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所离退休服务中心召开
2019年度离退休党支部、管委会工作会议

我所三名退休职工获大连市老教授协会
2018—2019年度先进个人表彰

11 月 29 日上午，我所离退休服务中心召
开 2019 年度离退休党支部委员和管委会成员工
作会议。会议有两项议程安排，一是邀请大连老
干部大学客座教授龙清老师系统解读学习十九届
四中全会精神，二是由离退休服务中心主任田丽
通报 2019 年度离退休工作情况。近 20 位老同
志参加了会议。

龙清做了题为《贯彻落实十九届四中全会
精神》的报告，报告围绕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从认识和坚
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意
义、总体要求、总体目标、重点任务和加强党
的领导等方面，生动形象地阐述和解读了党的
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田丽从人员情况、党建工作、协会工作、
老年大学、走访慰问等方面全面通报了 2019
年度离退休工作情况。离退休服务中心全年在
所党委的领导下，结合新中国成立、中科院建
院、研究所建所 70 周年契机，开展了系列主
题活动，丰富离退休职工的退休生活。报告之
后，大家就共同关注的问题，展开讨论，进行
交流，他们由衷地感慨作为大连化物所的离退
休职工非常幸福和满足。

会后，大家饶有兴趣地参观了所展馆，一
起重温了我所光辉的发展历程和丰硕的科研成
果。（文 / 李洪清 图 / 孙凤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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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2 日上午，大连市老教授协会 2018–2019 年会暨先进个人表彰大会在东北财经大
学召开。来自全市 17 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离退休部门负责人、市老教授协会理事和年度先进个
人等近百人参加了会议。

大连市老教授协会会长余加祐代表市老教授协会第六届理事会，做了 2018–2019 年度工
作总结报告，报告中充分肯定了我所老教授协会所做的
卓有成效的工作和取得的成绩。

大会表彰了 39 名大连市老教授协会 2018–2019
年度先进个人，我所卜宗式、刘韧、薛凤池三位老师获
此殊荣。（文 / 薛凤池）



我所离退休党员庆七一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大会微视频在
人民网主题官网上展播

我所为老服务志愿者协会
召开工作会议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精神，推动“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深入开展，通过创
新形式手段，用微视角记录学习教育心得体会、
生动讲述初心故事、展现先锋影像，有力推广
各地各部门立足实际扎实有效开展主题教育的
经验做法，广泛宣传先进典型和身边榜样。“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官网、人民网 ·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面向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
干部举办“守初心、担使命”微视频作品征集
活动。

我所离退休党总支推送的《中国科学院大
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离退休党员庆七一“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大会》微视频在人民网主
题教育官网上展播，此次展播展现了我所离退
休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成果，
展示了他们爱党、爱国、爱所的良好的精神风
貌。（文 / 勇迪）

微视频链接为：
http://djydata.people.cn/chuxin-

video/video-show.html?id=1835

11 月 22 日上午，我所为老服务志愿者
协会召开工作会议，共有20余位志愿者参会。

首先，由孙凤鸣同志分享她到太原参加
2019 年中国科学院为老志愿服务培训的学
习心得。她从什么是志愿服务、志愿服务的
基本理论、志愿者从哪里来、志愿者的权利
与义务、志愿服务的内容以及 6 家先进单位

（团体）经验分享等方面做了详细的介绍，引
发了与会志愿者的热烈讨论。他们表示听了
介绍后有收获也有启发，为协会今后的工作
开展拓展了思路。随后，志愿者们结合我所
离退休老同志的实际情况建言献策，从前期
调研、了解需求、解决困难、分工配合等不
同角度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并对 2020
年的工作计划和内容进行了讨论。

为老服务志愿者协会前期在所工会、研
究生部的配合下，招募到在职职工和研究生
为老服务志愿者若干名。（文 / 孙凤鸣 图 /
李红月）

李德富老师 90
大 寿，所 离 退 休 服
务中心代表所里送
去党委书记王华亲
笔签名的生日贺卡
和慰问金 1000 元。
祝愿李老师福如东
海 长 流 水，寿 比 南
山不老松！



中科院老年人大学
大连化物所·化物所社区分校召开

2019年度老年大学总结会
12 月 9 日上午，中科院老年人大学大连化

物所 · 化物所社区分校召开 2019 年度老年大学
教学工作总结会，离退休服务中心主任、分校校
长田丽做总结报告，分校各班级班长参加了会议。

会上，田丽首先传达了 11 月初参加的中科
院老年人大学交流会会议精神。接着，总结了
2019 年大连化物所分校的教学情况，布置了 12
月即将举办的分校学习成果交流汇演活动的相关
工作，介绍了 2020 年学员选课的网上报名流程
等。

会议还听取了各班班长对教学管理工作等的
意见和建议，
大家对通过共
同努力逐步提
高分校办学水
平充满希望。

（文 / 李洪清 
图 / 信庆福）

我所离退休职工
阅读班开班

为了丰富和活跃离退休职工的精神
文化生活，一二九街管委会和党支部共
同商议，决定成立离退休职工阅读班。
11 月 21 日上午，阅读班正式开班。

本次开班，大家一起阅读了所庆 70
周年出版发行的《光辉的历程》（Ⅱ）一
书的部分内容。通过阅读，老同志们共
同回顾了我所 70 年来的光辉岁月，进一
步了解了我所 70 年来所走过的风雨历
程，抒发对研究所的无限热爱之情。

阅读班定于每周四定期活动。阅读
者通过阅读和朗读的形式，增进记忆，
陶冶情操，调整气息和肺活量，长期坚
持有利于身心健康，是一种愉悦心情的
有益活动。阅读课很受老同志们的欢迎，
目前已有 20 多人报名参加。大家表示，
这种活动既丰富了文化生活，又增强了
凝聚力，大家在一起阅读、朗诵、谈体会，
其乐融融。（文 / 刘玉珠 ）

我所离退休职工新媒体协会成立
11 月 27 日，我所成立了离退休职工新

媒体协会，该协会旨在引导离退休职工跟上
时代步伐，做新时代时尚老人。

成立当天，新媒体协会在二站离退休活
动室开展了第一次活动，离退休服务中心主
任田丽向老同志们介绍了什么是新媒体，并
教大家使用“抖音”APP，近 30 位老同志到
场聆听。田丽详细介绍了“抖音”APP的安装、
注册和使用技巧，还手把手教老同志如何操
作，耐心地释疑解惑。老同志们认真听讲，
仔细记录，随时提问，在短暂的时间内，大
家学会抖音使用方法，并关注“大连化物所
离退休工作”抖音号和“科苑金秋”中科院
离退休干部工作局抖音号。

这次活动受到了老同志的热烈欢迎，大

家表示，新媒体协会成立得十分及时，在活
动中的学习效果也很好，让他们收获良多，
希望协会活动常态化、长效化。新媒体协会
将在今后的工作中进一步发挥作用，将陆续
具体指导大家使用和应用各类手机 APP，从
而丰富、便利离退休职工的晚年生活，引导
和激励老同志通过新媒体为党和人民的事业
增添正能量。（文 / 孙凤鸣  图 / 李洪清）



勇 迪

参加为老服务志愿者协会工作会议有感
11 月 22 日，我参加了所离退休服务中心组织的志愿者协会工作会议，小孙同志分享了

她参加中科院为老志愿服务培训心得。
听了几家先进单位的经验介绍后，我对未来志愿者工作的发展充满信心。我更加深刻地

体会到，志愿者工作任重道远，求稳求实才是我们工作的刚需和当务之急。我所志愿者工作
从去年走到今年，在这一年当中我们所经历的事情和实践让我们积累了很多经验。我们应该
做到有所为和有所不为，充分地尊重家属及服务对象意愿，在以倾听意见和要求的前提下，
做出正确的判断，并且有组织有纪律地针对服务者做出我们的服务，这样效果会更好。

我们做志愿者要的不是名声、不是利益，我们要的是能为他人做什么，在我们力所能及
的范围内尽量为他人提供服务，是我们每一个志愿者的心愿。我们愿意在离退休服务中心的
支持引导下，为有需求的老同志做出有效的服务。（文 / 朱丽芳）

欢迎各位老师关注院离退休干部工作局抖音
官方平台，并积极互动。

一、院局的官方“抖音”账号
抖音名称：科苑金秋
抖音账号： 2277498979
二、如何关注院局抖音官方账号
第一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抖音 APP。
第二步：打开抖音 APP，在右上角搜索栏输

入：科苑金秋，或者输入抖音号：2277498979
第三步：关注抖音上的院局官方账号，即可

获得最新资讯。
三、需要哪些方面的作品
作品原则：“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科院故事，讲好

老同志自己的故事”，作品要具备正能量。
也请各位老师关注“大连化物所离退休工作”抖音

平台，并积极互动，我所抖音号为大连化物所离退休工作，
谢谢！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纪念中科院大连化物所建所 70 周年照片集》部分信息有误，现更
正如下。感谢提供更正信息的各位老师，感谢大家的理解与支持！
页码 更正内容 页码 更正内容 页码 更正内容
34
51
56
90
110
123
154

上图右一刘述增、右二许长寿
上图龙岩改为柴晓晖
上图陈述霞改为陈淑霞
下图王洪库改为王恒库
上图后排左五李静，右一于明芳、右二吕红、右三赵美花
下图王洪库改为王恒库
上图王世富改为王士付

44
52
82
92
116
126
176

下图毛淑贞改为茅淑贞
上图刘世平改为刘时平、李青贵改为李庆贵
上图改为东北亚生态系统管理研讨会
上图、下图蒋国良改为蒋国梁
下图张玉梅改为张玉美
上图张恩俊改为张恩浚
下图候晶改为侯晶

50
53
88
93
118
127
191

下图秦淑娥改为秦素娥
上图林付敏改为林福敏
上图王秀兰改为王秋兰
下图宫惠凡改为宫惠范
上图张凤洪改为刘世华
上图朱连生改为来连生
上图柴小露改为柴晓晖

中科院老年人大学大连化
物所·化物所社区分校 2020 年
学员网上选课报名流程：

1. 请扫描二维码，进入《书
馨科苑》老年人大学界面；2.
点击下方的“选课报名”；3. 选
择“大连化物所·化物所社区分
校”，进行专业选择；4. 填写身
份证等信息后，点击“确认报
名”；5. 预报名成功，具体缴费
时 间 待 通 知。报
名 是 否 成 功 以 线
下 完 成 缴 费 时 间
为准。

老年人大学
网上选课报名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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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