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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视窗//

2015年 4月，当我完成了
牵头续修《五堡薛氏宗谱》任务
后，产生了想写一篇关于家风
小文章的念头，尤其看到党的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
次强调“注重家风”的重要讲
话，更促使我下决心在学习中
撰写此文。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其中
家风文化犹如一颗明珠镶嵌在
华夏文明的悠久历史长河中，
历经千年岁月的打磨，传至当
今中华民族日益强大、日渐复
兴之新时代，更熠熠生辉，焕发
新彩。

家训萌芽于三皇五帝，产生
于西周，成型于两汉，成熟于隋
唐，繁荣于宋元，明清达到鼎盛。

三国蜀相诸葛亮的《诫子
书》中“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
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
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
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之
训诫言简意赅，精辟阐述了修身
养性、治学做人的深刻道理，读
来发人深省，可谓是一篇充满智
慧之语的家训，是古代家训中深
入人心的经典名作。

在古代家训中，影响大者
首推《颜氏家训》。作者颜之
推，是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文学
家、思想家和教育家。此《颜氏
家训》是颜之推记叙个人经历、

思想、学识以告诫子孙的著
作。共有七卷二十篇，是我国
历史上第一部内容丰富、体系
宏大的家训，也是一部学术著
作，被后人誉为家教典范。从
此家训得名，尊为“古今家训，
以此为祖”。

《朱子家训》又名《朱柏庐
治家格言》，是以家庭道德为主
的启蒙教材。《朱子家训》精辟
阐明了修身治家之道，是一篇
名副其实的家教经典。

古时对家训、家规、格言往
往不作明显区分。一般将训导
性、劝勉性要求的语句列为家
训；将强制性、惩罚性要求的语
句列为家规；将哲理性、精辟性
要求的语句列为格言。

何为家训？家训是宗族中
或家庭中长辈对子孙立身处
世、持家治业的教诲与训示。

何为家规？家规是家族传
承下来教育后代子孙的准则和
规矩，也叫家法。

何为家风？家风是家族子
孙恪守家训、家规而长期形成
的具有鲜明家族特征的家庭文
化风尚。家风又称门风。

历史上包拯、范仲淹、苏东
坡、陆游、林则徐等名人贤达均
有其著名家训、家规和家风并
流传于世。

家训是家庭的核心价值

观，家规是家庭的“基本法”，家
风是一个家族的传统风尚，是
融在血液中的气质，是浸入骨
髓里的品格，是立身行事的风
范，是每个家族成员自豪感的
源泉，是每个家庭成员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基石。家庭
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风
是人生的“第一组密码”。良好
的家风是无声的箴言教诲，是
无形的精神财富，让后代子孙
铭刻在心、代代受益。“家风好，
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
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
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
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退休后，在书画爱好之余，
我有时在思考一个问题，即此
生给后代留点什么？

民族英雄林则徐说：“子孙
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
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
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
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论
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
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
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
家教，注重家风”。

据此，使我更坚定明确：留
下一个好的家训、家规和家风，
乃是人生尤其是晚年最明智最
有意义的选择。 （未完待续）

浅谈家风
■ 书法研修班 薛顺福

在全世界的普遍认知
中，绝大部分美国人的老
年生活都是幸福快乐的。
美国人之所以老年生活过
得好，很大部分原因是因
为他们很会为退休养老做
规划，美国人的退休体系
建立在个人要为自己退休
生活谋福利的基础上，第
一不靠儿女养老，第二也
不能把希望都寄托在政府
身上。抱团养老，一个没
怎么听说过，但在国外却
很流行的方式。等我们老
了，就搬到一个地方住在
一起，一起喝茶，种树，散
步，旅行。美国德州四对
夫妇“抱团养老”的故事，
启迪着全球的老人，爱人
在身边，朋友在隔壁，就算
老了,也要有自己的生活。

来自美国的这四对夫
妻，是认识超过 20年以上
的好朋友。孩子们长大
后，他们就买了一块地，建
了四座小房子，住在了一
起。是一个很偶然的情况
下，他们发现了一块废弃
的草地。靠近Llano湖泊，
风光很美。一开始他们想
着建一所大房子，然后四
家人住在一起。考虑到个
人空间的重要性，他们最
后决定把这个地方打造成
四处相连的独立房间。每
座小屋花费4万美元，结构
简易,容易建造，空间使用
率很高，整个建筑相当低
碳环保，有雨水收集器，还
有太阳能板供电。小屋的
内部精心设计，结构和工
艺将美学发挥到极致，主
人们可以安心地在这里工
作或者是看书。而墙壁则
主要以原木为主，设计师
还特意保留了木头的纹
路，一片温馨自然的气息，
森林的味道让人特别安
心，有种回归最初的感
觉。同时不乏生活情趣，
用的杯子都是一样的。看
完之后你是不是十分向
往？

看完美国人的“抱团”
养老,再来看看德国人的

“同居式”养老：
德国姑父前年去世，

只留下姑妈一个人守着一
间大房子过生活。姑妈虽
有个儿子，但在德国，子女
结婚后一般都不和父母住

在一起。一天早晨，一个
白发苍苍的老头推门走了
进来，一进门就大声说：

“施密特，我们‘同居’吧？”
姑妈高兴地说：“好啊，我
也正有此意呢。”之后，他
们又高兴地说了一会儿
话。后来才知道，原来，姑
妈口中的“同居”乃是现今
德国老人十分追捧的一种
养 老 模 式——“ 搭 伴 养
老”。姑妈告诉我，他们是
在老年大学里学油画时认
识的，他就住在姑妈家附
近，两人彼此性格也很合
得来，于是便都有了“同
居”的想法。德国人 60岁
后就可以进疗养院养老，
但很多老人十分厌倦疗养
院里的单调生活，于是，便
有一些老人因志趣相投而
自愿组合在一起，过起了

“同居”的老年生活。在德
国，除了老人与老人之间

“同居”外，一些心态年轻
的老人还喜欢与年轻人一
起“同居”。德国的出租屋
很稀缺，房租也贵得吓人，
青年人普遍遭遇“找房
难”。于是，一些老人甘愿
把自己的房子低价或免费
提供给年轻人和他一起
住，但前提是年轻人必须
承担部分照顾老人的义
务，比如，陪老人聊一会儿
天、打扫花园、外出采购等
等。如今，“让我们同居
吧”，已经成了德国老人最
热衷的行为。老人之间或
老人与年轻人之间相互帮
助、相互关心，即使老人身
体出现状况也能及时被发
现并得到救护。可能很多
人觉得这在中国是不太可
能的，但在我国，“抱团养
老”也慢慢的成为了一种
趋势。大家可以择邻而
居，与亲密伙伴，志同道合
之人生活在一起。面朝大
草坪，背依山，山上便是森
林游步道，甘岭水库，能够
呼吸新鲜空气，逛莓园、挑
野菜，游农场，这都是极好
的。养老，是一个人人都
得面对的问题。想到以后
身边的若干好友在一起，
一道晒太阳、散步、聊八
卦、寄养孙子孙女……想
想都会笑起来，突然间觉
得，“老”也不是那么可怕
了。

“邻居式”养老
一种新型的养老模式

笛声悠扬，笛声清脆，笛声
婉转，笛声欢快，古代诗人多用
笛声表达喜悦、幽怨或思乡之
情。唐代诗人王之涣的《凉州
词》就描写了这样的情景：黄河
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
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
度玉门关。

为普及民族音乐，发展民
族音乐，江阴老年大学在开设
古筝、葫芦丝、阮乐等课程的基
础上，应广大学员的要求，于
2018年秋季开办了竹笛班，我
有幸成为首届竹笛班的一名学
员。在有生之年还能跟老师学
吹笛子，我感到无比的高兴。

我从小就喜欢竹笛，喜欢
悠扬而起的笛声，陶醉于笛声
的柔和与清脆。每当听到委婉
清亮的笛声，心中总不免有一
股仰慕之情，特别是在那繁星
点点的乡村夏晚，众人乘凉之

机，忽然从远处传来的笛声，笛
音袅袅，好像是梦里的声音，那
么优美，那么动听，那么令人向
往，这声音便使我在心中滋生
出一个愿望，何时我也能用笛
子吹出如此优美的乐曲该有多
好。记得在上初中的时候，尽
管囊中羞涩，还是花了五毛钱
买了一支竹笛，在没有老师，没
有教材，没有旁人指点与交流
的情况下，自己学着吹。没有
笛膜，就把蜘蛛在墙角做窝的
一层白膜取下来贴在笛孔上，
居然把笛子吹响了，但始终不
得要领。久而久之，学吹笛子
变成了我多年的夙愿。说实在
的，现在生活在喧闹都市的人
们，偶尔能听到一段悠扬恬淡
的笛声，算是一种很好的精神
享受。

如今，竹笛班给了我学吹
笛子的平台，再次燃起了我学

吹笛子的渴望，再加上有老年
大学优秀教师梁景根先生执
教，这极大地增强了我学吹笛
子的信心。每次上课，我和同
学们都认真听梁老师的讲授，
仔细观察梁老师的示范，一个
音一个音地吹，一小节一小节
地过，终于听懂了什么叫气息，
什么叫口风，什么叫风门，以及
怎样缓吹，如何急吹，何为超
吹。在梁老师的辛勤指导下，
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现在绝
大部分同学吹笛子已上了轨
道，吹奏笛子的水平有了很大
的提高。对于像我这样有点小
基础的人来讲，更是受益匪浅，
我已经能比较熟练的吹奏《八
月桂花遍地开》、《九九艳阳
天》、《汾河流水哗啦啦》等歌
曲。看到自己的进步，心中不
免有点窃窃自喜，高兴之余，我
真诚地感谢老年大学和系领
导，感谢梁景根老师的精心备
课、科学讲授，也感谢为了举办
竹笛班而奔走呼号多年的谢东
顺老同学。

现在每逢星期二上午，老
年大学竹笛班的 65名同学们
早早欢聚一堂，进行课前练习，
上课铃声一响，大家便认真听
梁景根老师讲课。梁老师一声

“停”，全班同学的笛声戛然而
止，梁老师一声“起”，整齐宏亮
的笛声悠扬而起。

这正是：元林玉笛齐飞声，
散入东风满暨阳！

““竹笛班竹笛班””圆了我多年的梦圆了我多年的梦
■ 竹笛班 颜炳福

旅游文化作为一门实践性
特别强的学科，怎么样在有限
的教学条件下满足老年学员的
求知要求呢？这就对教学方法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众所周
知，教学方法是教师和学生为
了实现共同的教学目标，完成
共同的教学任务，在教学过程
中运用的方式与手段的总称。
因此，选择教学方法时应充分
考虑授课对象的实际状况，综
合考虑各种因素和具体的教学
条件，才会取得良好的效果。

一、做好角色定位，既要成
为良师，亦要成为益友

老年大学的学生们年轻时
许多是各条工作战线上的精英，
都曾为事业贡献出自己的热血
和青春。他们有着较高的知识
底蕴，有着岁月历练下的社会阅
历，所以，作为旅游文化的老师
来说，首先要定位好自己的角
色，才能更有效地为他们服务。

1、将心比心，要有为老年
人服务的爱心

老年大学的教育是一种公
益性的教育，是由政府或社会
力量为老年人提供的非经济目
的的教育。所以，对于老年大
学的授教者来说，必须放下浮
躁心态，用无比的爱心、诚心、
热心、尽心进行工作，让老年学
员在学习知识的同时，感受到
无比的精神乐趣。

2、尽心尽力，要有对知识
驾驭的信心

作为老年大学的教师要有
较高的专业水平和丰富的知识
储备，有一定的文学修养和交际
能力。老年人上大学，最主要的
目的之一就是要学到自己想学
的知识，所以，任课教师一定要
认真备课，创新教学模式，讲授
要语言生动，深入浅出，只有“读
万卷书”，才能做到“行万里路”。

3、全心全意，要有为老年
人服务的耐心

老年大学的学员有着自己
的年龄结构和生理特点。据老
年大学的统计显示，60—69 岁
这一年龄段的老年人在老年大
学学员中所占比例最大。随着
年纪的增长，老年人的听力和
视力有所退化，所以，在教学过
程中，一定要考虑到老年人的
生理特点，态度温和，不急不
躁，耐心讲述，细心辅导。只有
这样，才不会出现知识传授中
的流水账，才能切实地填补老
年人知识空白，满足老年人的
求知欲望。

4、持之以恒，要有为老年
人服务的恒心

由于年龄层的差距，老年
大学的学员和年轻的任教老师
都会存在或多或少的代沟，再
加上老年人上课的课堂纪律和
教学模式与普通意义上的教学
模式有所不同，很容易会让任
课老师产生一种浮躁和逃避的
情绪。所以，要做好老年大学
任教工作，就必须加强责任心，

提高事业心，更多的换位思考，
发扬奉献精神，才能顺利完成
教学任务。

二、有的放矢，做好老年大
学旅游文化课程教学方式选择
和创新

老年大学教学方式的选择
就要充分考虑到生源群体的学
习特点，才能达到提高学习效
能的目的。

1、现阶段老年大学旅游文
化课程主要采用的教学模式

当前老年大学旅游文化的
教学过程中采用最多的教学模
式是“讲授接受式”，这类教学
模式的使用有利于教师迅速把
握和熟练操作，有助于学员在
短时间内掌握大量知识、技
能。但这种教学模式有一定的
局限性，即很容易陷入“满堂
灌”的教学陷阱。因为它毕竟
是教师的“一言堂”，毕竟是教
师用设计好的思路来引导学
员，指导学员，学员没有自由思
考、自主质疑的时间。在这种
教学方式里，教师的主导作用
往往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而
学员的自觉性、积极性和主动
性却受到了压抑，最终导致学
员的主体性缺失。

2、老年大学旅游文化课程
教学方式改进和创新思考

在教学方式的创新中，改
进和创新的主体是老年大学教
师和广大学员，其中起主导作
用的是教师。如果给予教师和

学员现代教育的观念，增强改
进创新的意识，将促进教师和
学员改进和创新教学方式的主
动性和积极性。

（1）重视先进教育观念的
引进

传统的教学理念忽略了教
学主体的能动性，所以，在旅游
文化课程中，要着重改变思想
形态，由重传授向重发展转变、
由统一规格教育向差异性教育
改变、由重教师“教”向重学员

“学”转变、由重结果向重过程
转变、由单向信息交流向综合
交流转变、由居高临下向平等
融洽转变，只有引进先进适用
的教学理念，才能在增进教师、
学员情感的同时，突破“被灌
输”的框架约束，才能树立老年
学员的主体意识，使教学模式
由单一化向个性化转变，确立
旅游文化教学的特色模式。

（2）重视适用教学模式的
创新

老年大学的旅游文化课程
教学不应只停留在老师讲课精
彩，学员爱听就行。还应该考
虑到老年学员更多不同的和更
深层次的需求，考虑老年学员
的学习心理特点，在基于旅游
专业学科特点和老年人学习目
的和动机的基础上，研究“为何
教、教什么、如何教”的问题；课
堂教学要从具体的教学方式方
法出发，尽量为老年学员提供
积极的学习形式，启发他们的
思考和参与的主动性与师生之
间的互动性。因此，可以将目
前教育界的一些教学新形式新
方法，引入老年大学，为老年大
学所用。

一是多维互动教学模式。
所谓多维互动教学，就是多角
度、多层次、多种方式、多种手
段地开展教学，其中的互动充
分体现在教师和学员身上，互
动的方式有多种，其中最为典
型的也就是案例教学互动模式
和讨论式教学互动模式。

作为实践性较强的旅游文
化课程，可以充分结合教师的
理论知识和老年学员的旅游实
践经验，采用多维互动教学模
式，共同完成教学任务。其课
程设计结合以下几个方面：①

从多角度设计课程，课程的设
计要充分考虑学生角度，以学
生为主体，进行多角度的课程
设计，如老年人喜欢的旅游类
型是什么、老年人喜欢出行的
旅游方式是什么等；②从多层
次设计课程，学生的层次不同，
其相应的课程标准也不同，要
结合学生这一主体对课程进行
多层次设计，如旅游文化基础
班的学生主要讲述国内旅游，
而旅游文化研修班的学员则更
倾向于国外旅游；③用多种方
法手段进行课程设计，不同的
教学方式其相应的课程设计是
不一样的，具体实施的好坏关
键在于课程设计。

二是自主式开放型教学模
式。由于旅游学科的特点，旅
游教学的设计更着重于考虑旅
游者的实践体验与反馈。而老
年大学的学员们，走过了祖国
的大江南北，游历了世界的如
画风景，有着丰富的旅游阅历
和实践体验。所以，旅游文化
课程的教学模式可以采用自主
式开放型教学模式。具体表现
在四个模块：学员自学、小组交
流、代表反馈和知识巩固拓
展。通过小组学员的预习、展
示、测评、拓展提升，在体现学
生是学习主体的同时，提高学
生的学习效能。

三是翻转课堂教学模式。
传统的教学模式是老师在课堂
上讲课，然后布置作业，让学生
课下练习。翻转课堂式教学模
式与传统模式不同，学生在课
下完成知识的学习，如利用视
频、网络、图书馆等多种设施自
主进行知识的学习。而课堂变
成了老师学生之间和学生与学
生之间互动的场所，包括答疑
解惑，知识的运用等，从而达到
更好的教学效果。

由于老年学员身体状况或
时间因素，很多旅游景点只能
从网络、书籍中才能感知，但是
学员的精力是有限的，对知识
重点和难点的理解是不一样
的。所以，旅游文化课程的教
学模式，可以采用翻转课堂教
学模式，让学生课下学习，然后
师生课堂上相互交流的模式，
更好地进行知识的填补。

老年大学旅游文化课程教学模式之初探（节选）

■ 怀玉柱

10 月 31 日，中医养生爱心会 8 名义工来到夕阳红托老
部，为那里的老人开展按摩服务。中医养生爱心会由我校艾
灸社团学员组成，两年来，她们用在老年大学学到的知识和技
能，多次为社区和敬老院行动不便的老人按摩、推拿、艾灸，受
到老人们的称赞。

（节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