要 指 示、实 施“率 先
行动”计划、深化改革和科
技创新取得的重大成果，表
达中科院离退休职工对党、
国家和中科院的深厚感情，
凝聚正能量。院离退休干部
工作局共评选出微视频一等
奖 3 名、二等奖 6 名、三等
奖 8 名；摄影一等奖 15 幅、
二等奖 25 副、三等奖 50 幅；
征文一等奖 21 篇、二等奖
31 篇、三等奖 40 篇。
                    （文 / 思源）

10 月 30 日上午，在新研究生大厦第一会议室，我
所参加了院离退休干部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视
频报告会，党委书记王华，所离退休党支部书记、党支
部委员，管委会主任、委员及离退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20 人参加了视频会议。 

会议由中科院秘书长邓麦村主持。中科院党组副书
记、副院长刘伟平作报告。党的十九大代表刘伟平从十
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和重大变革；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判断；我国社会主要矛
盾发生了变化但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没有变；新时
代中国共产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决胜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开展新征程的新要求；全面推进新时代社会主
义建设的新要求、新部署和新举措；推动人类命运共同
体和外交发展道路的思想；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总体要求
和重点任务等九大方面总结凝练了习近平总书记的十九
大报告。从回顾十八大以来中央纪委工作；中纪委五年
来的工作体会；未来五年的工作建议等三个方面介绍了
中央纪委工作报告。刘伟平还就党章修改的主要情况进
行了系统的阐述，并指出党章的修改是贯彻落实党的十
九大精神的需要。 

最后，刘伟平传达了中科院院长、党组书记白春礼
对全院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五点要求及对全院离
退休干部的五点具体要求。白春礼希望中科院离退休干
部深入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
会十九大会议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贯彻社会主义新时
代党的建设和离退休党组织建设要求；积极行动为社会
主义伟大事业增添能量；以十九大精神为指引，扎实推
进离退休干部工作深入
开展。

按照所党委要求，
各离退休党支部将进一
步组织学习贯彻落实本
次视频会议精神。

      （文 / 思源）

二站退休一支部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

二站退休二支部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

南山退休支部组织收看十九大开幕式

一二九街退休支部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

室内棋牌
比赛活动圆满结束

 10 月 16 日上午，沈之烨研究员
向所党委自愿一次交纳党费 20000 元。
诠释了一名老党员对党的赤子之心。

沈之烨自愿
一次交纳党费20000元

我所在院离退休干部工作局
文艺作品评选活动中获奖

□摄影 孙凤鸣

□摄影 孙凤鸣

□摄影 李洪清

□摄影 李洪清

简 　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