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
统美德，是社会和谐与文明的重
要标志，也是中华民族强大凝聚
力和亲和力的具体体现。10月
16日下午，江阴市庆祝全国第
六个老年节暨敬老先进表彰大
会在我校 10楼礼堂隆重举行。
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虞卫才，市民
政局党委书记、局长钱华光，市
老干部局副局长薛卫，市民政局
副局长蒋玉军，市老年大学法人
代表陆钢参加大会。

按照全国、省和无锡市老龄
委工作要求，我市在全市范围内
广泛开展了弘扬尊老敬老传统
美德、落实惠老政策、创新服务
方式、提高服务水平为内容的

“敬老文明号”创建活动，涌现出
一批弘扬敬老文明、展现敬老美
德、践行敬老风尚的先进单位，
为推动全市老龄事业发展作出
了积极贡献。会上，10家“敬老

文明号”、10名“敬老爱老助老
模范人物”受到表彰。

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虞卫才
表示，老年人是社会宝贵的财富，
值得全社会尊重和敬仰。就如何
做好老龄工作，他指出，重点要做
到重义、尽力、辛勤、有为八个字，
要常怀敬老之心，深刻认识尊老、
爱老、助老的重要意义。在新时
期更应该传承优良传统，使孝敬
长辈、尊重老人成为家中美德、
社会公德。要从建设高质量发
展新江阴的高度充分认识做好
老龄事业的重要意义，加大投
入，增强敬老、爱老意识，要向江
苏元林慈善基金会这样优秀的
公益组织学习，从老年人最关心
的问题入手，夯实老年人物质生
活基础，逐步完善养老的保障机
制，满足老年人的物质文化精神
多样需求。他希望老年朋友发
挥优势，老有所为，在积极参与社

会发展中体现价值，为江阴的建
设继续作出自己的贡献。

会后，我校学员用一台精彩
的文艺演出，庆祝全国第六个老
年节的到来，展示了江阴老年人
的风采。

开场曲目《陕北民歌》，由
40多人合奏，旋律随着指挥棒
的舞动而流淌，时而激昂,时而
舒缓，博得了观众阵阵掌声；男
生小合唱《少林少林》唱出了老
年学员的激情和豪迈；由学校文
史系、音乐系创作的锡剧表演唱
《爱心阳光暖江阴》歌颂了江阴
好人任元林投身慈善，助力养老
事业发展的善举；轻喜小越剧
《九斤姑娘十只桶》，节目诙谐幽
默，人物栩栩如生；女生小合唱
《女兵电话》、《再唱洪湖水》，旗
袍秀《好一个中国大舞台》，大合
唱《祖国颂》，抒发了学员热爱祖
国、共筑中国梦的豪情。

江阴市庆祝全国第六个老年节
暨敬老先进表彰大会在我校隆重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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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训 实行网络报名是老年教育
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实现学校
规范化管理的一项重要举措。
网络报名更加方便快捷，学员
足不出户就能完成报名，也可
以有效预防现场报名的拥挤和
耗时。

2019 年春季报名学校开
始启用网上报名的报名方式，
方法为手机微信打开公众号

“江阴市老年大学”，点击页面
最下端“自助平台”、“报名入
口”进入“我要报名”登录页，
再根据系统提示进行报名；电
脑上网访问江阴市老年大学

网 站（http://www.jylndx.com
或 http://www.jyyllndx.com），
点击“网络报名入口”进入登录
页，然后根据系统提示进行报名。

学员使用微信支付进行缴
费，没有微信的学员也可以使
用子女、亲戚或同学的微信输
入自己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码登
录进行缴费。

报名时请认真、仔细阅读
《招生简章》，审慎选班报名，报
名缴费后不能退班、不能调换
班级，不能自行转让学位，不能
请他人代替听课，不因个人原
因休学而保留学费。

发挥示范作用，带动基层老
年学校发展是我校内涵发展的重
要举措。11月7日上午，校法人代
表陆钢、常务副校长胡国良一行赴
云亭老年学校参观考察，听取该校
运行过程中存在的困难，传授办学
经验，为该校发展献计献策。

云亭老年学校目前开设有
太极拳、舞蹈、书法、戏曲、歌咏5
门课程，8个教学班，共有学员数
208人，聘请当地中学优秀的退
休或在职教师到校授课，受到学
员的一致好评。舒适的课堂、丰

富的课程、专业的老师，自开班
以来，云亭老年学校在百姓中获
得了良好的口碑。

了解云亭老年学校运行情
况后，校法人代表陆钢表示，市
老年大学要与云亭老年学校进
一步紧密联系，发挥各自优势，
开展深度合作；要指导云亭老年
学校争创江苏省示范老年学校；
同时，两校定期开展相关活动，
如共同组织书画作品展示、文艺
汇演等，并在教学计划等教学工
作信息方面相互交流。

校领导赴云亭老年学校指导工作

金桂飘香，一年一度的敬老
月悄然来临，老吾老以及人之
老，中华文明几千年来，敬老爱
老一直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江阴市老年大学在敬老月
中，利用班、系组织的优势，利用
教学活动的便利，积极排练文艺
节目，于10月16日在市敬老表彰
会上一展风姿，10月19日于福澄
颐养院再展风采，10月23日于夕
阳红敬老院三展风貌。他们展呈
的是舒展的舞姿，他们展露的是
激越的歌喉，他们展现的是敬老
爱老的文明之行。

三场演出节目精彩纷呈。
欢庆的鼓声，悠扬的笛声，激越
的琴声，振奋人心；声乐研修班
的男声二重唱《长江之歌》唱出
了长江的澎湃，一往无前的气
势；锡剧研修班的《爱心阳光暖
江阴》赞美了乐于慈善、造福社
会的好人好事，弘扬正气；沪剧
《老年朋友想穿点》以诙谐的表
演形式，劝导老年人以宽怀大
度的生活方式来跟上时代前进
的步伐，以健康的心态养生长

寿；越剧《西湖山水还依旧》，女
声表演唱《再唱洪湖水》等十数
个节目均得到了观众的高度赞
扬。

这些敬老院的观众，绝大多
数已是七八十岁的高龄老人，有
的已有九十多岁。岁月的无情，
让他们步履蹒跚，不少只能坐着
轮椅前往观看。一曲曲的歌舞，
好像把他们带进了年轻时光，他
们的眼神闪现出了丝丝神采，阵
阵掌声，表露出他们对节目的赞
美，对演员的鼓励之情。

表演结束，敬老院的老人们
拉着学校校长的手说：“表演得
太精彩了，我来上老年大学收不
收？”校长看着这些行动不便的
老人说：“你们行动不便，虽然不
能来校学习，但我们会常常用文
艺表演等形式将学校的发展向
你们汇报。”

老年大学的三场演出，展示
了老年学员的风采神韵，呈现了
老年大学办学的硕果，弘扬了中
华传统文化，更是给敬老月献上
了一份重礼。

老年大学敬老月慰问演出展风采

10 月 28 日市太极拳协会
成立十周年庆典在市体育馆隆
重举行。我校元林民族乐团 50
多位团员合奏的《江苏民歌》、
高松岳独奏的《百鸟朝凤》受到

观看演出的副市长、市老领导
的高度评价。

太极拳百人团的杨式 40式
太极拳作为太极拳展演的第一
个节目，刚出场就博得热烈的

掌声。百人杨式太极拳 40式竞
赛套路，场面壮观，动作整齐，
姿势大方，刚柔并济，内劲十
足，赢得阵阵喝彩。

我校元林民乐团、太极拳队参加市太极拳协会
成立十周年庆典获得好评

2018年 9月 5日，江苏元林
慈善基金会荣誉簿上又添一笔
——由江苏扬子江集团董事长
任元林先生个人捐赠并发起设
立的从事社会公益慈善活动的
江苏元林慈善基金会，荣获江苏
省人民政府慈善类最高奖——

“江苏慈善奖”。
为进一步宣传慈善典型，弘

扬慈善文化，促进江苏省慈善事

业加快发展，第四届“江苏慈善
奖”表彰会于 2018年 9月 5日在
南京举行，对2015—2016年来为
江苏省慈善事业发展作出突出贡
献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表彰。会
上，由江苏元林慈善基金会发起
并组织实施的“光明行——白内
障复明工程”被表彰为“最具影响
力慈善项目。”此活动自2014年8
月开展以来，基金会累计捐赠

5000余万，为江阴、靖江、泰兴三
地20031名白内障患者实施免费
复明手术，这是继捐资 2亿元建
造江阴、靖江、泰兴三所元林老年
大学之后的又一义举。

（元林民族乐团 贺平）
链接：“江苏慈善奖”由江苏

省人民政府主办、江苏省民政厅
承办，每两年举办一次，是江苏
省慈善领域政府最高奖。该奖
项旨在贯彻落实《慈善法》，弘扬
表彰社会各界奉献爱心、回报社
会的义举。

江苏元林慈善基金会又获殊荣 ● 10 月 24 日上午，在
常务副校长胡国良的带领
下，教务处全体成员赴宜兴
市老干部大学考察学习。

● 10 月 27 日，省老年
大学协会会长张建平、副会
长牛飚一行，在市民政局局
长钱华光陪同下，来校就

“基层老年教育与互联网+”
等进行调研。学校法人代
表陆钢、常务副校长胡国良

就“拓展校园网功能”，借助
校园网平台开设《网上课
堂》进行了专题汇报。

● 11 月 21 日，江阴市
人民医院药学部“2018年世
界提高抗生素认识周”活动
走进我校，为广大老年学员
普及抗生素相关知识。

● 11 月 23 日，无锡市
老年大学协会 2018 年年会
在无锡滨湖区老年大学举
行，常务副校长胡国良带领
相关工作人员参加了会议。

江阴市老年大学启用网上报名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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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印章》
书法研修班 庄余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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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奖 国画《河塘清趣》
花鸟画研修班 程滇星

二等奖 国画《别有天地非人间》
山水画提高班 陶仙芝

三等奖 国画《美好家园》
花鸟画研修班 陆惠忠

三等奖 国画《菊花颂》
花鸟画研修班 张本华

三等奖 国画《富贵吉祥》
花鸟画研修班 夏立祖

三等奖 国画《宋人笔意》
山水画提高班 张红伟

一等奖 篆书《江阴好》
卜乐民

一等奖 隶书《对联》
书法研修班 薛顺福

二等奖 国画《珍爱和平》
花鸟画提高班 王沅

二等奖 篆书《改革开放四十年》
书法提高二班 张金才

二等奖 楷书《神龟虽寿》
书法研修班 徐兴宝

二等奖 篆书《毛泽东词》
书法研修班 李星宇

三等奖 魏碑《江阴精神》
书法研修班 朱正南

三等奖 隶书《赞江阴》
书法提高一班 陈立

三等奖 行草《毛泽东词》
书法研修班 林志玉

三等奖 小楷《落花诗》（局部）
书法研修班 孙坤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