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 21日，著名作曲家、
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中国民
族音乐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民
族管弦乐学会荣誉会长、原上
海民族乐团团长顾冠仁来校

访问。顾教授考察了学校民
族音乐课程的开设情况、民族
乐团的建设情况，并走进课堂
指导学员排练民乐展演曲目，
受到学员们的热烈欢迎。

国家级音乐大师
来到江阴市老年大学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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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阴，一个历史文化积淀深
厚的城市，忠义之邦，映照华夏；

江阴，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
的城市，“中国制造业第一县”，

“中国小康十大示范县”之一。
江尾海头，坐落着一座美丽

的校园——江阴市老年大学。她
为促进江阴文化养老事业和构建
和谐社会增光添彩！

聚集社会力量 创新办学机制

江阴市老年大学创建于 1990
年。近三十年，学校在市委、市政
府和社会各界的关怀支持下，栉
风沐雨，砥砺前行。

2012年，由任元林先生设立
的江苏元林慈善基金会捐资一亿
元，学校易地新建，并同时挂牌

“江阴元林老年大学”。
学校建筑面积 12500多平方

米，校园环境优美，基础设施完善，
功能设备先进，2015年被授予首批

“江苏省示范老年大学”称号。
201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

老年科学研究中心课题组完成
《元林老年大学运作模式与评估
体系研究》，按照研究报告的运作
模式，江阴元林老年大学实行“三
位一体”管理机制：决策机构“校
董会”，执行机构“校务委员会”，
监督机构“校监会”。此举，为区
域老年教育事业的推进和发展，
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与模式。

丰富校园文化 打造优秀品牌

优秀的校园文化是学校内涵
发展的灵魂。江阴市老年大学十
分重视学校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
的建设。走进校园，从大楼的造
型到各楼层的布局，从大厅到各
楼道的书画作品布置，无不体现
学校设计者与使用者的文化理
念，给师生以潜移默化的影响。

校训和“三风”建设是学校精
神文化的内核。内涵深厚的校
训：“尚德尚美，乐学乐为”，既是
学校办学的出发点，又是学校追
求的目标。崇尚优秀的品德，追
求美好的生活，享受求知的乐趣，
焕发夕阳的光彩。简明朴实的

“三风”：“求实创新”、“求真好
学”、“求是善导”，时刻激励着全
校师生奋发努力。激情奔放的校
歌：《金秋红叶展芬芳》，已成为学
员最喜欢唱的一首歌。

先进班级展评是学员非常关注
的活动，以展评促建，以展评促学，让
更多的班级在展评中升华出彩。

每年的结业成果展示和两年
一届的校园文化艺术节，是检阅
教学成果、展示学员才艺的大舞
台。通过各类展示活动，既交流

了学员的学习收获、展示了学员
康乐有为的精神面貌，又极大地
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

广纳优秀教师 做强师资团队

教师是学校内涵发展的首要
动力，学校做强师资团队，落实三
项举措：

一是多渠道选聘教师，提升
名师执教比例。通过向社会公开
招聘、广纳贤才，与地方高校、中
等技术学校、医院、有关社会团体
开展深度合作，精心选聘优秀教
师，建立后备师资库。学校具有
教授、副教授、中学高级及同类职
称的教师比例达35%。

二是创新教师培训。针对老
年大学教师的特点，学校多渠道、
多形式地开展各种培训活动。例
专题讲座、教学观摩、经验交流、
个别座谈、自学自练。做到集中
与分散相结合，“线上”与“线下”
相结合。

三是健全激励机制。学校以
精神奖励为主，把物质奖励和精
神奖励有机结合。通过教师考核
的“自评”环节，引导教师根据考
核内容对师德师风、教学方法、教
学效果进行自我评价。同时，在
系里定期开展“我最喜爱的老师”
评选活动。

坚持服务创新 优化课程体系

课程建设是学校内涵发展的
基石，是近年学校重点研究的课
题。江阴市老年大学“课程体系
建设的实践和探索”等研究成果
在中国《老年教育》杂志专门进行
了介绍。

根据《江阴市老年大学课程设
置》，学校目前设置有“摄影与电脑
系”、“书法与绘画系”、“文史与外
语系”、“家政与保健系”、“体育
系”、“舞蹈系”、“音乐系”、“戏曲
系”等八大系，47个专业课程，133
个教学班，在校就读学员达6000人
次。在课程体系建设的实践和探
索中，学校基本形成了三大特色：

第一，立足课堂专业课程，实
现“老有所学，增长知识”。一批
传承传统文化的特色课程应运而
生，书画、民乐、越剧、锡剧、沪剧
等课程，既满足了学员的喜爱，又
传承了地方特色文化；随着应用
类课程的开发，烹饪、花卉、出国
英语、旅游文化、法律与生活等课
程，既提高了学员的文化素养，又
提升了学校的文化内涵。同时，
推陈出新不断开发新课程，智能
手机、数字化与生活、数码影像处
理等课程开设以来年年爆满。为
助推课程建设，近年学校自编《烹

饪》、《旅游文化》、《法律与生活》
等二十几部教材，并先后结集成
册，有的正式出版，有的被评为江
苏省优秀教材。

第二，延伸课外活动课程，实
现“老有所乐，陶冶情操”。 把课
堂专业课程延伸到课外，学校为
学员开辟了1500多平方米的活动
区，为各类兴趣组、社团搭建活动
平台，尽可能满足学员专业学习
和兴趣活动的需要。学校现有合
唱团、民乐团、太极拳协会、瑜伽
协会、艾灸协会、摄影协会、戏曲
表演队、门球俱乐部等13个社团。

第三，拓展社会实践课程，实
现“老有所为，服务社会”。把学
校专业课程向社会实践课程再延
伸，学校书画研修班、摄影协会在
公园、企业、社区定期巡展，民乐
队、合唱队、戏曲表演队定期到街
道、社区、企业、养老院巡演，学员
们“老有所为、服务社会”的身影，
成为了江阴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道
亮丽风景。

辐射教育资源 发挥引领作用

校园数字化资源是学校内涵
发展的助推器。学校校园网除了
链接上海、天津等老年大学的远
程课程，还推出了校园网络课
堂。使学有余力或因年龄身体等
其它原因不能到校上课的老年朋
友，通过《网络课堂》选学有关课
程。让学员足不出户就能享受高
效一流的教学资源，全面提升学
员的满意度。

学校通过校园网、微信工作
平台全面实现信息化管理。教务
管理系统、微信报名缴费系统的
高效服务，受到学员称赞。

学校主动建立协作机制，带
动街道社区老年学校的发展。从
制度建设到课程设置，从师资培
训到精品课程，实现资源共享。
同时，积极为社区培养骨干力量，
近年来，学校为市关工委、民政
局、体育局、澄江街道、市太极拳
协会、市旗袍协会、市书画协会、
门球协会等开设培训班30多个。

2017年江阴市门球队代表无
锡市参加江苏省老年门球赛荣获
冠军。

……
听，这是学校民乐团奏响的序

曲《烽火台》，乐曲旋律是那么悦
耳，那么激昂。序曲，仅仅是个开
始，江阴老年教育任重而道远。江
阴市老年大学这所江苏省首批示
范老年大学，正在认真实施新的
《学校内涵发展规划》，努力朝着创
建一所多学科、多层次、多学制综
合性老年大学的目标迈进！

奋进的序曲
——江阴市老年大学·江阴元林老年大学专题片解说词

胡国良 穆才章

4 月 15 日下午，我校特
邀江阴职业技术学院钱红院
长来校，作《科技创新与大国
崛起》专题报告。

报告会在本校十楼礼堂

举行，由市民政局副局长殷
文华主持，学校全体工作人
员、各系班长等近 300 人到
场聆听。

江阴职业技术学院钱红院长
来校作专题报告

1 月 28 日下午，由市文
广新局主持召开的“传承振
兴锡剧艺术总结表彰大会”

在市博物馆举行。我校获得
了锡剧传承示范基地的殊
荣。

学校获评江阴市
传承振兴锡剧艺术示范基地

一、招生对象：
年龄在 75 周岁以下（拳、

操、舞 70周岁以下，形体、舞蹈
研修、旗袍走秀基础 65周岁以
下，瑜伽 60周岁以下），具有初
中以上学历，身体健康的全市
离退休人员。

二、注册时间：

2019年6月24—28日。
每天上午8：30—11：00，下

午1：00—3：30。
报名缴费时间：2019 年 7

月1日（晚7点整）起。
三、注册地点：
江阴市老年大学，环城东

路1号。 （下转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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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信秋词 宋振乾 硬笔书法班

开拓万古之心胸、数
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樊蓉 篆刻班

美意延年、厚积薄发
薛顺福 篆刻班

江山如锦、空谷传声
徐焕荣 篆刻班

虚怀若谷附边款
钱惠珍 篆刻班 静物 陈汉成 素描班

静物 陈建东 素描班

猫 徐承 素描班

花卉系列 李悦 素描班 昆虫 朱明道 素描班

日出而作 摄影 李碚华 小荷 摄影 谭和芬

泛舟水乡 摄影 章懿范

李白诗四首 刘苹 硬笔书法班

唐诗三首 徐湘琴 硬笔书法班

山村 摄影 张湘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