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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1 日，浙江客商
王建设在西安曲江国际
会展中心 B4 馆内的陕西
科技展区驻足良久。其
中，脑机混合无人系统智
能增强控制技术引起了
王建设的浓厚兴趣。此项
目是国家和陕西省近两年
的科技创新重点项目，通
过大脑与人工智能互补的
混合智能技术，增强了无
人系统的智能控制能力。

只有不断创新，才能
保持旺盛生机。嫦娥四
号探测器成功发射、国产
大 型 水 陆 两 栖 飞 机
AG600 首飞、北斗导航向

全球组网迈出坚实一步、港珠澳大
桥飞架三地……这些成就的背后都
有陕西科技的有力支撑。据今年 1
月科技部发布的《中国区域科技创
新评价报告》显示：2018 年，陕西省
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为66.58，居
全国第9位，其中科技活动产出指数
居全国第4位。陕西还连续两年作
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自
主创新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成效明
显省份”受到国务院的表彰奖励。

成绩只能代表过去，在科技创
新 道 路 上 陕 西 将 快 马 加 鞭 。 今
年，我省将突出科技支撑引领，继
续 构 建 全 链 条 产 业 技 术 创 新 体
系，加强顶层设计和协同部署，借
助丝博会这一平台，加强与国内
其他省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和地区在科技创新领域的交流互
鉴，提升产学研用协同创新能力，以
交流促进合作，以合作促进发展，以
创新谋求未来。 （徐颖）

5月12日，本届丝博会1
号产业馆设在西安曲江国际
会展中心B1馆，主要集中展
示航空电子技术及设备、卫
星导航及北斗应用、航空精
密制造及装备等领域的最新
技术和产品。“5G+远程医
疗”“5G+无人机”“5GVR 虚
拟景观”等先进设备集体亮
相，多项科技产品吸引了大
批观众竞相体验。

在电信 5G＋云智能体
验馆，中国电信以“赋能数字
时代·未来触手可及”为主
题，通过 5G 创新应用、5G+
智慧城市行业应用、顾问+雇
员专业化服务、数字中国新
基础设施、智慧家庭五大展
区30个展项亮相会场，5G手
机展区吸引了众多参观者体
验。据展台工作人员介绍，
华为公司目前研发出2款5G
手机，预计 2020 年下半年大
规模上市。据现场测试，依
托5G网络，手机即时速率达
到 1.4Gbps，即下载一部 2G
的高清蓝光电影仅需2秒钟
左右，同时在线打开多个网
络视频，不会出现加载延时
和播放卡顿的现象。

图／本报记者 鲜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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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展者坐在远程驾驶体验室里，利用5G低
时延的效果，远程操作与展位不远处相连接的
真实车辆。

观展者在B1馆中国电信展区通过5G技术实时观看钟楼。

← 观展者在B1馆中国电
信展区近距离接触 5G 手机，
通过5G手机终端，感受5G网
络超高速度带来的非凡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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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记否，职工退休时戴着光荣花、坐在小货车上，被工友敲锣打鼓送回家；曾记否，一对热水瓶、一张大红奖状、一场欢送会，职工在

笑声与自豪中光荣退休；曾记否，一场简单而隆重的“退休仪式”是对职工的最好关爱、认可和尊重。

本报自4月11日起在一版连续刊登了4期《退休要有仪式感》系列稿件，得到了全省职工的广泛关注，也引发了广大职工的热烈讨

论，有很多职工纷纷以邮件、电话或是微信的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表达自己对于“退休要有仪式感”这一话题的看法。经过我们的归

纳、整理，现将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看法摘编呈现给广大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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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企业这样说

生活需要仪式感，王小波说：“一个人只拥有此
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平凡
和琐碎的日子可能会渐渐让我们感到麻木，有些人
宁愿浑浑噩噩地过完这一生，而有些人却会把生活
过成了诗。当我们面对虚无与荒诞，付出不一定有
回报，努力不一定看得到结果时，仪式感的用处就
显现出来了。这是因为它体现了对于生活满满的
尊重和热爱，它能给每一个普通的日子，每一个无

意义的重复性动作赋予内涵。
退休仪式不仅仅是一种形式更有特殊意义，近

些年，单位给退休人员一般不再安排退休仪式。然
而，对所有退休人员而言，却不免产生了许多的失落
感。因此，我认为对退休人员应该安排一定的退休仪
式，因为这不仅仅是一种形式，更有一种特殊的意义。

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安康电务段
唐宝轩 段增旗整理

我是 2013年从单位退休的，之前一直从事文
案工作，在单位一干就是32年，可以说我整个人生
最好的时光都奉献给了单位。但是，在我退休离开
的时候，单位什么仪式也没有为我举行，当退休日
那天，我独自默默地收拾了物品离开了这个曾经奋
斗过32载的地方。

因此，当我看到《陕西工人报》刊登的“退休要
有仪式感”系列稿件的时候，仿佛被击中了心中最隐
秘的痛苦，当年我的离开是多么让我感到寂寥和失

落！退休仪式不仅仅是对一名职工整个职业生涯的
认可，让其画下一个圆满的句号，而且可以开启人生
的另一个征程；更是单位关心、关爱职工的企业文化
的具体体现，展现的是一个单位的整体形象。

一束鲜花、一份礼品、一句祝福……给退休职工
带来的是暖心的关爱，给在职职工带来的是更大的
激励，给单位更是赢得了人心。真的希望所有单位
能给退休职工举行退休仪式，哪怕简单，也是一种巨
大的安慰。 陕西某事业单位退休职工 汪胜俊

我是一名 80后，虽然离退休还很远，但
提起退休让我想起一件事，9年前我刚参加工
作，被分配到铜川矿务局煤质化验室，工作第
三年，一次出差回来，发现部门的赵庭训师傅
已人去桌空，打听之下才知道赵师傅退休回
家了，心里有些不舍与埋怨，此后，很长时间
没有他的消息。又过几年，单位的一些老师
傅纷纷退休了，填完表格，带上自己的物品，
吃顿饭就离开了。我觉得退休是人生大事，
是一个重要节点，退休就应该有个郑重、暖心

的仪式。对于仪式的具体形式，我认为退休
时，单位可以把职工工作生涯中的亮点、个人
的贡献和工作风格等加以总结和提炼，以文
字和图片等形式保留下来，作为一份礼物送
给职工及其家属；还要在单位的宣传报道中
突出退休职工的敬业事迹、工作风采等具体
内容，以帮助新职工树立积极向上的职业观，
这不但体现了单位对职工劳动的尊重，更是
对职工人格的尊重。

陕煤运销榆中销售公司 解美强

明年我就要退休了，在看到关于职工退
休仪式的报道时，心中莫名地涌起一阵感
动，感动的缘由就是被“退休仪式”这四个
字温暖到了。人生或许风光无限，可当一个
人拖着沉甸甸的脚步和被岁月雕刻过无数次
的脸庞，慢慢走向职业生涯的尽头时，难免
失落，难免悲凉，也难免不舍。若就那样悄
无声息地离开，会不会像宁静的湖面吹过一
阵风，风过了无痕；可若是知道在路的尽头

有人在等，手捧着鲜花，绽放着笑容，这种
带着肯定、感谢和祝福的笑容，足以化解一
切顾虑。

让即将退休的人在这样一段无悔的职业
生涯后满足地离开，心中充满豪情，又去开启
人生另一段美好的行程。

退休仪式，给即将离开的人以慰藉，以真
情，以力量。

某铁路员工 张少荣

“从入职到退休，勤勤恳恳在单
位忙碌了一辈子，在退休的时候，职
工所在的班组或单位应该举办一个
简单的欢送仪式，符合人之常情。”近
日，笔者就职工退休时是否办退休仪
式的话题进行了采访。

“今年退休的时候，单位送给我
了一个礼品，感觉心里暖暖的。”职工
张阿姨是 2019年刚刚退休的一名老

变电工，从参加工作到退休，她坚守
供电一线30年，把最美的年华奉献给
了矿山供电工作。

“您觉得职工退休的时候应该办
退休仪式吗？”笔者问道。

“我觉得应该办，职工所在的班
组应该开一个座谈会或者欢送会，大
家在一起回顾工作中的点滴，聊聊退

休后的生活，这样或许对即将退休的
职工是一种安慰。”张阿姨说。

退休的职工觉得应该办退休仪
式，那么在岗的职工会怎样认为
呢？笔者采访了公司机电总厂职工
小李。

“如果你明天退休，你觉得单位
应该办退休仪式吗？”

“退休，距离我还远着呢，不过可

以想象下。我觉得职工所在的班组
应该开一个联欢会，欢送即将退休的
职工，大家可以轮流给退休职工唱首
歌，班组应该给退休职工送个小礼品
之类的，如果能这样会很好，毕竟在
单位工作了很多年，最后的欢送必不
可少。”职工小李如是说。

黄陵矿业机电公司 曹川

《陕西工人报》近期连续刊登了关于“退休
要有仪式感”问题的稿件，这几天，我们单位的
老中青三代职工都积极参与了这一话题的
讨论。大家一致认为：退休需要仪式感。

笔者向今年 6月份和 11月份即将退休的
综合办公室主任孙凤端和财务部部长王普国
两位老同志了解他们的看法。孙主任说：“应
该有个仪式，不说别的，自己在单位辛辛苦苦
几十年了，和同事们朝夕相处了几十年，是单
位发工资养活了我，对同事们的不舍，与单位
的情缘，总需要有一个释放的机会和场合吧。”
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孙主任是有些伤感的。王
部长说：“退休的时候，应该有个座谈会。马上
要离开工作岗位了，一个是想谈谈过去几十年
的工作经验和感受；另一个就是，咱中国人不
是最讲人情味嘛，和同志们再叙叙旧，说句道
别的话，这也是人之常情；还有就是鼓励鼓励
年轻人，让他们努力干好本职工作。”他还说：

“退休这个仪式，其实是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对上，让老同志感到组织的关怀，有幸福感；对
下，让年轻人也能通过这个仪式，感受到集体
的温暖，从而激发他们的工作热情。”

“我觉得退休仪式必须有！毕竟工作几
十年了，早就把单位当成了家，如果连个仪
式都没有，自己冷冷清清地回家，这样不但
让退休的老同志有失落感，就连我们这些上
班的人也会感到灰心和失落。人走茶不能
凉！一个简单的座谈会，让大家畅所欲言，
叙叙同志间的友谊，送些祝福的话语，让他
们讲讲多年的工作心得，这样既可以暖人
心、聚人心，更可以激励在职职工的工作积
极性，何乐而不为呢？”营销部副部长，中年干
部徐怀斌是这么说的。

在和财务部年轻同志王艳妮谈到这个话
题的时候，她说：“我觉得应该给退休的老同志
一个很隆重的退休仪式。单位的老同志一般

都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特别有吃苦精神的，
他们为单位奉献了自己最好的年华，在即将离
开单位的时候，一个仪式就能让他们感到存在
感和满足感，这多好啊！另外，我们年轻人还
想听他们讲讲工作经验，学习学习他们的敬业
精神呢。”

听完大家的说法和想法，我其实是深有同
感的。记得有一本书叫《生活需要仪式感》，的
确如此，就像我们日常生活中那样，过生日买
蛋糕、结婚纪念日看电影、和爱人来一个温情
的拥抱、定期给父母打一个问候的电话等等，
这些何尝不是生活中的仪式感？而正是这些
看似简单的仪式感，让我们从中获得了幸福
感。所以，为了让即将离开大家，回归小家的
退休职工能平稳转换角色，充分感受到集体的
温暖和组织的关怀，心里充满幸福感，请给他
们一个隆重而温馨的退休仪式吧！

陕煤运销集团韩城分公司 吴艳琴

退休仪式更有一种特殊的意义

退休仪式能让人感到暖心

一个80后对退休仪式的想法

退休仪式给人以慰藉

退休需要仪式感 才能体现职工价值

班组应该举办退休职工欢送会

新闻新闻新闻

本报讯（张书生 朱金华）近日，商洛市文联
全市文艺工作推进会在商洛市行政中心召开，商洛
市文学艺术界的39个协（学）会负责人共50余人参
加会议。

会议强调，全市文艺界各协（学）会要明确
各自职责，认真学习文艺工作者公约及章程，发
挥各自优势，增强沟通协作，共同培育商洛“文
化绿洲”沃土，为社会奉献更多文艺精品。

商洛文联召开文艺工作推进会

我省调整成品油最高零售价
本报讯（实习记者 赵院刚）5月 13日，我

省发布了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调整通告，自
2019年 5月 13日 24时起执行。

按照最高零售价格标准，中北部价区89号、92
号、95号汽油（国ⅥA标准）的价格分别为 6.58元/
升、6.98元/升、7.37元/升，陕南价区分别为 6.66元/
升、7.06元/升、7.46元/升；西安市区0号、-10号、-20
号、-35号柴油（国Ⅵ标准）的价格分别为6.63元/升、
7.02元/升、7.35元/升、7.62元/升，其他地区则分别为
6.80元/升、7.20元/升、7.54元/升、7.82元/升。

本报讯（振宇）5月 12日下午，由陕西师范大
学出版总社、西安市新华书店、陕西文学基金会共
同主办的《风起长安》周媛新书分享签售会在曲江
书城举行。

周媛为《西安晚报》高级记者，省作协会员，从
事写作近30年，曾获陕西省首届柳青创业文学奖，
散文集《风起长安》是她出版的第二部书。

在当日的分享会上，雷涛、肖云儒、李星等文艺
界人士及 200多位读者汇聚一堂，从各自角度对
《风起长安》进行了解读，并予以高度评价。

当天，《风起长安》的现场签售更令曲江书城人
气爆棚，热情的读者将签售台团团围住，等待签售
的人们排起几十米的长龙。

周媛《风起长安》新书分享会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