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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不经意间，14 年，5100 多个日子从身边悄悄溜走，《夕阳正红》
留下了整整 100 期的时光印记！在此，我谨代表所班子、所党委向《夕阳正红》创刊百期表
示热烈地祝贺！向长期以来给予《夕阳正红》大力支持、指导和关注的各级领导及离退休职工
和家属们表示诚挚的感谢！

《夕阳正红》作为一本所内刊物，刊载了一批批优秀的作品，留下了一张张活泼生动的剪影，
记录了自创刊以来，离退休职工与大连化物所携手并肩走过的流金岁月，虽然你们从岗位光荣
离退休，但以所为家，与有荣焉之心从未离开，对化物所发展做出的巨大的贡献仍如春风化雨，
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夕阳正红》不仅是离退休职工的港湾，对于化物所而言，更是意
义非凡。她连接起一代代化物所人的过去与未来，凝聚了无数化物所人的才情与智慧，书写着
对化物所未来的无限憧憬与希望。寄情书卷，怀抱山海，离退休职工以探索未知的热情，启迪
人生的智慧，落笔成文，歌颂着化物所风雨兼程，一路走来与国同行的忠贞与热情。

岁月须臾，夕阳百期。一批批离退休职工陆续离开你们为之奋斗终身的事业。曾几何时，
你们也青春年少，英姿勃发。树影绰约之中，留下了你们匆忙的脚步，夜色阑珊之时，映出了
你们不眠的身影。是你们用激情点燃了艰苦的岁月，是你们用坚韧开拓了荒芜的疆土，是你们
奉献了青葱年华，参与并见证了化物所七十载光辉的历程。不忘初心，踔厉奋发，无问西东，
笃行致远，你们成就了化物所崭新而辉煌的今天，你们为化物所注入了源源不竭的精神动力，
为化物所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根基。

夕阳正红，光而不耀，高山不语，静水流深。正是一代代化物所人的敢为人先，负重前行，
奋斗与担当，坚守与传承，淬炼出化物所的精神信仰与力量，在追求世界一流研究所的接力赛
中代代相承，生生不息。“锐意创新、协力攻坚、严谨治学、追求一流”十六字精神在每一个
化物所人心中留下深深的烙印，激励着一代代化物所人承载历史的荣光，肩负起未来的希望，
无论前路多么艰难，无论面对多少险阻，都能在化物所精神中汲取营养，勇攀科技之高峰。《夕
阳正红》凝聚着这份责任，给予我们永不言弃的信念，引领我们开启更辉煌的未来。

“愿有岁月可回首，且以深情共白头”。站在新时代的起点，我们依然充满感动，大连化物
所秉持着一脉相承的文化与精神，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昂首阔步。五月鸣蜩，万物生晖，
此时此刻，化物所花开鸟鸣，漫山的春色正浓，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让人心潮澎湃的时代，
让我们从容携手漫步未来的光辉岁月。祝愿《夕阳正红》越办越好！真心祝愿大连化物所离退
休职工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

愿有岁月可回首，且以深情共白头

──《夕阳正红》创刊百期寄语

大连化物所党委书记

2020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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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纪 念《夕 阳 正 红》创
刊百期之时，作为首任主编
和始终如一的忠实读者，我
的心里涌动出许多往事的回
忆，升华了许多新的感想。

2005 年 5 月，我兼任离
退休服务中心主任。经过调
研，我萌生了创办老同志自
己刊物的想法。经组织支部
书记、管委会成员和相关同
志讨论，在所党委和所领导
班子的关心支持下，以丰富
老同志的精神文化生活，发
挥好舆论宣传的作用，引领
老同志的新生活为基本宗旨，
以反映老同志学习和生活为
主要内容的《夕阳正红》于
2006 年 1 月正式创刊了。德
高望重的陈庆道老领导应邀
题写了刊头字，我撰写了《夕
阳正红》创刊词。

十几年来，《夕阳正红》
在几任编辑和众多稿件作者
的耕耘下，在老同志们的注

目之中越办越好，已经成为
我们大家的知心朋友。可以
说，《夕阳正红》像一片片绿
叶给我们带来了光合作用后
的新鲜空气，沁人心脾；像
一阵阵春风给我们带来满院
的红绿，姹紫嫣红；像一朵
朵鲜花给我们带来了生活的
愉悦，温馨芬芳……于是乎，
我们从一件件往事的回忆中
获得喜悦，从一幅幅书法绘
画中获得美感，从一首首诗
词韵律中获得力量……

《夕阳正红》为什么能在
信息渠道越来越发达的情况下
坚持办下来，而且越办越好，
越办越受到离退休老同志的喜
欢，原因自然很多，但其中很
重要的一点是《夕阳正红》是
老同志们自己的刊物，具有鲜
明的特点。《夕阳正红》立足
于老同志，为老同志们服务，
同时又得到了老同志们辛勤的
呵护培育……

让我们大家在给《夕阳
正红》期刊佩戴上百期“长
命锁”的时候，祝愿我们的
老同志们健康长寿，祝愿《夕
阳正红》更红！（文 / 刘吉
有 - 创刊主编）

众手浇开“长寿花”

──写在《夕阳正红》创刊百期之时

□陈庆道 (创刊编委 )

国色天香  □邢会坤春江水暖　□徐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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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意盎然，万物复苏。在这春暖花开、
举国上下抗击疫情取得阶段性胜利的时刻，
离退休服务中心创办的《夕阳正红》刊物迎
来了出版 100 期的喜讯，老同志听了高兴，
读者为之振奋，大家情不自禁地为这份充满
活力的刊物点赞！

我作为《夕阳正红》的创刊人之一，此
时不由得想起当年创办这个刊物的情景。那
是 2006 年新年到来前夕，时任离退休服务
中心主任的刘吉有找我商谈，他说应离退休
老同志的提议，想创办一份内部刊物提供给
大家看，旨在传递所里的新闻动态、提供一
些政策咨询、介绍老年大学有关情况、讲解
健康保健知识，老同志可以在这块园
地里回眸往事、畅谈感受、发表文章
及书画作品等。他希望我能协助策划
版面，组织完成采写稿件、排版、印
刷出版等工作，要在春节前奉献给全
所离退休老同志及相关领导和同志。

我曾创办了《化物生活》，此时奉
领导的意见，再创《夕阳正红》，深感
这是领导的信任和委托，欣然接受了
任务。当时，我担任中国科学报大连
记者站站长工作，在年终忙碌之时，
抽空抓紧策划组稿，终于在春节前将

《夕阳正红》第一期推出，与离退休老
同志和领导见面了。

在第一期中设计了 4 个版块，分
别为重要新闻、信息回放、健康园地、
文海拾贝。老同志见到《夕阳正红》
后兴奋不己，为之点赞！投稿者随之
增多，逐渐成为了老同志和读者喜闻
乐见的刊物。

悠悠岁月，转眼间 14 年过去了，

在这年复一年中，《夕阳正红》历经了几位责
任编辑的辛勤耕耘，凝聚了他们的诸多智慧
和心血，还有协助出版的几位编委，陈庆道
老所长亲笔题字《夕阳正红》刊头，更有广
大离退休职工、领导和读者投稿，给予大力
支持和指导。另有印刷厂的同志协助排版印
刷出版。在此，仅向这些共同努力、协同作
战的同志们表示由衷的谢意！

14 年坚持不懈出版了 100 期，这充分显
示了《夕阳正红》的生命力所在，也证明了
这份刊物充满着正能量！我衷心地希望《夕
阳正红》声声不息，越办越好！（文 / 邹淑
英 - 创刊责任编辑）

《夕阳正红》成为老同志的知音

──贺《夕阳正红》出版100期

孙靖宇

二〇二〇年五月

值《夕阳正红》创刊 100 期之际，
谨表示祝贺！期盼《夕阳正红》越办越好，
成为老同志们永远的知心朋友！

感受春意  □徐竹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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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 5 月中旬的一天，担任一
二九街片区退休党支部书记的我接到所
离退休服务中心通知，请我与离退休老
同志一起赴熊岳温泉疗养院，并参加离
退休服务中心组织召开的工作会议。

到达疗养院的第二天上午，会议如
约召开，由新任离退休服务中心主任的
刘吉有同志主持，时任离休两个党支部、
退休四个党支部的支部书记参加了会议。
在我的记忆中，会议有三个议题，用时
最长的是第二个议题，商议创办大连化
物所离退休职工内部刊物。与会同志讨
论得很热烈，分析了我所离退休职工的
现实情况，一是与中科院兄弟单位相比
较，我所是一个大所、老所，离退休人
员较多，又正值退休高峰期，引导和丰
富老同志文化生活迫在眉睫；二是离退
休人员居住分散，活动室“三分天下”，
老同志的心声需要有一个平台反映，组
织生活、活动信息也需要有宣传和发布
的渠道。最终大家认为创办一个属于离
退休职工自己的刊物非常有必要，也很
及时。围绕创刊问题，与会同志还就办
刊的宗旨、稿件的来源与编辑、刊物的
名称等发表了意见。关于刊物的名称，
刘吉有说：“我个人提议，就叫《夕阳正红》
怎么样？”大家稍许沉默之后，我说：“我
看行！离退休群体，夕阳一片，美丽壮
观！”大家异口同声一致通过。

十四年时光，见证了《夕阳正红》
的诞生和成长，她铭刻了研究所取得的
光辉成就，记载了离退休人员与时俱进、
自强不息、丰富多彩的晚年生活。在《夕
阳正红》喜迎创刊 100 期之际，衷心祝
愿她一直陪伴各位老友不改初心，不断
前行！（文 / 周光才 - 创刊编委）

望儿山下议创刊一剪梅

□张德禄

一百期夕阳正红，
俏丽新妆，喜气洋洋。
众诗作诉衷肠，
一面红旗，无限风光。
欲问缘何美名扬？
探索求真，精益求精，
胆肝相照暖心房。
友谊情长，地久天长。

一剪梅

□张德禄

一百期夕阳正红，
俏丽新妆，喜气洋洋。
众诗作诉衷肠，
一面红旗，无限风光。
欲问缘何美名扬？
探索求真，精益求精，
胆肝相照暖心房。
友谊情长，地久天长。

贺《夕阳正红》百期

□李中昌

白雪阳春满百期，妪翁同贺祝心仪。
创刊硕果珠玑灿，言志抒情举大旗。
播火传薪弘雅趣，精编利剪两相宜。
扬清激浊倾心力，老友优刊展媚姿。

贺《夕阳正红》百期

□李中昌

白雪阳春满百期，妪翁同贺祝心仪。
创刊硕果珠玑灿，言志抒情举大旗。
播火传薪弘雅趣，精编利剪两相宜。
扬清激浊倾心力，老友优刊展媚姿。

□杨青林 □胡永奎

夕阳正红创刊百期誌贺

□宋宝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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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是那么的金贵，文字
是那么的可读，蓦然回首，我们
的《夕阳正红》刊物已经走过了
14年，发表了满满的100期！

那还是我退休的第二年，
我们的离退休服务中心创办了

《夕阳正红》，她是为老同志阅
读的刊物，那里叙述的都是老
同志的人和事，也都是与老同
志密切相关的身边事。看到第
一期，我立刻就喜欢上了她，
从此每期都认真阅读。

我在《夕阳正红》里看到
了每年有所长亲笔签名的“新
年献词”，表达了所领导对全所
职工、学生、离退休老同志的
深切关怀；有离退休服务中心

的各项工作安排及活动报道；
有老年大学教学活动成果展示，
如书法、绘画、摄影等；有诸
多诗歌爱好者时常发表的优美
诗作；有老年人健康生活小常
识，以自身体会分享健康知识；
有三个片区活动室活动的报道，
让不是同片区的老同志也能感
受到与大家同在；还有学习党
的思想方针路线的各方面信息
和经验，等等。这些内容都是
我们关心和需求的，她让我们
不去所里也能了解到我们关心
的事，因为这个刊物人手一份，

如今有电子版发到老同志微信
群中，看起来更是方便。

这些年来，我也陆续为《夕
阳正红》投了稿件，没有计算
投了多少件，但是，每件都表
达了我对《夕阳正红》的关心
和喜爱，把她当成我退休生活
不可或缺的必读刊物，因为她
如春风般吹进我心灵的窗口并
温暖了我，因此，我十分喜爱
并珍惜她！

我衷心地祝愿《夕阳正红》
越办越好，迎接下一个 100
期！（文 / 姜英莉）

《夕阳正红》，恰如沐浴春风的窗口

日子真快，仿佛就在昨天，自己还手握刚印
刷的新一期《夕阳正红》，转眼，她出版临近百期了。

记得当初，同事李洪清把新的一期《夕阳
正红》小样放到我办公桌前，说“主任，您看看”时，
对其我还没有多少认识。一篇篇浏览，从中挑
出错别字、用得不准确的标点就算是审稿完毕。
待印刷完我才发现“主编王江”几个字，惊讶
是自然的，责任也油然而生。

其实具体工作都是大家做的，还有邹淑英
老师，我们都是跟着她学习新闻语言的，我这
个主编是坐享其成，说准确一点是“座想”其成，
动脑子时候多，动手时候少。

那时每逢过年我都会收到很多张本所老同
志寄来的贺年卡，尤其是身在异国养老的郭喜
代老师、陈萼老师等老前辈，他们对《夕阳正红》
多有赞美之词，他们的“表扬教育法”让我领悟到，
这小小的一张纸，维系着老同志与研究所几十
年的情感和韶华岁月。

在近九百位老同志的呵护下，《夕阳正红》

已经深深扎根于本所老同志心中，有了基础她
就要叶茂勃发。我第一次听到外人的赞美是来
自大连市老干部工作局的张局长，他上任不久
后收到我们新一期《夕阳正红》，看后表示赞许。
后来，对中科院离退休干部工作局、《老同志之友》
杂志社、大连理工大学等给予的赞美之声倒也
习以为常了。

如今刊物走过百期，又恰逢全球疫情，世
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化物所人是从不缺
位于这时代的弄潮儿，必将创造辉煌的明天。《夕
阳正红》作为文化刊物，作为研究所文化不可
或缺的重要一环，自然也承载着新的历史重任。
愿《夕阳正红》越办越好！让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再创佳绩。（文 / 王江）

《夕阳正红》百期随笔

刊百回

百岁夕阳红，魂牵梦亦萦。
耄耋曲不尽，化物情无终。

□王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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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华秋实，寒来暑往，《夕
阳正红》伴随着研究所的发
展，伴随着老同志们的退休
生活已经走过了她 14 年的青
葱岁月。自创办之日起，《夕
阳正红》肩负着她传递研究
所事业进展讯息，展示老同
志精神气质风貌，弘扬化物
所良好家庭氛围的神圣使命
及责任。过去的 14 年，在几
届研究所班子、所党委领导
的大力关心和支持下，在老
同志们的热情关注和参与中，
如今，她刻下了百期的岁月
痕迹，见证了研究所发展的
每一个闪光的脚印，见证了
老同志以所为家的热爱之情，
见证了化物所大家庭的和谐
温暖。

记得每期《夕阳正红》，
我们都会特别邮寄给异地养
老的几位老同志，让她们尽
管身在异地仍能感受研究所
满满的关爱。有这么一张照
片令我记忆深刻，那是张存
浩先生的儿子张捷老师发来
的，91 岁的张先生认真地阅
读着《夕阳正红》。张捷说，
爸爸喜欢看《化物生活》和《夕
阳正红》，每期都要看。

正是因为有像张先生一
样的近 900 名老同志及其家
属的关注和喜爱，才有了我
们办好《夕阳正红》的动力
和压力。我觉得，每一期《夕
阳正红》就好像一面“魔镜”，
通过她，我们可以穿越时空

地与老同志面对面地交流；
通过她，我们可以将近期研
究所的发展变化讲给老同志
们听；通过她，我们可以将
近期老同志组织的活动内容
讲给那些因身体原因不能参
加活动的老同志们听；通过
她，我们可以将老同志自己
创作的书法、绘画、篆刻等
作品拿给老同志们看；通过
她，我们可以将老同志自己
撰写的文章读给更多老同志
们听……每一期的《夕阳正
红》，我们都用心打造，精心
编排，丝毫不敢马虎懈怠，
因为，我们正在和老同志们
促膝交谈。我们想，既然不
能常相见，那靠《夕阳正红》
来传情。

每期《夕阳正红》，我们
还会一一寄往中科院离退休
干部工作局、沈阳分院、大
连市老干部局，当得知《夕
阳正红》百期纪念之时，中
科院离退休干部工作局还发
来了贺信表示祝贺。多年来，

《夕阳正红》的进步和成长得
到了上级单位的大力关注和
支持，借此，向这些长期给
予《夕阳正红》指导和帮助
的各级领导表示由衷的感谢。
此外，今天的工作是建立在
前几任编委的辛苦积淀基础
之上，借此机会向他们曾经
倾注给《夕阳正红》满满的
爱表示由衷的感谢和敬意！

有个成语叫百炼成钢，

百期逐渐练就了《夕阳正红》
为老服务的一点本领，希望
未来的《夕阳正红》更加贴
近老同志的实际需求，更好
地为老同志的养老生活提供
服务。14 年，《夕阳正红》
已然从一粒稚嫩的种子长成
为一株挺拔的小树，相信未
来，《夕阳正红》会在大家的
呵护下继续成长为参天大树，
为老同志们的幸福退休生活
提供一隅荫凉。（文 / 田丽）

写给《夕阳正红》100期

□孙生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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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如戏又如歌，历经几十年的漫长岁
月，年少青丝，转眼已然变白首，成为两鬓
添霜、白鬚飘胸的老人，如烟往事会不时在
脑海中萦绕回想。适逢《夕阳正红》创刊百
期之际，特撰文一篇，借此抒怀一下人到老
年的感慨。

生活好似读不完的书，回忆犹如品不完
的酒。通过回忆，可以汲取以往失误事情的
教训，也可以总结以往成功事情的经验，给
后人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人到老年，
回忆少儿时读书的情景，如梦初醒。恍惚近
在眼前，在回忆中有时也带有几分惆怅，多
年离乡背井，有时也留恋家乡的山村，那是
生我养我的地方。每当看到落日，太阳西沉
溅起天边一片晚霞暮色时，仿佛又回到了天
真烂漫的孩提时代，看到夕阳中家乡袅袅升
起的炊烟，会闻到阵阵的饭香，会听到母亲

拖着长音呼唤自己的声音，这可谓“浮云游
子意，落日故人情”，令人兴起一种难以言喻
的惬意。在逢年过节时，亲友互致祝贺，其
中一句常用语是：“祝你万事如意”。这只是
人们的美好愿望而已，其实人生在世，不如
意的事情往往是七、八、九，而如意的事情
只有一、二、三，这点我是深有体会。人到暮年，
不能靠回忆过去不如意的事情来消磨时光，
也不能在秋风落叶的飘零中哀叹人生苦短，
而应该静下心来、振作精神，去寻觅过去人
生的亮点，扬起继续航行的风帆，好好度过
余生。

在此也期望年轻的朋友们趁着风华正茂
的时候，干一番值得晚年回忆的壮丽事业。
希望《夕阳正红》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让更多的老同志在这个特殊的舞台上绽放异
彩，发挥余热！（文 / 谢炳炎）

漫谈回忆

──写在《夕阳正红》创刊百期之际

贺贺
《夕阳正红》《夕阳正红》

百期百期
□刘伟成□刘伟成

《夕阳正红》百期刊，《夕阳正红》百期刊，
作品丰腴业斐然。作品丰腴业斐然。
赞誉华年成果硕，赞誉华年成果硕，
称扬暮岁艺才添。称扬暮岁艺才添。
画幅书法笔锋劲，画幅书法笔锋劲，
翰墨诗词韵意涵。翰墨诗词韵意涵。
老骥壮心红报载，老骥壮心红报载，
图文并茂质超凡。图文并茂质超凡。

贺
《夕阳正红》

百期
□刘伟成

《夕阳正红》百期刊，
作品丰腴业斐然。
赞誉华年成果硕，
称扬暮岁艺才添。
画幅书法笔锋劲，
翰墨诗词韵意涵。
老骥壮心红报载，
图文并茂质超凡。

□王秀坤 荷柳争春　□郭庆 (创刊编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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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丰富我所离退休老同志的精神生活，离退休服
务中心创办了《夕阳正红》刊物。

刊登的内容十分丰富，有党和国家的重要大事，中
科院离退休工作精神，所领导对老同志的亲切关怀，所
离退休服务中心组织的丰富多彩的活动，老年大学及各
协会精彩活动的瞬间，老同志赏心悦目的作品展示，老
年人健康养生等各种题材，极大地丰富了我们老同志的
精神生活，充满了满满的正能量。在抗击疫情的特殊时期，

《夕阳正红》更是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以散文、诗歌、绘画、
书法等各种形式，广泛宣传驰援武汉的白衣战士及家属
的献身精神，鼓励老同志们坚定战胜疫情的必胜信心。

《夕阳正红》就是我们老同志的精神家园，深受大家
喜爱，早已成为老同志们的精神寄托和知心朋友！（文
/ 王复东）

老同志的精神家园

贺《夕阳正红》
创刊100期

□徐长海

谁言刊物小？
涌淌众心声！
情趣交流畅，
夕阳分外红！

好朋友，
《夕阳正红》

□李同信

每逢打开信箱，
都要先看看《夕阳正红》，
来了没有？

她已成了我生活的一隅，
装载着化物所的大事小情。
她承载着老年人的期盼，
丰富了我们的生活，
满足了退休人的爱好与渴求。

里面有浪漫的诗，
写实的画，
美丽的摄影，
还有苍劲的书法笔功，
展现了“夕阳正红”的图景。

杨兰娜的诗，
孙裕生的信，
字字牵肠，
句句挂肚，
鼓励儿子逆行的壮举，
令人敬佩、感动。
 
人老了，不爱动，
交往少，
想念老朋友了，
怎么办？
看看《夕阳正红》。

年节慰问老职工的照片，
看了非常亲切、激动，
解了见不着的愁。
 

《夕阳正红》，已成了，
我们不可或缺的好朋友。 桥跃零丁洋　□邱晶明

花繁叶茂

□王建宁 (创刊编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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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看到《夕阳正红》报刊，就有一种亲切感。在这片天地里，
寄托了老同志对他们为之奋斗工作一生的化物所的深深眷恋；这
里有老同志们难忘的回忆、不懈的坚守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有
在所领导和离退休服务中心的关怀下，老同志尽情发挥余热，丰
富多彩的学习、活动瞬间的展示。《夕阳正红》让老同志们及时了
解化物所改革发展的节奏，让多时不见的老朋友在报刊上相见更
加亲近。《夕阳正红》丰富了老同志的文化娱乐生活，衷心希望她
越办越好，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祝贺《夕阳正红》创刊100期！

（文/刘韧）

《夕阳正红》创刊百期随感

七绝七绝
《祝夕阳正红百期》《祝夕阳正红百期》

新韵新韵

□杨兰娜□杨兰娜

晚霞辉映夕阳红，晚霞辉映夕阳红，
异彩流年百卷荣。异彩流年百卷荣。
离岗退休心所系，离岗退休心所系，
夕阳陪伴不了情！夕阳陪伴不了情！

七绝
《祝夕阳正红百期》

新韵

□杨兰娜

晚霞辉映夕阳红，
异彩流年百卷荣。
离岗退休心所系，
夕阳陪伴不了情！

□薛凤池

所区路景  □曲以彩 夕阳下白石山　□白雪芳

街桥相连　□薛虹（创刊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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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师益友良师益友
□徐增和□徐增和

二零二零年的五月二零二零年的五月
迎来《夕阳正红》创刊 100 期的日子迎来《夕阳正红》创刊 100 期的日子
斗转星移　弹指一挥间斗转星移　弹指一挥间
不平凡的经历　不平凡的收获不平凡的经历　不平凡的收获
她的成长她的成长
离不开编辑们的辛勤耕耘离不开编辑们的辛勤耕耘
离不开离退休老同志的精心培育离不开离退休老同志的精心培育
如今的《夕阳正红》报如今的《夕阳正红》报
是参天的松柏是参天的松柏
枝繁叶茂　苍翠挺拔枝繁叶茂　苍翠挺拔
是百花争艳的文化园地是百花争艳的文化园地
芳香斗艳　争相怒放芳香斗艳　争相怒放
烈日炎炎的夏季时烈日炎炎的夏季时
她是老同志遮阳纳凉的好去处她是老同志遮阳纳凉的好去处
数九寒冬时数九寒冬时
她又是老同志精神上的期盼她又是老同志精神上的期盼
生活中的伙伴　茶余饭后的读物生活中的伙伴　茶余饭后的读物
技能展示的场所　文化交流的舞台技能展示的场所　文化交流的舞台
祝愿《夕阳正红》报祝愿《夕阳正红》报
传播正气好品德　欢歌笑语文采扬传播正气好品德　欢歌笑语文采扬
只争朝夕求进取　充满活力夕阳红只争朝夕求进取　充满活力夕阳红

良师益友
□徐增和

二零二零年的五月
迎来《夕阳正红》创刊 100 期的日子
斗转星移　弹指一挥间
不平凡的经历　不平凡的收获
她的成长
离不开编辑们的辛勤耕耘
离不开离退休老同志的精心培育
如今的《夕阳正红》报
是参天的松柏
枝繁叶茂　苍翠挺拔
是百花争艳的文化园地
芳香斗艳　争相怒放
烈日炎炎的夏季时
她是老同志遮阳纳凉的好去处
数九寒冬时
她又是老同志精神上的期盼
生活中的伙伴　茶余饭后的读物
技能展示的场所　文化交流的舞台
祝愿《夕阳正红》报
传播正气好品德　欢歌笑语文采扬
只争朝夕求进取　充满活力夕阳红

翠绿染江南　□李成宝高台远眺　□彭连顺

勇 迪

第一版“夕阳无限美 余热正火红”文字由郭永海老师提供。

《夕阳正红》百期合刊电子版已上线，欢迎到“科技云盘”浏览阅读。请使用
电脑登陆并下载阅读，链接地址为：https://pan.cstcloud.cn/s/rO7zCfftRAY。

山高水长　□张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