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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纪念建军 90 周年，按照所党委统一安
排，8 月 1 日，我所离退休服务中心在一二
九街活动室组织了“80 后”老兵座谈会。18
位年龄在八十岁以上的我所退伍老军人参加
了座谈会。我所党委委员、人事处处长孙军
参加了座谈会。

会上，孙军向老兵们详细地介绍了所情所
况并转达了所班子、所党委对全所复转军人的
节日问候。座谈会上，老兵们纷纷发言，回忆
往昔峥嵘岁月，畅谈国家军队改革成果，尤其
是为朱日和沙场点兵壮我军威国威而激动不

已。大家对为纪念建军 90 周年所组织的走访
慰问、老兵座谈、文艺演出、主题征文等系列
纪念活动纷纷点赞，认为这些活动既体现了所
党委对我所复转军人的深切关怀，又抒发了老
同志们对党对祖国的热爱之情。大家表示，作
为老军人，将不忘初心跟党走，把军队的好作
风继续发扬光大，为我所率先建成世界一流研
究所做出新的贡献。

目前，我所离退休老同志中有复转军人
159 名。　　　　　　  　　（文 / 思源）

为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周年，7
月 25 日上午在一二九街党支部及管委会的牵
头组织下，我所举办了纪念建军九十周年文
艺演出。

天高气爽，部分离退休职工及复转军人
高高兴兴来到活动室，欢庆建军九十周年。
虽然是中伏的夏天，却丝毫没有阻挡大家对
节日祝福的热情，参演人员都穿上八路军的
军服戴上军帽，八十岁的老八路如同青春在
现。第一项是全部复转人员分别自我介绍军
旅生涯，何时入伍、军种、退役等及军中特记，
每个人都回忆那难忘的军旅生涯，表现出自
信自豪军人的风采。接着表演文娱节目，独
唱《长征》《咱当兵的人》《弹起我心爱的土
琵琶》；京剧选段“我们是工农子的兵，敢撒
热血写春秋”；表演唱《情深意长》《八月桂

花遍地开》《游击队歌》《打靶归来》《南泥湾》；
合唱《我是一个兵》《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
舞蹈《当兵就是这么帅》；乐器合奏《阿朋友
再见》。最后以合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
结束演出。

这是一场别开生面的文艺演出，参会人员
最小 60 多岁，最大 82 岁，他们表现了军人
的气质和胸怀，正如主持人所云，中国人民解
放军度过这 90 年，弹指一挥间，这屈指可数
的 90 年，国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小
米加步枪打败侵略者，到今天的航空母舰，我
们骄傲，我们自豪。

如今，我们仍面临国内外各种挑战，我
们坚决支持以习近平为首党中央强军强国之
梦永保钢铁长城。老同志们通过这种方式喜
迎党的十九大的胜利召开。( 文 / 王秀坤 )

老兵不老　军魂永恒

我所举办纪念建军九十周年文艺演出

——我所组织“80后”老兵座谈会



我来化物所六十年，见证
了所里日新月异的变化，不断
发展和壮大。抚今追昔，不胜
感慨，信笔而书此文，以喜迎
党的十九大的胜利召开。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星
海二站还是一片杂草丛生，
山鸡野兔出没的荒山野岭，
虽 是 依 山 傍 海，风 景 宜 人，
却人烟稀少，凋落冷清，一
幅荒凉景象。从六十年代初
开始建设，最早山坡上建成
的是催化楼和化工楼，西头
为药品库，东头为小食堂；
山坡下西头为仪器厂，东头
为小房，这一布局实际上已
经划定了地盘，就是当今的
所区。经过半个多世纪几代
人的辛勤打造和不懈努力，
才建成今天这样一座占地二
十二万平方米环境优美，风
景旖旎的科技苑，成为星海
二站显赫有名的科技基地。

当你乘车到二站时，一
眼就能看到在所大门前树立
的大块刻着由老院长郭沫若
书写所名的大理石横碑。当
你踏进所大门时，穿过广场，
眼前就是新催化大楼、精密
楼、膜基地大楼，左侧是新

建所办公楼、研究生楼及数
座 高 研 家 属 楼，鳞 次 栉 比，
坐落有序。院庭里有可容纳
上千人用餐的大食堂，还有
离退休人员的活动室，室内
有各种书刊杂志，各种棋牌
室，给大家创造了娱乐休闲
的条件。

依山势而上行时，沿途
所栽种的花草小树，像一条
五彩缤纷的彩带，步行几百
米后，豁然开朗，就如进入
另一块开天，偌大的“后院”
呈现在眼前的有重新装修的
化 工 楼、甲 醇 楼、催 化 楼、
图书馆和新建的激光楼、分
子反应动力学楼及航天催化
楼，西头则是能源楼和大礼
堂。高楼风格不一，美观新颖，
气势恢宏。各楼间路面十分
宽 敞 洁 净，行 车 畅 通 无 阻。
左侧还新建各种球类运动场
和健身场，给职工锻炼和休
闲 创 造 了 良 好 条 件。另 外，
还修造了曲径通幽的小道，
花卉锦簇，绿草如茵。到了
深秋，层林尽染，蝉声响彻，
宿 鸟 幽 鸣，别 有 一 番 景 象。
如想登山眺望，化物所的全
貌就能尽收眼底，称得上一

座小科学城。
曾在化物所二站园区工

作、学习和生活的老同志们
是多么幸福。每次来都有新
的变化，可以预见，随着科
研事业的不断发展，新环境
亦会变得越来越优美，在我
们面前将会呈现一幅更加光
辉灿烂的画卷，在这幅画卷
中工作的化物所人也将不断
创造更加辉煌的科研成果，
献给祖国和人民，献礼党的
十九大。

□谢炳炎

“畅谈十八大以来变化，

            展望十九大胜利召开”专题

“畅谈十八大以来变化，

            展望十九大胜利召开”专题

赞大连化物所优美环境



今年南山活动室的麻将比赛，管委会让
我负责组织。进行到第二轮时，遇到了难题。
大家为比赛编排等出现了意见不统一。我曾
有畏难情绪，在杨青林书记的开导下，我释
然了。一个集体，什么性格都会有，站在不
同角度，考虑问题肯定会不一样。而且其中
也有好的建议，何必计较态度和方式。组织
集体活动正是锻炼性格、提高修养和组织能
力的好机会。

通过这次服务，我感触颇多：
1、应正确理解“比赛”的意义。比赛是

希望有更多的人参与。见见面，在玩中享受
快乐。不应把比赛看得过重。为了比赛输赢，

生气上火，甚至气出病来，不值得。
2、集体活动需要大家“热心与付出”。

对组织者应该支持，对其不足，可以帮助，
使活动办得更圆满，才是正道。

3、应该正确对待个人意见。“众口难调”
道出了人多意见“杂”的真谛。每个决定，
经过大家协商，效果会好很多。

这把年纪了，不能计较太多。高兴地度
过每一天，多活几年才是正事。集体的“和谐”
需要共同来维护。

希望我个人的这一点感触，能成为大家
的共识。

□李同信

□李中昌

在上海举行的中国胶粘剂和胶粘带成立三十周年庆典大会上（会议有代表性的人物

八百余人参加及相关领导），评出我国三十年来对行业有功的十位老专家，贺曼罗老师

名列其中。                                                   （文 /刘玉珠）

□徐长海

人生易老心难老，
憧憬高原，
今上高原，
雪域风光映笑颜。

碧空绿野闲云静，
景也天然，
情也天然，
世外桃源在眼前。

八一南昌第一枪，
武装起义打豺狼。
工农革命长缨握，
抗日驱蒋斗志昂。
北战南征迎胜利，
官兵百战炼成钢。
雄狮无敌军威树，
捍卫和平卫国疆！

□李中昌

品味于活动室棋牌比赛服务之中

采桑子　西藏游

周年颂周年颂

建
军



8 月 31 日上午 9 点 30 分，129 街活动室老同志在活动中，有位老同
志发生了晕厥，经大家及时抢救，并拨打 120 急救，送往大连市附属第一医
院救治后，转危为安。

在此，我们提醒大家，在活动室活动中，本着友谊第一，娱乐第一，安
全第一，健康第一的原则，要量力而行，有慢性病者，活动时要告诉家属去向，
或有家属陪同，随身携带所需药品；感到身体不适者，暂时不要到活动室来，
并在家里卧床休息；在活动中请不要大声喧哗，吵闹和久坐，以免引起不必
要的麻烦；在活动中要注意电器、地面、桌椅、运动器材的安全。

希望大家在活动中每天都有个好心情，享受健康、快乐的晚年生活。
                                                                         （文 / 李洪清）

关于老同志在活动室活动中的安全提醒

表 扬 信
8 月 5 日下午 2 时许，大家正在活动8 月 5 日下午 2 时许，大家正在活动

室玩得高兴，突然进来一位老大姐，说家室玩得高兴，突然进来一位老大姐，说家
里病人突发情况，120 急救车还未到场，里病人突发情况，120 急救车还未到场，
希望能到社区医院请医生前来救治。面对希望能到社区医院请医生前来救治。面对
紧急求助，几位老同志立即放下手中的牌。紧急求助，几位老同志立即放下手中的牌。
有的跑步到社区医院找车找医生，有的急有的跑步到社区医院找车找医生，有的急
忙跑到病人家中参与救助，好一阵忙乎，忙跑到病人家中参与救助，好一阵忙乎，
车来了，医生到了，在大家齐心协力的帮车来了，医生到了，在大家齐心协力的帮
助下，由于及时采取了措施，抢回了时间，助下，由于及时采取了措施，抢回了时间，
病人得到妥善处理，病情有所缓解，大家病人得到妥善处理，病情有所缓解，大家
这才放下紧张的心，家属也露出了轻松的这才放下紧张的心，家属也露出了轻松的
笑脸。笑脸。

参与援助的几位老同志是：张世禄、参与援助的几位老同志是：张世禄、
侯臻、徐滋鹏、孙靖宇侯臻、徐滋鹏、孙靖宇

他们的行动，彰显了化物所人的崇高他们的行动，彰显了化物所人的崇高
觉悟和高尚情怀，从他们身上展现出助人觉悟和高尚情怀，从他们身上展现出助人
为乐的正能量。特提出表扬，大家也要向为乐的正能量。特提出表扬，大家也要向
他们学习，在别人有困难时，请伸出你的他们学习，在别人有困难时，请伸出你的
双手，共创美好的生活。双手，共创美好的生活。

                                 二站管委会                                 二站管委会

8 月 5 日下午 2 时许，大家正在活动
室玩得高兴，突然进来一位老大姐，说家
里病人突发情况，120 急救车还未到场，
希望能到社区医院请医生前来救治。面对
紧急求助，几位老同志立即放下手中的牌。
有的跑步到社区医院找车找医生，有的急
忙跑到病人家中参与救助，好一阵忙乎，
车来了，医生到了，在大家齐心协力的帮
助下，由于及时采取了措施，抢回了时间，
病人得到妥善处理，病情有所缓解，大家
这才放下紧张的心，家属也露出了轻松的
笑脸。

参与援助的几位老同志是：张世禄、
侯臻、徐滋鹏、孙靖宇

他们的行动，彰显了化物所人的崇高
觉悟和高尚情怀，从他们身上展现出助人
为乐的正能量。特提出表扬，大家也要向
他们学习，在别人有困难时，请伸出你的
双手，共创美好的生活。

                                 二站管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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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化物所离退休工作公
众号已开通，欢迎各位老师扫
码关注，以便第一时间了解、
掌握离退休服务中心发出的新
闻、通知等各类信息。

大连化物所离退休工作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