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版 2019年6月8日教学生活教学生活 第3版 2019年6月8日课堂内外课堂内外

崇
尚
优
秀
的
德
行

追
求
美
好
的
事
物

享
受
求
知
的
乐
趣

焕
发
夕
阳
的
光
彩

两年来，在全校师生的共同
努力下，学校涌现出了一批“班
委工作好、班级风貌好、学习氛
围好、开展活动好、教室管理好”
的先进班级，他们在营造优良的
学风和校风，促进我校内涵发展
中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为表彰
先进、树立典型，按照学校有关
规定，通过班级申请、系为单位
评比、班长评议、系部考核等程
序，学校确认下列 23个班级为先
进班集体：摄影研修一、硬笔书
法班、楷书二班、花鸟基础班、花
鸟提高班、书法研修班、英语口

语中级二班、中医养生二班、歌
咏基础三班、歌咏提高一班、沪
剧提高一班、锡剧提高班、沪剧
提高二班、民乐打击乐班、葫芦
丝提高一班、杨氏太极拳 103式
1、杨氏太极拳 103 式 2、柔力球
基础二、体育舞提高 2、体育舞提
高 1、形体二、标准交谊舞二2、瑜
伽基础二1。

希望受表彰的先进班集体再
接再厉，发挥好模范带头作用。
同时也希望全校各班以他们为榜
样，争先创优，为学校的发展做出
新的更大的贡献。

关于表彰先进班集体的决定
为推进老年教育的课程建设，进一步优化

教学内容、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不断提升我校
的教学质量和品位，我校自 2018年 4月份以来
开展了校级“精品课程”申报、创建、评比工作。

严格按照《校级“精品课程”评估标准》，经过进
班听课、满意度调查、公开投票，最终评选出楷
书课程、摄影研修课程、杨氏太极拳 24式课程
为精品课程。

关于校级精品课程的表彰决定

（接上期）经反复思考，确定本门家训
为：“尊祖敬宗、崇德尚贤、思进悟道”。本门
家规为：“爱国、勤俭、清白、诚信、友善”。此
家训家规既吸收了当今时代所倡导价值观
的有关共性，同时更体现了我心中最崇尚的
本门应有的特性。

以上家训、家规的确定过程相对而言较
容易，而本门家风的确定却费了我多年的心
思和修改。此前我在旅游中，特别在安徽和
山西古宅，在大江南北民宅的参观中，看到体
现家风内容的门联和楹联，凡引起兴趣或共
鸣的，都用笔记下或用手机拍下。我将收集
到的内容略作整理，大致可以分六类。一是

“积善读书类”，如“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
一等好事只是读书”。“绵世泽莫如为善；振家
声还是读书”。“欲高门第须为善；要好儿孙必
读书”。二是“感恩孝道”类，如“朗月照人慈
父爱；春风送暖祥母恩”。“承恩不忘三春雨；
行孝常怀寸草心”。“孝心传万世；善道润千
秋”。三是“勤俭耕读”类，如“二字箴言惟勤
惟俭；两条正路曰读曰耕”。“传家无别法非耕
即读；裕后有良图惟俭惟勤”。四是“经商之
道”类，如“快乐，每从辛苦得；便宜多自吃亏
来”。“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
知难不难”。五是“和睦邻里”类，如“宽以待
人和邻里；严于律己振家风”。“相亲相爱家庭
和睦；互谅互帮邻里温馨”。六是“修身养性”
类，如“事到知足心常泰；人到无求品自高”。

“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
我在以上几类中选取了“积善读书”和

“感恩孝道”的精髓，将读书和孝道作为本门
家风的核心内容。因为我从历史记载及当
今社会有关家庭诸多正反因果的事例中，深
刻领悟到“读书”和“孝道”问题对家庭的兴
衰与成败至关重要。

文以载道。核心内容确定后，经反复斟
酌，形成了“千家书乃首，百善孝为先”的一
副对联。为确保此联在词性对仗及平仄格
律上均能符合规范，我特地将此联发送给江
阴市诗词协会江桂苞会长，请求予以指正，
江先生的回电评价竟然是“极好”二字。有
了他这样的权威肯定，将此定为本门薛氏传

世家风联我就更增添了底气。

“千家书乃首”，这里的“书”我主要指
“读书”，同时也含有“书法”之意。不仅希望
要“读书好”，也诚望后辈能喜欢书法，善写
书法。

高尔基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终
生的伴侣，最诚挚的朋友”。莎士比亚说：

“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
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
鸟儿没有翅膀”。李苦禅说：“鸟欲高飞先振
翅，人求上进先读书”。

关于读书的好处，古今中外名人智者的
论述及佳话不胜枚举，且各有侧重。根据自
己的切身体会，我将其归纳为三个方面。

一是读书可以丰富知识，开阔视野。视
野的宽窄与知识的多少密切相关。若知识丰
富则视野开阔，境界高远。欲知识丰富，则务
必读书。书是前贤智慧的结晶，是智者真知
灼见的积累，书是文化、经验和知识的载体。
书记载着历史，反映着当下，思考着未来。书
是无声的老师，读书如同先贤们进行优雅的
思想交流，可同孔孟谈礼，同老庄论道，同李
杜吟诗；也可与王羲之、米芾赏字，与齐白石、
徐悲鸿品画……总之，越读书越觉得充实丰
富和豁达开阔，同时又越感到知识贫乏并激
发多读。真是“学然后知不足”。读书好，好
读书，读好书乃一生之需也！

二是读书可以激发灵感、开启思路。我
在职期间对此体会尤深。工作中或想上新
台阶、欲求新突破而困惑时，或遇矛盾不顺、
棘手难题困扰时，往往在不经意的读书中冒
出新灵感，产生新思路，致使所遇问题随之

“柳暗花明”，迎刃而解。从此我养成了一个
习惯，越是工作繁忙，越自觉挤时间静下心
来学习和思考。这样就能保证思路清晰，目
标明确，有条不紊，事半功倍。反之，光埋头
工作不善读书，则是一个辛辛苦苦、忙忙碌
碌的事务主义者，结果是心中无思路，工作
无创新，事倍功半甚至忙中犯错。

三是读书可以修身养性，享受人生。人
生之美，美在心灵，而心灵之美则需书香熏
染、净化和升华。读书既是人生求知之道，
也是人生修身之法，更是人生享受之乐。

（未完待续）

浅 谈 家 风
薛顺福

5月12号母亲节，江阴市老年大学旗袍礼仪班到江阴福澄颐
养院，举行“母亲节”爱心演出。

（上接第1版）
四、报名办法：
1、刷身份证：报名者（男55周岁以上，女50周岁

以上）持身份证到工作人员处读取身份证信息。
2、注册：
手机微信注册：
第一步：在微信通讯录里添加公众号“江阴市

老年大学”或扫描学校微信二维码进行关注。
第二步：进入“江阴市老年大学”微信公众号，

点击“自助平台”、“报名入口”、“我要报名”。
第三步：仔细查看《招生简章》，并点击下方“我

已仔细阅读并同意接受”，输入身份证号和姓名，点
击“立即登录”。

第四步：填写个人信息，带*号为必填项目，必
须填写真实信息，填写完毕后点击“提交”按钮，即
注册成功。

电脑网络注册：
第一步：登录江阴市老年大学官方网站 http://

www.jylndx.com 或 http://www.jyyllndx.com，点击
“网络报名入口”按钮。

第二步：输入姓名及身份证号，点击“立即登
录”。

第三步：填写学员个人资料，带*号为必填项
目，必须填写真实信息，填写完毕后点击“提交”按
钮，即注册成功。

3、选课报名：时间：7月1日起
登录报名系统后，选择相应的系科，选择相应

的课程，选择想报的班级，点“微信缴费”即可。选
课成功后，须在 24小时内完成缴费，逾期未缴费视
为放弃所选课程，系统将自动收回该名额。（具体操
作步骤可查看“江阴市老年大学”微信公众号上的
消息）。

所报学科额满为止。学员报名后不可转科、退
学，特殊情况者（如因病、长期外出）在开学一周内
提出申请,另行处理。

五、新学期上课时间：2019年9月2日（周一）。
上午8：30——10:15，下午1：30——3:15。
双休日、国定假休息。
六、课程表见“江阴市老年大学”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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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上风骨江上风骨

江阴素有‘太伯化育之乡’、‘东
南人文之薮’等称誉，是一个人文荟
萃、群星璀璨之地。这块土地上先后
哺育出了大批杰出的政治家、军事
家、思想家、科学家、文艺家、教育家、
医学家、实业家，他们的成就不仅对
江阴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甚至
影响了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进
程。如彪炳史册的明代杰出的地理
学家、旅游探险家徐霞客、五四新文
化运动的先驱文学家刘半农、我国近
代图书馆事业的开创者大学者缪荃
孙、被国家领导人誉为中华民族的骄
傲的民族音乐家刘天华、我国中草药
化学研究的先驱赵承嘏、著名机器人
专家国家战略科学家蒋新松、著名书
法家沈鹏等等，都生于兹、长于兹。
本课由江阴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江
阴市徐霞客研究会副会长单旭带大
家领略江阴众多历史名人身上积极
的价值追求和性格特征。

雅趣生活雅趣生活

本课由茶道与生活美学、女书、
礼仪、诗词欣赏四门小课构成，由江
阴职业技术学院五位教授、副教授
组成的华芬文化教师团队讲授，旨
在培养雅致、妙趣的生活品位。

茶道与生活美学：茶道作为国
民生活美学的载体，仪式绵延传承，
茶活动已然成为身心调剂良方，造
就传承社会认同的“茶道就是美
学”。传承风雅，是茶与中式会客的

碰撞；客来敬茶，是茶与中华礼仪的
融合；学茶悟茶，是茶与中国文化的
统一。通过茶艺、茶道精神的学习，
让自己得到精神的享受和愉悦，寻
回自己的初心，在举手投足间体会
到身心的传、雅、静、和。

女书：女书，是文字造景里另一
番风景绝佳之处。如果说，传统书
法是以力量和筋骨描绘的一幅大唐
风貌；那么女书，则恰如隐于西子湖
畔的绣幌佳人，以纤手香檀，道尽了
两宋流美风情。静女其姝，寄书以
亲，两者的不期而遇，必将是一次别
开生面的嘉会。

礼仪：通过礼仪的学习与实践，
更好地提升自身素养和生活质量，
在家风家训的建设中，发挥好榜样
示范的作用。主要内容有：中老年
形象礼仪、家庭礼仪、中西餐礼仪、
公共场所礼仪、外出旅行礼仪。

诗词欣赏：课程内容包括唐诗
欣赏：《唐诗中的惜时诗》、《唐诗中
的节气诗》、《唐诗中的宇宙诗》，品
读唐诗，品味、领悟唐人诗意背后的
美好人生；古诗词中的经典意象：
《古诗词中的月亮》、《古诗词中的秋
天》、《古诗词中的梅花》，了解古诗
词中常见意象的文化内涵，更好地
了解诗词的主题和诗人的情感。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手机与影像手机与影像））

本课主要讲授：1、手机摄影（主
要介绍手机自带相机功能的使用，
以及手机摄影的一些基础摄影知
识）；2、美篇（图文结合制作美文）；
3、彩视（简单的音乐相册及视频编

辑）；4、图像处理（snapseed）【snapseed
的一些功能及小技巧的教学】；5、视
频编辑（快剪辑）【视频剪辑进阶，学
会制作短片】。该课面向摄影与电
脑系招生。

儿童品行修养与能力培养儿童品行修养与能力培养

家庭教育是宝宝一生长足发展
的根基。可是，咱们真的了解宝宝
思维发展的脚步吗？每天都拿什么
满足宝宝智慧成长的需要呢？《儿童
品行修养和能力培养》由资深心理
咨询师、婴幼儿家庭教育指导师、儿
童身心健康咨询师曹敏授课，每一
课以我们生活中常见的场景为案
例，用故事的形式表达，深入浅出易
懂，操作性强，帮助宝宝培养强大的
生活能力和基础学习能力。学完每
一课回家就能落地使用，能从宝宝
身上得到积极响应和满意的效果！
让我们一起来帮助孩子铸就良好的
品行修养和能力吧！

旗袍走秀基础旗袍走秀基础

旗袍承载着千年的文化，是中
国女性的标记！一袭旗袍染就一树
芳华，两袖月光诉说绝世风雅。身
着旗袍的女子永远是一道靓丽的风
景！旗袍是行走的艺术，讲究的是
味、是韵、是神！一举手一投足是婉
约，是迷人风采！本课由江阴旗袍
总会会长、艺术总监杨丽蓉讲授，通
过旗袍走秀班的学习，可以提升气
质、增加内涵，使你的身型更为婷婷
玉立、优雅、美丽、自信！

学校大厅展览掠影学校大厅展览掠影

篆刻展一角 篆刻展一角

素描展 摄影展 花卉展

市民政局殷文华副局长为精品课程获奖老师颁奖

学校朗

诵艺术班在

江阴市第八

届全民诗歌

朗诵大赛复

赛中，成绩

突出，被评

为“优秀选

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