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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离退休工作
（一）专项活动简讯
专项活动简讯
1．4 月 20-23 日，武昌校本部的 100 多名老同志参加了南京、扬
州、镇江三市双动四日春季游览活动。
2．5 月 6 日，汉口校区 107 名离退休老同志前往黄陂云雾山参加
春季生态一日游活动。
3．5 月 19 日，2010 年武昌校本部离退休人员春季运动会举行，
共有 525 人 1205 人次参加了保龄球、投篮、钓鱼、门球、乒乓球、飞
镖、套圈、垒球掷准、台球、麻将、扑克等项目的比赛。
4．10 月 15 日，武昌校本部 670 余名离退休老同志参加了“九·九”
重阳健步走活动，活动得到了材化学院、地学院青协 100 多名大学生青
年志愿者的大力支持。
5．10 月 19 日，秋风送爽，丹桂飘香，汉口校区 170 多名老年人
齐聚活动中心参加沙袋掷准、实心球打靶、飞镖投射、门球射门、保
龄球等五个大项的秋季运动会。
6．11 月 2 日，离退休干部处组织在汉离休干部前往武汉植物园
参观游览。共有 14 位离休干部及部分家属参加了此次户外活动。游览
结束后，部分老同志前往年满 95 周岁的老领导彭山家中，并带去了生
日蛋糕和祝福，大家希望彭老继续保养好身体，100 岁时再来为他庆
贺。
7．11 月 4 日，金秋时节，秋风送爽，果园飘香，10 辆大客车满
载 400 多名老同志，前往东西湖田园风光桔园，参加一日游活动。
8．11 月 11 日，离退休人员秋季运动会举行，虽然天公不作美，
但没有挡住前来参加活动老人的脚步，近 600 人共 1300 多人次参加了
12 个项目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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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信息
工作信息综述
信息综述
◆老龄工作
1．老年人协会换届选举布置会
5 月 26 日上午在老年人活动中心召开老年人协会换届选举布置
会，共有来自老协分党委委员、各支部成员、门栋关照组骨干、活动
团队负责人等四个部分近 80 多名老同志参加布置会。
上届老协会长李景云从六个方面将老协换届有关情况向大家通报并
提出具体要求，要求大家高度重视选举工作，将各单位酝酿名单报离退
休干部处办公室。
会上，王汉鸣代表离退休干部处对本届老协换届选举工作提出了
三点要求：
（1）充分认识、高度重视老协换届工作的重要性，老协是学校与
老同志沟通的桥梁，关系到老年人的工作，关系到老年人合法权益的
维护。
（2）认真做好老协候选人的推荐工作，老协前期的准备和设计的
工作方案为本次推荐选举工作打下良好的铺垫，使选举工作有章可循，
希望各单位广泛宣传，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积极行使我们的权
利。
（3）按照老协的工作方案组织实施，按要求完成老协布置的任务。

2．老年人协会换届选举代表大会
老年人协会换届选举代表大会
2010 年 6 月 29 日在老年人活动中心召开了老年人协会第七届代
表大会，73 名离退休人员代表参加了大会。大会议程有三项，一是报
告本次大会代表的产生及人数；二是李景云会长代表第六届老年人协
会作工作报告；三是选举第七届老年人协会委员。
会议通过等额选举产生了新一届老年人协会委员。校老年人协会
由 10 名委员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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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离退休工作布置会
9 月 7 日，离退休干部处召开离退休工作联席会议，研究部署下
半年离退休工作。

4．耄耋老人留影活动
11 月 16 日，校本部离休干部开展集体合影留念活动，通过活动
彰显老干部坚定的政治信念，与时俱进的思想品德和积极争做长寿老
人的健康心态。

5．2010 校情通报会
11 月 22 日，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校情通报会在地大北京交流
中心报告厅召开。校党委副书记朱勤文向住京老同志通报了 2010 年学
校发展情况，共 70 多人参加了会议。

◆走访慰问
编者按：武昌校本部、汉口校区、北京三地离退休工作人员，利用逢年过节、重
大节日、平时采取登门走访、医院探视、电话慰问、请回娘家等形式表达对各类离退
休人员的关心和慰问，据不完全统计，本年度到目前为止累计 600 多人次。

1．5 月 27 日，校党委副书记朱勤文，离退休干部处副处长于荣
萍、校办蔡继彪到天津，看望退休后返家乡定居的 4 位老同志。
2．5 月 26 日-30 日，离退休干部党委书记徐四平专程到华南
一带，走访慰问 5 名离退休老同志。
3．8 月 1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83 周年之际，校党委副书记
傅安洲代表校党委、校行政登门慰问我校老红军战士、离休老干部张
国柱、彭山、田苏，给他们带去节日的问候，并对他们为祖国和学校
的建设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和敬意，同时献上慰问金。
4．9 月 10 日，第 25 个教师节之际，校领导朱勤文、傅安洲登门
慰问老教授代表 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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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 月 25 日，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 60 周年之际，校党
委副书记傅安洲率武装部、离退休干部处相关负责人分别看望了目前
在校的抗美援朝老战士，为他们送上鲜花，带去了慰问金，把学校的
殷切慰问和深切关怀送到了他们心坎上。
6．11 月 6-8 日地学院借校庆 58 周年、院庆 15 周年之机，举行
邀请北京等地离退休老同志 “回娘家”活动，共有 26 位老同志回到
学校，他们感慨学校的巨变，表示时刻关注学校的发展，希望学校更
兴旺，同时希望能为学校做力所能及的事情。马克思主义学院 4 位老
同志同期返校。
7．4 月 21 日和 5 月 12 日，学校纪委 2 次派人专程到上海探望病
中的北京离休干部孙树科、协助家属处理孙树科同志的丧事，带去学
校对其家属的关心和安抚。财务处领导班子把组织的温暖送到老同志
心坎上，今年多次到江汉区福利院看望李正凡老人。还有一些学院和
二级单位采取登门走访、电话慰问、医院探视、请回娘家、聚会座谈
等形式，表达对离退休老同志的关怀和照顾，让老同志感觉组织的温
暖。

◆政策落实
政策落实
在校领导的高度重视下，组织部积极争取落实了 6 名离休干部在
武汉定点医院应享受的医疗单项待遇；人事处根据政策、结合实际落
实了离休干部 84 元工资性补贴；退休人员关注的校内生活补贴也在校
党政的领导下，出台了向老同志倾斜的政策，校内生活补贴标准由原
来的同职务级别在职职工岗位津贴、业绩津贴之和标准的 25%提高到
29%；实行了离休人员特殊补贴每人每月 200 元。

◆联谊交流
1．2010 年 5 月 14 日，由省高校老干部工作研究会主办，我校离
退休干部处承办的“我为夕阳添光彩”—武汉地区高校老干部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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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谊会在我校老年人活动中心举行。校党委副书记朱勤文，省教育厅
离退休干部处副处长、省高校老干部工作研

究会副理事长张毫，武

汉大学离退休工作处处长、省高校老干部工作研究会副理事长彭若男，
华中科技大学离退休工作处处长、省高校老干部工作研究会副理事长
尹鹤龄，武汉地区近 40 所高校的离退休工作人员 235 人参加了联谊会。
2．10 月 13 日，来自湖北大学、武汉体育学院、武汉工程大学和
中国地质大学四所院校的 32 名老同志台球爱好者，齐聚地大老年人活
动中心，举行台球联谊活动。
此次联谊活动为团体赛，设单打、双打两个项目，采用三局两胜
制，为淘汰赛。在地大老协的精心准备和其它三所学校老协骨干的通
力合作下，经过一天的交流、切磋，最终地大老协女子组获得第一名，
男子组桂冠被武汉工程大学摘得。
3．10 月 29 日，校老年文艺口团队以“舞动夕阳，乐在其中”为
主题，开展“大家唱，大家跳，大家乐”活动，离退休干部处支部全
体党员和活动中心工作人员参加联谊，和老同志们一起在歌唱和舞动
中寻找快乐，追忆逝去的年华，享受健康向上的美好生活。活动气氛
浓烈，吸引近百人参加。
4．11 月 19-22 日，我校书法组、绘画组、摄影组、手工艺组联
合举办“浓墨重彩话虎年，文化繁星点校园”的展览，展示的是一年
来老人们参加团队活动的学习成果，虽然没有华丽的装裱，却掩不住
老同志们积极向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开展四天，吸引了全校 300
多人观展。
5.11 月 22 日，洪山区老年书画研究会南山印社一行 12 人与我校
书法、绘画活动团队举行联谊交流活动，为我校书画爱好者提供了一
次交流提高的机会，我校有 20 多位老同志书画爱好者享受这次交流盛
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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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讲座
1．3 月 17 日，由我校和关山第四社区服务中心联合组织的健康
教育讲座在校老年人活动中心举办，校附属医院副主任医师何刚就中
医药对一些常见病的预防做了专题讲座，共有 70 多位老人前来聆听健
康教育讲座。
2．11 月 10 日，在老年人活动中心举办糖尿病防治知识讲座，50
余名离退休教职工参加了讲座。
讲座由校医院副主任医师刘艳主讲。她就糖尿病的防治知识和现
今糖尿病治疗的最新资讯进行了讲解，内容浅显易懂，生动形象，使
职工对糖尿病的分级、预防、饮食控制、运动锻炼有了全面了解，进
一步加强了自我防病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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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党建专题
（一）专题学习
专题学习
1．5 月 20 日，结合学习两会内容和科学发展观，离退休干部党
委邀请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杨美华为全体离退休党员同志作《房地
产与中国经济》的形势报告。
2．6 月 22 日，离退休干部党委组织党风廉政建设专题学习，专
题学习近期党中央、教育部和湖北省关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有关内
容。离退休干部党委中心组成员，老协委员，各支部书记、支委等 44
位同志参加学习。
3．11 月 25 日，离退休干部党委邀请王宗廷教授做题为《选
择――关于低碳的话题》的讲座，在汉党员 150 多人参加了报告会。

（二）组织建设
组织建设
1．9 月 7 日，离退休干部党委召开民主生活会。党委委员及老协
委员参加本次会议。会上大家共同学习了《廉政准则》和党员领导干
部选拔任用监督制度。王汉鸣代表处领导班子汇报上半年工作情况并
做工作报告。徐四平代表离退休分党委就 2010 年上半年党建工作做工
作报告，处班子成员根据学校民主生活会要求分别剖析自己，找差距，
定明努力方向。
2．9 月 15 日上午，离退休党建工作会议召开，离退休干部党委
委员及各党支部委员约 50 人参加会议。
会议总结上半年党建工作，下半年以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
为工作主题，以推动学习教育、组织实施好支部建设活动立项、健全
民主生活会、与本科生“结对子”为工作重点。
9 月 16 日上午，汉口校区召开离退休干部党建工作会议。汉口离
退休各党支部委员、工作人员和老协委员参加会议。分党委书记徐四
平主要总结和布置离退休干部党委的党建工作，同时还就相关热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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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问题向老同志通报并做交流。
3．10 月 21 日，离休干部支部召开组织生活，重温中国共产党离
退休党支部的任务、委员职责，民主选举离退休干部党委第六届党员
代表大会党员代表。
4．10 月 28 日，离退休干部党委第六届党员代表大会召开，103
名离退休党员代表参加了大会。会议审议并通过本届党委工作报告和
党费收缴、使用情况报告，选取产生新一届分党委委员 11 人。

（三）创先争优
1．退休第一、九支部建设立项活动成果优异，经过全校汇报评比，
获得校“十优”支部立项活动党组织基层单位，并于“7.1”建党纪念
日进行全校介绍经验与表彰。
2．8 月 31 日，离退休干部处党支部开展了一次形式新颖的支部
活动，旨在为离退休老同志营造一个干净整洁的活动环境，加强处办
工作人员和老同志之间的沟通与交流。
3．9 月 1 日，退休第一党支部与机电学院机械系学生第五党支部
在机电学院举行见面会，标志着离退休党委与本科生党支部“结对子”
活动正式启动。与会双方通过会议加强了交流与认识。今后，退休各
党支部与各院系学生党支部或者班级将继续开展一系列的活动，进一
步创新学习形式，丰富支部组织生活，以促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4．为进一步加强离退休干部处党支部的组织建设，开拓创先争优
活动新思路，创新党组织生活模式，加强基层党组织联系服务群众，
密切党群关系，10 月 29 日下午，离退休干部处党支部全体党员及处
工作人员与离退休老同志举行了一场“舞动夕阳

乐在其中”的联谊

活动，支部党员与老同志同台歌唱，共舞一曲，其乐融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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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银发风采
1．我校获省高校老协老年人歌咏比赛银奖
“盼红军，盼红军哟……”5 月 25 日，在湖北省高校老年人歌咏
比赛中，我校老年人合唱团的女声小合唱《盼红军》获得银奖。
据悉，此次歌咏比赛分独唱、重唱和小合唱等，全省共有 28 支队
伍参加此次比赛。

2.我校代表队在省高校老年人健身展示大会上获优秀奖
2.我校代表队在省高校老年人健身展示大会上获优秀奖
10 月 24 日，省高校老年人健身展示大会在华中科技大学城建学
院体育馆隆重举行，我校由 16 名退休教职工组成的代表队参加了此次
展示并获得优秀奖。
据悉，本次大会有拳、剑、操、扇、舞、圈、柔力球等 20 个展示
内容，来自武汉市内的 15 所高校、20 个代表队 530 人参加了大会。

3.我校老年人乒乓球队载誉归来
10 月 29-31 日，洪山区老体协在 722 研究所举办“洪山区老年人
乒乓球赛”，共有来自洪山辖区内的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厂矿企业、
驻汉部队等 15 个单位近 100 余人参加了比赛。
我校老年人协会组队参加了男子 70 岁以上组（特组）、60 岁-65
岁组（乙组）及女子 55 岁－60 岁组三个级别的团体赛及个人赛。经
过三天的顽强拚搏，男子乙组从参赛的 7 个单位中脱颖而出，崭获冠
军。男子特组的老人们更是不示弱，最终只因循环计算小分一点点的
差距列参赛单位的第三位。同时进行的个人赛上，我校参赛的史元盛
老师勇摘男子特组单打季军，黄思骥老师获得第五名。
11 月 20-21 日，我校老年人协会乒乓球团队 18 人组队参加由省
高校老协主办武汉体育学院承办的三个组别的比赛，共有来自全省 24
所高校近 300 人参加比赛，经过两天的鏖战，我校获得女子团体第四，
男子两个组别分别获得团体第六和第八的成绩。
老年门球队参加洪山区老体协组织的比赛，比赛中赛出水平、赛
出风格，展示地大门球人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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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来稿选登
低碳生活

从我做起

——给我校离退休人员的一封信
——给我校离退休人员的一封信
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就世界气候变化、减排二氧化碳达成了“共同
的责任但有区别”的原则将在全世界掀起节能减排、实施低碳经济的
热潮，低碳生活也将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主流。我们离退休人员应该
为低碳生活新理念做些什么具体贡献呢，为此我们发倡议书一封：希
望大家坚持从小事做起、从自已做起，在简约生活思维方式上下功夫，
控制或注意个人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查找日常生活中不起眼但看似细
微却高耗能的漏洞，减少个人和家庭的“碳足迹”，为控制地球气候
变暖从下面的生活细节中做出每个人应有的贡献。
衣：不买或少买不必要的衣服，因为一件衣服从原料到制成再到
最后舍弃都在排放二氧化碳，少买一件可减排二氧化碳 2.5 千克。
食：多样化。少吃肉类、油炸类的食物，一千克猪牛肉排放的二
氧化碳为 36.5 千克，而菜类仅为该类的九分之一；适量饮酒，一个人
一年少喝 0.5 千克酒可减排二氧化碳 1 千克；不浪费一粒粮食。
住：选择小户型。不过度装修，少用 1 千克钢材和 0.1 立方米的
木材，分别减少二氧化碳 1.9 千克、64.3 千克；各种油漆二氧化碳含
量更高，劳命伤财、污染环境不划算。
行：少开（坐）车、买小排量车。每月少开一天，每辆车每年可
减排二氧化碳 98 千克；能徒步走则不坐车、不乘电梯；能坐火车跑则
不乘飞机，因火车比飞机环保；提倡在校内不开车上下班。
用：节电——使用节能灯，以每天 4 小时算，一只灯一年可减排
二氧化碳 68.6 千克，随手关灯可减排二氧化碳 4.7 千克，故应消灭“长
明灯”；空调在 26℃基础上调高 1 度，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 21 千克；
合理使用电视、冰（烤）箱、电脑，注意及时切断电源；各活动室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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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人走电断，可开可不开的空调则不开；我国 78%的电能是火力发电，
排二氧化碳是惊人的。
节水——随时关好水龙头，消灭龙头长流水，提倡水电再利用。
其它——不乱扔垃圾、废电池，一只废电池可污染人的一生用水
620 吨；文明婚丧嫁娶，不放鞭炮；用环保袋，少用一只塑料袋可减
排二氧化碳 0.1 千克；提倡戒烟，烟伤身体，且排放二氧化碳；少用
10%的一次性筷子，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 10.3 万吨；多种树木可获碳
补偿，一棵树生长 40 年，平均每年吸收二氧化碳 465 千克。
教：教育下一代从小树立低碳生活方式的新理念。（关景太）

浣

溪 沙
－－献给第 26 届教师节

三尺讲台执教鞭，育人成才不等闲。从来师道有尊严。
满目青山念远意，根深枝繁再着力。千秋伟业奠初起。
（刘儒风）

报：教育部离退休干部局、
教育部离退休干部局、湖北省教育厅离退休干部处
湖北省教育厅离退休干部处、
省教育厅离退休干部处、校领导
送：相关职能部门、
关职能部门、二级单位负责人
二级单位负责人
发：各科室，
各科室，离、退休各党支部
寄：驻北京、
北京、汉口离退休工作
汉口离退休工作办公室
工作办公室
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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