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九重阳节，浓浓敬老情。
10月24日，江阴市委书记许

峰、市人大主任孙小虎、副市长许
晨等领导一行来到江阴市老年大
学，走访慰问老年大学师生，向全
体师生致以节日的问候和良好的
祝愿。

秋风送爽，桂花飘香。江阴
老年大学琴声悠扬，欢声笑语。
上午 9时许，市委许书记一行来
到了学校。

在一楼大厅，校领导向许峰
书记介绍了学校的办学规模和课
程开设情况。当听到学校拥有电
脑与摄影、书法与绘画、文史与外
语、家政与保健、声乐与戏曲、器
乐、健身、舞蹈八个系部，开设 53
门课程、153个教学班，课程基本
满足老年朋友需要时频频点头。
当校长讲到学员们学了多年后仍
然不肯离开时，许书记连连称
赞。赞扬学校有吸引力，为老年
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创造了
良好条件。

许峰书记一行走进七楼舞蹈

房，沪剧社团身穿旗袍的学员正
在排练表演唱，许书记被那优美
的唱腔和通俗的唱词吸引住了，

“经济蝉连十六载，居住环境榜前
位，高效政务全覆盖，江阴人人心
欢快！”聆听一段后高兴地说：“学
员写的唱词真好！”许书记对老年
人追求高品质退休生活，积极传
递正能量的举动表示赞赏，并向
学员表示，我们一定努力工作，把
江阴建成你们心中的模样。

进入书画教室，学员正在埋
头创作，许书记驻足观看，并与学
员热情交流，分享学员学习的收
获和快乐，祝福学员健康长寿。

走进学员作品展厅，90多幅
学员书画、摄影作品令人目不暇
接。学员们扎实的书画功底和娴
熟的摄影技巧受到领导们的称
赞。许书记驻足摄影作品前，边
欣赏镜头中美丽的江阴，边听作
者介绍作品创作的过程。勉励学
员创作更多优秀作品，展示美丽
江阴魅力。

十楼礼堂，合唱团、民乐团正

在为庆祝建党 100周年音乐会演
出准备节目，“我们都是飞行军，
哪怕那山高水又深……”领导们
踏进礼堂，也情不自禁地跟着学
员唱了起来。许书记边夸奖学
员，边上前紧握乐队指挥的手，亲
切询问民乐团、合唱团平时的排
练和活动情况，并向大家致以节
日问候。接着说，明年是建党100
周年，到时看你们的精彩演出。

离开校园时，许峰书记向校
长送上慰问金并表示，老年教育
是老年健康社会非常重要的一部
分，是老年人享受幸福生活的文
化殿堂。江阴市老年大学办学三
十年成绩斐然，也得到老同志的
交口称赞。希望学校继续努力，
把学校教育教学水平再推上一个
新的台阶，让老年人在这里更加
享受“最美不过夕阳红”！

参加走访慰问的领导还有市
民政局局长顾洪伟、市卫健委主
任谈海平。市民政局驻校负责人
殷文华、常务副校长胡国良、副校
长卫幸福等陪同。

市委书记许峰等领导一行走访慰问江阴市老年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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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招生对象：
男性年龄 55—75周岁，

女性年龄 50—75周岁（拳、
操、舞70周岁以下，形体、舞
蹈研修65周岁以下，瑜伽60
周岁以下），具有初中以上
学历，身体健康，能遵守学
校规章制度的全市离退休
人员。

二、报名办法：
1、刷身份证：2021 年 1

月9-10日，每天上午8：30—
11：00，下午1：00—3：30。报
名者持身份证到江阴市老年
大学（环城东路1号）报名处
读取身份证信息。

2、注册：刷身份证后登
入微信公众号“江阴市老年
大学”或学校网站的报名入
口进行注册、提交个人信

息。
3、选课缴费：2021 年 1

月 10 日晚 8 时起，登入学
校微信公众号或学校网站
的报名入口进行选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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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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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新学期上课时间：
2021年 3月 8日（周一）。上
午 8：30——10:15，下午 1：
30——3:15。双休日、国定
假休息。

四、招生计划见第2版。

江阴市老年大学2021学年度第一学期

招 生 简 章

江阴市老年大学于 1990
年 4 月由市老领导发起创
办。30年来，学校在市委、市
政府的关怀重视下，在市老龄
委、民政局的正确领导下，规
模由小到大，事业长足发展。

今年 10月以来，为庆祝
江阴市老年大学建校 30 周

年，学校在中山公园、学校大
厅举办书画摄影展巡展。展
出作品从不同角度充分展示
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和社会主
义建设的累累硕果，讴歌了
攻坚克难、不辱使命的英雄
人物以及美丽校园的勃勃生
机……

建校30周年书画摄影展
在中山公园、学校大厅巡展

本年度由于疫情影响，上
半年停课。为丰富学员学习
途径和学习内容，自7月30日
开始，学校借助互联网和智能
手机，在微信公众号上开辟了

“校园微课堂”栏目，推出学校
自主运作的网络课。

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行，微

课内容逐渐丰富，已收录包括
老年保健、法律与生活、长者
风范、新冠防治、毛笔楷书、摄
影、声乐、竹笛、22式太极拳等
在内的多个学科。自 11月 18
日开始，学校正式连接中国老
年大学协会网上课堂，同步推
送本校已拍摄的优质微课。

我校微课上线
中国老年大学网上课堂

庚子春料峭，无端生病兆。
新冠微不见，肆虐起风潮。
生命知脆弱，康体立马倒。
措手防不及，中枪无处逃。

回神意不乱，关键有领导。
神州十四亿，抗疫一个调。
白衣上前线，顶级专家到。
万众聚心力，勇气胜天高。

阴霾雨中行，星寒月光照。
为有牺牲志，敢将艰险挑。
天道酬勤勉，频频送捷报。

“贰零”声飘扬，中华永不老。

庚子抗疫
书画系主任祁连生

一场紧急的疫情把你惊醒
一道无声的命令推你前行
啊，社区工作者
守土有责 守望相助
一人一人排
一户一户查
一家一家跑
一楼一楼爬
为了早日驱走疫情
为了社区平安稳定
你守护着我的家园
你守护着我的心灵

一张张看不清的美丽脸庞
一声声熟悉又温暖的叮咛
啊，社区工作者
守土有责 守望相助
一区一区封
一路一路控
一岗一岗守
一卡一卡发
为了你我快乐幸福
为了社区安宁和谐
你守护着万家灯火
你守护着百姓梦想

美丽的守护者
夏良华

在2020央视元宵晚会朗诵《你的样子》里，
我找到了中华民族最动人最新颖的“样子”
——冬末春初的“硬核”精神！

时已月余的“武肺”疫情激战，
憾人心魄，席卷华夏，惊及五洲！
风云恶变中的中国能否坚强挺住？
整个人类能否再迎春天？
危重之时的中华“硬核”，
给出了最快最美的回答：
习主席党中央核心精准部署，
立马“全国一盘棋”机制强力运转！
瘟神肆虐，新魔狂舞，
在这个国难民灾的生死时刻，
我最有幸地看到了什么叫“硬”——
无数愿意牺牲、不被脆弱摧垮的普通人，
无数自觉用生命呵护他人生命的人，
就是充满中国硬气精神的遍地英雄！

他们硬冲——
没有安全，但要无论生死，
申请书，请战书，告别书，书写赤诚；
没有鬼影，但要快刀出鞘，
陆海空，各省市，众精英，飞援武汉；
没有硝烟，但要与魔赛跑，
大年夜，年初一，元宵节，时刻冲锋！

他们硬扛——
没有时间，但要一级响应，
大武汉，顾大局，勇牺牲，立即封城；
没有保障，但要救人水火，
众医护，冒感染，争分秒，前赴后继；
没有待遇，但要全民付出，
志愿者，严防控，守神州，无比顽强！

他们硬拼——
没有退路，但要制伏瘟魔，
众勇士，披星月，废寝食，挥汗洒泪；
没有休息，但要尽责尽心，
众战士，舍小家，为国家，感人至深；
没有上阵，但要做出牺牲，
各行业，全民族，争奉献，爱心爆满！

他们硬闯——
没有先例，但要闯出经验，
钟南山，张文宏，众国士，披肝沥胆；
没有妙药，但要火速寻到，
李兰娟，呕心血，苦钻研，战绩斐然；
没有活下，但要奋战到底，
李文亮，吹警哨，传真言，全球称赞！

啊，中华“硬核”之所以感天动地，
真实缘自无比优越的中国制度，
真实缘自坚如磐石的中国团结，
真实缘自快如闪电的中国速度，
真实缘自顽强拼搏的中国意志，
真实缘自实事求是的中国品格，
真实缘自不屈不挠的中国精神！

武汉前线一位护士曾在战隙朴实写下：
“待到春暖花开，一起享受阳光。”
是啊，“硬核”滚滚正强驱严冬阴霾，
春情满满，春水淙淙，春日暖暖，
春意洋洋，春色灿灿，春光明明……
一个春晖即展的中国，
就要东方风来满眼春！
让我们十四亿后方人民，
化作十四亿颗守家卫土的“硬核”，
坚依国之脊，永怀国之心，齐放国之哨，
卧练国之胆，养护国之肝，润好国之肺，
弘扬国之魄，铸就国之魂，圆满国之梦，
向着无数位用生命为人类春天酣战的
一线科学大师、医护人员、军警官兵、
工人兄弟、基层干群、国际朋友，
庄严致敬，致敬，再致敬！

中华“硬核”绽春晖
英语口语初级一班张荫安

门外验康①边，
室内量温处。
总见鲜红马甲②忙，
无惧风和雨。

为抗疫情临，
甘愿尝辛苦。
待到瘟神尽灭时，
谈笑心声吐。

注：①扫验锡康码。②这里
指身穿红马甲的志愿者。

卜算子·赞临检
志愿者

卫幸福

今年的秋季，因为疫情，学校推迟了开
学时间。为防止疫情向校园输入和扩散，
确保师生安全，去年刚成立的志愿者服务
队正式启动，经过集体培训，分组参与学校
体温测量、健康码查验等疫情防控工作。

在防控临检中，志愿者们耐心的引导
和解释，赢得了学员的交口称赞。志愿者
们的行动展现了老有所为的现代老人风
采，弘扬了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
服务精神，培育了新时代老年大学的校园
文明新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