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离退休工作处
2020 年 12 月 30 日 第 4 期（总第 36 期）
本期要目
【新闻动态】中石大举办 2020 年度教职工荣休暨师德传承典礼
【扶贫有我】老骥伏枥 壮心不已

定点扶贫

有你有我

【社团风采】离退休教职工社团联合会纳新宣传册
【作品选登】张忠智诗词—退休职工进社团

中石大举办 2020 年度教职工荣休暨师德传承典礼
12 月 25 日下午，中国石油大学在教工活动中心举行 2020 年度教职工荣休
暨师德传承典礼。学校党委书记陈峰，副校长吴小林，本年度荣休教职工、新
进教职工，已退休教职工代表、青年教师和学生代表等 150 余人参加典礼。典
礼由吴小林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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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阴荏苒，岁月如梭。2020 年，学校有 45 位教职工告别工作岗位，光荣退
休。典礼以一段温暖人心的视频开场，讲述荣休教职工与中石大的故事，向他
们在教学、科研、管理、服务岗位上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致敬。

党委书记陈峰代表学校致辞，向所有为学校事业尽心竭力、长期奉献的教职
工正式且隆重地表达感激、感谢、感恩之情，表示要让“尊师爱生”的校园文化
氛围更加浓厚，传承荣休教职工的精神品质，使更多年轻人从中汲取精神养分。

微信公众号: cupbltx (晚霞映红石油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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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峰强调，要传承弘扬优秀师德师风，用石油精神涵养新时代高尚师德。
注重发挥榜样的示范引领作用，充分挖掘离退休老同志的先进典型事迹，开展
爱国主义和理想信念教育，加强尊师重教的氛围营造；坚持用石油精神“筑基”，
以石油文化“铸魂”，教育年轻一代，践行教书育人初心、担当立德树人使命，
推动学校在建设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的征途上行稳致远。要切实提高离退休教
职工服务保障能力；相关职能部门和退休教职工所在单位，要真诚关怀离退休
教职工的生活，真正从思想上、生活上、情感上关心关爱，做好政策咨询、走
访慰问、困难帮扶等各项工作；要为离退休教职工开展活动提供充足保障，组
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化活动；要为离退休同志发挥作用提供平台，
充分发挥老同志技术专长和工作经验，引导积极参与到青年教师培养、关心下
一代等工作中，为学校建设发展献计献策。
陈峰为今年荣休的教职工和往年退休的教职工代表颁发了纪念奖杯。纪念
奖杯上镌刻的“石光如歌，感谢有您”，由 91 岁高龄的学校原党委书记华泽澎
先生亲自题写，表达了学校对退休教职工最崇高的敬意。

荣休教职工代表张文慧老师发表了感言。他回顾自己 38 年的从教生涯，深
情表示，学校已经成为自己生命中的重要组成，看到中石大学子们在各行业为国
家建设贡献才智和力量，看到青年教师接过手中的接力棒、承担起授业解惑的重
任，感到由衷的欣慰。他感恩与身边老师、同事、学生的相遇，为自己作为中石
大的一员感到骄傲和自豪。
微信公众号: cupbltx (晚霞映红石油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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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威作为青年教师代表发言。他表示，荣休教职工的事迹于平凡之处见伟
大，于细微之中显精神，谱写了一曲荡气回肠的时代之歌，他们身上所彰显的
无私品格、担当精神、宽广胸怀和高远境界，值得我们铭记、感恩和敬仰。要
脚踏实地、艰苦奋斗，不忘初心、砥砺前行，虚心向老前辈们学习，将“苦干
实干”“三老四严”的石油精神发扬光大。

微信公众号: cupbltx (晚霞映红石油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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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汇演环节，离退休教职工艺术团和大学生艺术团为大家带来了精彩的
陶笛演奏、模特演出、《映山红》独唱和《暖阳》诗朗诵等节目。
（人事处 党委教师工作部供稿，摄影：孟禹豪）

中石大录制“战胜疫情 决胜小康”离退休教职工迎新年文艺演出
12 月 21 日、23 日下午，中国石油大学在教工活动中心举办“战胜疫情 决
胜小康”离退休教职工迎新年文艺演出。在疫情防控形势下，学校不组织师生
到场观看，而是通过录像、摄影等形式制作影像作品。

离退休工作处负责人杨恒民向离退休教职工致以新年问候和美好祝福。演
出在女生小合唱《天使的身影》中拉开帷幕。女声独唱《共和国之恋》和男生
独唱《雪花》，表达了人们对伟大祖国的热爱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陶笛与大提
琴合奏《古老的大钟》，琵琶独奏《大浪淘沙》以及器乐合奏《欢乐颂》《友谊
地久天长》
《新年好》等，带来了一场视听盛宴；
“书法送福”展现了新年景象；
伦巴舞、太极拳表演、模特时装表演和舞蹈《沂蒙颂》等节目，展示了离退休
教职工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作者：李杰）

微信公众号: cupbltx (晚霞映红石油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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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骥伏枥 壮心不已 定点扶贫 有你有我
—记石大离退休书画组为南华县开展对联捐赠活动
12 月 8 日下午，虽然时值寒冬，窗外朔风凌冽，但室内却春意盎然，昌平
校园离退休活动室内，一片欢声笑语。离退休书画组齐聚一堂，为创作的收尾
工作划上了圆满的句号，离退休处负责人和书画组成员手握“石大南华结同心”
条幅，共同为 2020 年决胜小康送上衷心的祝贺。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中石大定点扶贫云南省楚
雄州南华县的工作中，离退休书画组充分利用自身优势，为南华县村民亲手书
写了一百幅春联和福字，表达了我校离退休教职工对南华县全面脱贫的祝贺和
新年的祝福，展示了老同志们参与扶贫“我奉献、我快乐”的精神风貌。
今年 10 月北京疫情向好之后，石大各离退休社团恢复了校内活动。在离退
休党委的统一部署下，经与石大扶贫干部、南华县龙川镇河硐村驻村书记陆杭
波联系，决定发挥离退休书画组创作优势，为村民及学校开展赠送对联和福字
的活动，在石大全面开展帮扶的第一个春节送上别致的贺礼。
接到任务后，石大离退休书画组立即投入书写活动。书画组组长田春和老
师及时采购对联和福字用纸，搜集对联内容，副组长周璀亮和刘循礼、邵凤鸣
等老师在每周书法练习时段踊跃参加，刘冯瑜老师积极响应号召，大家齐心协
力，有条不紊地开展书写工作，保证按期完成任务。

微信公众号: cupbltx (晚霞映红石油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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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中，离退休工作处积极做好保障工作，精心设计和制作具有石大特色
的对联礼品袋，便于逐个包装和发放。学生志愿者张珂、薛婷等同学参与清点
数量、录入对联文字，每幅对联都按手写件加打印文字一起独立包装。离退休
摄影组也积极协助，记录参与书法创作的老同志们影像。

微信公众号: cupbltx (晚霞映红石油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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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之际，2021 年新年来临之前，离退休书画
组参与创作的老同志一致认为借此机会为学校定点扶贫出一份力，感到非常荣
幸和自豪，并纷纷表示今后还要发挥自身特长，为社会、为学校贡献力量，向
2021 年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献礼。

（作者：邓为民）

【书籍捐赠】
2020 年 12 月 15 日化工学院退休教师杨继涛向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图书
馆赠送《杨继涛学术文集》2 册，向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离退休工作处赠送《杨
继涛学术文集》1 册。
文集中收录了杨继涛教授从教生涯中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公开发表的科研论
文及译文七十余篇，内容涉及煤和油母页岩的热分解，烃类催化反应和催化剂，
减压渣油热加工，流体高压相态与物性以及天然气水合物等，还列出了作者的
学术著（译）作、获奖论文及科技成果一览。
微信公众号: cupbltx (晚霞映红石油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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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离退休教职工
社团联合会纳新宣传册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离退休教职工社团联合会》
（以下简称《社团联合
会》）是在我校离退休工作处领导和管理下的群众性团体组织，经过一年的筹备，
于 2020 年 11 月 6 日正式成立。
《社团联合会》是在我校原离退休职工活动队的
基础上，为适应我校不断壮大的离退休教职工队伍及满足广大离退休教职工对
文化文体活动的需要而成立的。
《社团联合会》设立由会长、文艺委员、体育委
员、学习委员、宣传委员和组织生活委员 7 人组成的委员会，下设文艺部、体
育部和摄影书画学习部 3 个部 15 个队（组）。其中，曲艺队、主持人组、艺术
创作组、乒乓球队、游泳队和健步走旅游队为新增设的活动队，演唱队是在大
家唱队基础上组建而成，器乐队是在陶笛队基础上组建而成，书画班和书法组
为合并书画组。
社团联合会的宗旨和发展目标：在离退休工作处的正确领导和支持下，以
娱乐自身，服务学校、社会和国家的建设与发展为宗旨，以组织规范化、管理
制度化和活动多样化为工作原则，继续发扬我校离退休教职工活动队的“团结
友爱、互帮互助、遇事共商”的良好工作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积极开展与
校工会和团委学生社团的共建活动，积极开展与地方、社区和兄弟院校相关组
织的共建活动，组织开展好各队（组）的日常常规活动、校内外的各类各级演
出活动、节假日和纪念日的特色文化文体活动以及各项体育赛事、摄影书画展
览活动等，把《社团联合会》建设成为全校离退休教职工的一个休闲娱乐、怡
情益智、放松心情、陶冶情操、强身健体和情感沟通的老有所乐的精神乐园，
一个展现风貌风采、为校园文化建设积极发挥作用、成为我校对外宣传的“精
神文化名片”的老有所为的重要窗口。
目前，
《社团联合会》有成员 264 人次，我们热切地希望广大离退休教职工
积极自愿加入我们的队伍，社团的 13 个队（组）已经为您准备好了纳新宣传介
绍，我们全体成员欢迎您的加入！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离退休教职工社团联合会组成、任务及负责人
会长：尹秀英;文艺委员：施艳君、刘凤英；体育委员：刘海燕；学习委员：
韩巧珍；宣传委员：李杰；组织生活委员：陈应华。
微信公众号: cupbltx (晚霞映红石油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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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
部长

队（组）长

一、文

1.舞蹈队

燕

艺部

2.广场舞队

管淑英、李奇玲

（对

3.模特队

高秀莲、李

外称

4.演唱队

刘

中国

5.曲艺队

石油

6.器乐队

大学

7.主持人组

（1）开展日
常活动；
（2）组织各

（北

类校内外演出

京）离

活动等。

施艳君
刘凤英

梅、施艳君

燕

青、梁碧芝

陶京梅、于

达

杨卓如、周

丽

陶京梅、于

达

退休
8.艺术创作组

教职

刘洛夫、张忠智

工艺
术团）

二、体
育部

9.太极拳队

（1）开展日

10.乒乓球队

常活动；（2）

11.游泳队

组织各类校内

影书

刘海燕、王大喜
刘海燕

王大喜

（1）开展日

14.书画组

常活动；（2）
组织各类校内

15.英语学习组

钱东辉、李德忠

比赛活动等。

13.摄影组

画学
习部

苏

外体育健身类
12.健步走旅游队

三、摄

陈学兰、彭

华

巍、方

莉

田春和、周璀亮
韩巧珍

外摄影、书画

陆

军、李杰萍

展览活动等。

社团各队（组）纳新介绍
1.舞蹈队
舞蹈队成立于 2004 年，现有队员 46 名，有专业的老师免费授课。
微信公众号: cupbltx (晚霞映红石油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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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队的成立与发展，为校园文化生活增添了一抹亮丽的色彩，离退休老
师们在舞蹈中找到了乐趣，增强了自信，提高了舞蹈艺术方面的修养。舞蹈队
成立 10 余年，每年都参加教育部、北京教工委市教委及校内外各种演出，如：
《祝福祖国》
《茉莉花》
《绒花》
《溪行桃花源》等，舞蹈队员婀娜多姿的舞姿获
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
舞蹈队的宗旨是丰富离退休教职工的文化生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展
现新时代老同志美好的幸福生活。
如果你热爱舞蹈，喜欢展现自我；如果你热爱舞台，想让自己的退休生活
更加丰富多彩；如果你想学习舞蹈，想找寻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亦或是你只
是单纯的喜欢舞蹈，想要尝试。欢迎加入我们舞蹈队，给生活添一丝乐趣，给
健康添一丝保障，人生的美丽从足尖开始，我们因你而精彩。来吧，加入我们
一起舞起来吧！
2.广场舞队
广场舞队组建于 2007 年，现有成员 12 人。广场舞队曾经演出过《敬祝毛
主席万寿无疆》《洗衣欢歌》《格桑拉》《雪山阿佳》等藏族舞、《草原的月亮》
等蒙古舞；跳过《跟我出发》
《欢乐中国》等韵律操；学习过伦巴、恰恰、拉丁
舞等。未来还要学习华尔兹、三步、四步及探戈等。广场舞队参加过教育部及
北京教工委市教委组织的演出、离退休工作处组织的新年联欢演出，还深入昌
平社区、敬老院，为社区居民及老人慰问演出等。每年春暖花开季节、秋收季
节，广场舞队还组织队员们去昌平周边游玩交流、放飞心情，大家一路欢声笑
语，愉悦身心，增进友谊。
广场舞队的宗旨是凡事队员们一起商量，做到互相团结、互帮互爱。广场
舞动作简单、易学，欢迎广大离退休教职工积极参加广场舞队，为我们退休生
活快乐、健康每一天，加油！
3.模特队
模特队成立于 2011 年，现有队员 41 人。模特队成立以来先后有近 70 名老
师参加过培训学习。成立至今，连续 9 年参加了离退休处组织的新年联欢会的
演出，多次参加了教育部及北京教工委市教委组织的演出，如，《时尚与古韵》
《平遥古韵》
《溪行桃花源》等节目，受到了其他院校的好评。更为荣幸的是 2013
年参加了石油大学 60 年校庆晚会的演出，14 名模特队员身着优雅漂亮旗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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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团扇，在一曲优雅的茉莉花的伴奏下缓缓出场，一亮相，吴怡副总理就激动
的站起来鼓掌，顿时全场轰动，给予了我们模特队员极大的鼓舞和肯定。模特
艺术能丰富我们的业余文化生活，活跃校园气氛，陶冶情操，增强审美，提升
自信心，展示中老年人的美好生活。
模特队日常活动内容有：热身运动、拉伸运动、站姿训练、走姿训练、各
种亮相、各种服装的表演技巧等等。挺拔的站姿、正确的走姿让自己更加靓丽，
更加健康快乐自信。加入模特队是您退休生活的最好选择，报名不受性别和身
高的限制，欢迎广大离退休教师教职工积极报名参加。
4.演唱队
为了给爱好唱歌的退休老师们提供一个歌唱的平台，在陆军老师的倡导下，
2018 年成立了大家唱队，由梁碧芝老师做指导，现有队员 26 人。两年来,大家
唱队在梁老师和陆老师的带领下,编排了许多优秀的小合唱作品,2019 年参加了
学校离退休教职工的新年联欢演出。
随着学校离退休教职工队伍的逐渐壮大,离退休教职工社团联合会成立,在
原有大家唱队的基础上组建演唱队。演唱队包括独唱组、重唱组和合唱组,演唱
队平时分两个小组活动，每周各活动一次。欢迎喜爱唱歌的离退休教职工积极
报名参加,只要您喜爱歌唱艺术,无论有无声乐基础,都可以报名,让我们歌唱爱
好者聚集在一起,共同切磋歌唱艺术,同时愉悦我们的心身,增强我们的肺活量,
让歌声与微笑伴随着你我他。
5.曲艺队
为丰富我校离退休教职工的文化娱乐和精神生活，设立了曲艺队。曲艺是
我国喜闻乐见的传统文化，表演出来生动活泼，陶冶情操。曲艺形式多样，包
括评书、相声、小品、快板、三句半等，曲艺队为各位曲艺爱好者提供了很好
的表演平台。曲艺队每周开展一次活动，欢迎各位曲艺爱好者积极参加，勇敢、
踊跃报名。
6.器乐队
器乐队是在原离退休陶笛小组的基础上于 2020 年 11 月新成立的器乐演奏
队伍，现有成员 36 人。器乐队主要吸纳有乐器专长或正在学习各类乐器的离退
休教职工加入，乐器类型涵盖键盘乐器、管弦乐器、弹拨乐器、吹奏乐器和打
击乐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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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乐队计划逐渐组建一支演奏形式多样化（独奏、齐奏、合奏、重奏等）
的器乐演奏队伍，参加校内外各类演出，力争成为我校离退休教职工社团特色
之一。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欢迎有乐器专长的离退休教职工积极报名参加器乐队，
相信您一定会在器乐队玩儿得开心玩儿得快乐！
7.太极拳队
太极拳队成立于 2015 年，现有队员 23 人。太极拳队平时积极开展太极拳
等健身活动，在历次迎新年联欢会上亦有各种形式的上佳表演。2019 年文体学
院郑茗芥老师来教授 24 式太极拳，队员们学习很有热情、很有收获！队员们在
一起锻炼身体、增进友谊、愉悦身心，充实退休生活、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欢
迎新队员加入我们的太极拳队！有了您的加入，我们更精彩！
8.乒乓球队
想拥有志同道合多才多艺的朋友吗？想拥有敏捷睿智的肢体反应能力吗？
想要拥有相对安全的对抗锻炼方式吗？那还在等什么呢？！快些加入我们吧。
乒乓球队是一个能让你锻炼身体、陶冶情操、充分交流的地方，充满了乐
趣。我们会给热爱乒乓球的你更多锻炼学习的机会，几盆球下来既能瘦身又可
以体验到酣畅淋漓的快感；各项赛事赢下每一分后激情怒吼尽情释放。如果你
担心自己的技术不够好，没关系，队里的老腊肉们可以快速帮你入门，练就有
板有眼的技术动作，无论技术如何都可以为之一战，不为名次，只为一次展现
自我的机会。乒乓球队会在大家的光芒中熠熠生辉！你乒我乓，快乐成双！
9.游泳队
游泳队是 2020 年 11 月新成立的活动队。
对于我们离退休人员，眼下最重要的是保养好身体，高质量地安度晚年，
尽量不给国家和子女们增加负担和麻烦。为此，我们要坚持适当运动，锻炼身
体，增强体质。游泳是一项对身体骨关节无损伤的有氧运动，特别适合离退休
人员的运动。游泳有四大好处：（1）游泳呼吸过程中，可提高肺活量，同时增
加心脏输血量，提高心肺功能，增强对新冠病毒的抵抗能力；（2）提高新陈代
谢能力，提高身体素质，增强身体对外界的适应能力和抵抗能力；（3）塑身，
游泳 1 小时，消耗 600 左右大卡，燃烧相应脂肪，塑造美体；（4）锻炼大脑与
四肢的指挥能力以及四肢的协调能力。总之，游泳是一种从头到脚各部位的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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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及经络、从心肺内部到外表皮肤都得到很好锻炼的运动，欢迎各位感兴趣者
和游泳爱好者踊跃参加。
10.健步走旅游队
世界是一本书，不旅行的人只看到其中的一页。出去走走，看看不同的风
景，接触不同的人和事，你会发现，你的烦恼原来是那么微不足道。
旅行的美妙，不在于名胜古迹，而是“能有一段漂泊的时间”，随心所欲地
到处走走，无所事事地发呆，或是在小巷里迷路，看见当地居民为什么事而幸
福快乐，你会确定自己想要追求什么样的人生。
生命中大部分的美好事物都是短暂易逝的，享受它们，品尝他们，去旅行
吧！从今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健步走、旅行，关心身体和心情，面朝新的
一年，花开不怠。
健步走旅游队于 2020 年 11 月 6 日成立，计划每月组织一次健步走活动，
其中两次为固定的健步走活动，春天五一节前后和秋天重阳节前后。健步走一
般在学校、公园、山路等好的景点开展活动。
旅游活动将组织身体健康情况允许的老同志进行一日游、二日游，或与旅
游团联系组织长途旅游。
11.摄影组
也许你喜欢摄影，每每出游都要举起手机举起相机，咔嚓咔嚓，也许总觉
得没有别人的画面好，没有别人的色彩好，请加入我们摄影组吧！
摄影组成立于 2015 年，成立之时，由苏文清老师与李明老师负责摄影组的
活动。在苏老师和李老师的带领下，摄影组组织开展摄影理论知识的学习和不
同季节的外拍实践活动，请我校宣传部的李学峰老师讲解相机的原理和照相技
术，请退休教师钟寿仙教授讲解手机拍照和后期制作，请摄影技术精湛的退休
老教师交流个人拍摄经验等。近年来，摄影组每年春、秋季节都会组织外拍实
践活动，并不定期组织校内专题摄影、参观学习及作品赏析等活动。经过不断
的理论学习和实践积累，大家的摄影水平均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在 2019 年“北
京教育系统老同志摄影作品展”上，摄影组选派参展的摄影作品中，有 2 名教
师的作品获得一等奖，5 名教师的作品获得二等奖，在每年的离退休教职工迎新
年联欢会上，都提供了很多作品作为舞台背景。
摄影组现有成员 50 余人，计划每月开展一次活动，为每一位爱好摄影的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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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提供一个学习和交流的平台，大家一起在学习实践中不断提高摄影技巧，不
断发现美、创造美，让您的退休生活更充实、更快乐。真诚期待您的加入！
12.书画组
书画组成立于 2005 年，是昌平片区成立的第一批活动小组，是离退休人员
学习书法绘画的组织。书画组的发起人是孙忠科老师，现任负责人是田春河老
师和周璀亮老师。多年来，书画组坚持每周集体活动一次，学习书画知识，交
流学习经验，继承和创新书画艺术，共同学习，不断进步。在参加的历届“北
京教育系统老同志书画作品展”上，多人、多次获得一、二等奖等奖励，特别
是 2020 年，书画组的田春河、周璀亮、刘循礼、邵凤鸣等老师配合学校扶贫工
作，承诺为对口村民书写 100 副春联，目前已经基本完成。
书画组现有成员 20 余人，分两个小组开展活动，每周各活动一次。有意参
加书画活动以及对书画爱好或对书法感兴趣的同志，可自愿报名参加，书画组
全体成员热烈欢迎您的到来！
13.英语学习组
英语学习组成立于 2019 年，现有成员 10 余人。英语学习组真诚欢迎离退
休教职工们的到来，你们的加入是我们的期待，也是我们的骄傲！如果您想走
出国门旅游，或者想与膝下子孙辈加强交流，来英语学习组吧！我们不但有教
材有场地，每次学习活动还有学生志愿者一对一的陪伴练习，在熟练口语的同
时还能锻炼增强记忆力。欢迎加入我们的队伍！Welcome to join us！

退休职工进社团—写于离退休教职工社团联合会
张忠智 2020.11.6
退休职工进社团，精神抖擞笑开颜。
孟丽会长已荣退，历程辉煌众称赞。
新任会长尹秀英，工会活动富经验。
团委注入新活力，工会支持不可欠。
社团组成三大部，文艺体育乐与健。
摄影书画学习班，自愿报名才艺展。
新增游泳交谊舞，二十社团已齐全。
舞蹈模特广场舞，乐器曲艺创作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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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坐动脑下围棋，乒乓长走太极拳。
美好瞬间归摄影，书法绘画只等闲。
健康长寿是目标，不给子女添麻烦。
文化养老是方向，丰富多彩美名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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