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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老年大学创办于2009年9月8日，至今已整整10周年。10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和重视关心下，市老年大学遵循“以人为本、

寓乐于学、修德健身、以学促为、服务社会”的办学宗旨，不断开拓进取，取得了显著成绩。为庆祝市老年大学建校十周

年，本报特选登部分学校领导、学员的文章、诗词，以飨读者。

编者按

十年砥砺奋进 铸就别样辉煌
——庆祝市老年大学建校十周年部分作品选登

金秋送爽，风和日丽。儋州市
老年大学走过了不平凡的十年路
程。“夯基十年求发展，砥砺千程谱
新章”。回首往日，儋州市老年大
学建校十年是夯基求发展的十年；
是砥砺谱新章的十年；是金霞满天
的十年；是枫叶正红的十年。

儋州市委高屋建瓴，于2009年
9月8日，成立了儋州市老年大学。
组建了一个综合素质高的学校领
导班子。班子成员既是学校领导，
也是普通学员。他们和全体师生
一起走过了艰难探索开拓创新的
十年路程，并取得了显著成绩。学
校办学规模扩大了、办学成果增加
了、办学社会影响力增强了，成为
了省外有影响，省内各市县赞扬有
加的老年大学。

建校初期，我们遵循“以人为
本、寓乐于学、修德健身、以学促
为、服务社会”的办学宗旨，摸着石
头过河，夯实建校基础。在求索的
路上，我们拓展创新办学思路，提
出了“三个贯穿”“两个优化”和“三
个扩展”的办学理念。为了加强管
理，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我们着力
弘扬校风、教风和班风的“三风”文
化。为了适应新形势，解决新问
题，我们组建了老年大学关工委、
思想品德教育组、宣传报道组和文
艺协调组。“创新、尚范、乐学、进

取”是学校领导人的心声；“敬老、
奉献、明道、求精”是学校老师们的
风范；“尊师、守训、友善、礼让”是
学校学员们的追求。十年的路是
务实的路，十年的路是创新的路，
是洒满书声琅琅轻歌曼舞的路。

千年古郡文光毓秀；东坡遗风
翰墨飘香。儋州市老年大学是传
承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乐园；儋州
市老年大学是金秋圆梦的殿堂。
在这里，我们追求知识，感受快乐，
分享健康，感悟幸福，做怡康老年
人；我们学有作为，学有进步，学有
快乐，在这里我们热爱生活，学会
生存，珍惜生命。我们步入网络，
追崇时尚，融入社会；在这里我们
华发英姿，丹心红火，燃烧余热，续
释人生正能量。

我们是逢时幸运新一代的老
年人，十年间“年轻”的老人风骚得
意，十年后的风采更加绚丽灿烂。
在金秋书山上更怡兴游学；在霞晖
学海中更纵情欢歌。在新时代复
兴路上，我们仍有金色的梦。

借此机会，谨以代表全校师
生，向市委市政府，市委组织部
（市委老干部局），以及历年来关
心支持儋州市老年大学建设发展
的各部门，各市县兄弟单位，和
社会各界热心朋友表示衷心感谢!
（作者系市老年大学常务副校长）

校庆致辞
□ 陈德贤

2009年 9月儋州市老年大学创
办，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弹
指一挥间，走过了10年光辉的奋斗
历程。

在刘治尧校长的带领下，领导
班子成员发挥了集体领导智慧。具
体分管各个班级的各位副校长起着
螺丝钉标杆作用。通过群策群力，
集思广益，在没有现成的规章制度
和教材教案情况下，自力更生，艰
苦奋斗，以摸着石头过河的敬业精
神，摸索出一条行之有效的办学经
验，指导和推进办学进程。第一，
在教学上以“三个课堂”互动贯穿
着整个教学全程，通过外出参观采
风、教学和班长活动日等方式，有
效地巩固和完善第一、二课堂成
绩。第二，走出去参观采风与请进
来讲座辅导，相互交融，取长补短
是一条不可或缺的治学理念。这些
年学校曾先后到上海、浙江以及海
口、三亚、琼海、定安、澄迈等市
县老年大学参观取经，汲取别人先
进经验，弥补自己的不足。近日海
口、澄迈老年大学到我校参观采
访，相互交流，对我校有所启迪，
效果良好。第三，经常善于总结学
校办学经验，丰富办学智能，应用
于所需实际。树立以德育人，发挥
学员余热，学有所成，涌现一批品
学兼优的典范人物，促进学校良好
学风建设和形成。

近年来刘校长因病休养，由常
务副校长陈德贤主持学校的日常工
作，在陈德贤常务副校长的创新治
学理念指导下，儋州市老年大学开
始时，学员人数不到100人，现在发
展到1500人。拥有30多个班级专
业。如东坡文化研讨班、诗联班、
文学班、英语班、书法班、绘画
班、摄影班、电脑班、养生班、2个
太极拳班、调声班、腰鼓班、健身
球班、管弦乐班、二胡班、弹拨
班、电子琴班、高级舞蹈班、交际
舞班、3个民族舞班、4个声乐班、
特色调声班、形象班等等，还有大
同、东风、先锋三个分校。教职员
工近100人，是一所具有一定规模和
水平的老年大学。

提倡尊师爱校，团结和谐进步，
纪律严明，文明治学，故有良好的校
风、班风和学风，出现一批批的好班

级、好老师、好学员。例如先进班级，
有东坡文化研讨班、养生班、高级舞
蹈班等。优秀教师有王培志、司马晓
红、张锦寿、吴绍里等。优秀班长有
温炳妹、何达才、林发康、李德明、陈
琦等。以黎庶安、张桂秋、温炳妹明
星学员为代表的100多名优秀学员。
又如研讨班学习委员羊赤波，在班里
不仅学习成绩好，在经济上更是无私
奉献，济贫助学。林振强老师因妻子
长期患病，家庭经济困难，羊赤波捐
赠5000元，加上班里学员捐款将近1
万元，解决了林振强老师出书经费困
难，此事在校传为佳话。

在全国、省、市县散文、诗词、对
联、书法、山歌等大赛中，我校学员发
挥创作水平，荣获一、二、三等奖和优
秀奖等奖项，据不完全统计有将近百
名人次获得了奖金、奖品和荣誉证
书。高级舞蹈班曾参加北京全国民
间舞蹈演出，获得“金舞杯”奖，后由
全国民间组织组团到韩国、日本等国
进行民间文艺演出交流。大同分校
组团到香港文艺演出，获得一等奖。
海南省举行太极拳剑大赛，我校太极
拳班参赛表演获得好成绩。因此，我
校在国内外享有名誉和声望，大大地
鼓舞了学员们继续努力更上一层楼
学习的热情。

上学期开学，在陈德贤常务副校
长的策划和主导下，学校成立三个办
事小组，即宣传报道组、思想品德教
育组、文艺协调组。三管齐下，各自
履行职责，各显神通。宣传方面以宣
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党的政治思
想统领学校教育和学习，把教育和学
习作为党的政治服务。其次宣传老
年大学建校10周年所取得的辉煌成
就。把老年大学的业绩传递出去，使
人们了解老年大学、支持老年大学。
为此曾邀请市新闻中心和市广播电
视台等媒体为儋州老年大学宣传报
道工作助一臂之力。其次对学员思
想品德教育，强调纪律，以促进校风、
班风、学风更加好上加好，好人好事
多多。再是搞好文艺协调工作，多出
戏、出好戏，提高艺术创作水平，汇报
演出成果，群众好评，喜欢观看，把老
年大学文艺工作搞得更好更出色。

谨以此向国庆70周年暨老年大
学建校10周年献礼！

（作者系市老年大学副校长）

我和老年大学
□ 谢 敏

我是儋州市老年大学的一名声
乐老师，自2012年任教至今已七年
了。由开始一个教学班到现在的三个
教学班，加上大同分校声乐班，4个
班学员人数达200多人，教学之余，
积极组织学员参加各种演出、比赛。
在2015年，我指导的老年大学合唱
团代表儋州市文体局参加了海南省
艺术节的合唱比赛，荣获三等奖。
2016年全省老干部合唱展演，我们
的节目成为儋州市的唯一代表演出
团。展演非常成功，七年来，我的工作
得到学校的肯定，学员们的喜爱，多
次荣获学校优秀教师称号。在此，真
诚地感谢学校领导，感谢学员对我的
关爱与支持。回顾七年来的老年大学
的教学历程，谈谈几点体会：

相互尊重 因材施教
声乐班的学员多为 50后、60

后，他们在读中小学期间时逢“文
革”，基本没有上过什么乐理知识，
歌唱技巧课，大都是本色演唱或模
仿，但是他们酷爱唱歌。针对学员的
特点和爱好，我认为，因材施教尤为
重要。在讲授乐理知识与唱歌技巧
的同时，首先要保护他们的那份热
爱唱歌的积极性，树立他们的自信
心，大胆开口。有一位学员叫郑仁
佑，70岁，曾经是渔民，对于唱歌来
说可谓零基础，普通话都说不清楚，
他说：老师，我初来时很不自信，常
常不敢开口，但是你在课堂上，时常

鼓励我们，给我们信心，你上课总是
那么的亲切，让从一首歌都不会唱
的我，到现在可以唱好几首歌，并且
还敢在歌厅唱歌。儿子们看到我的
进步，都很高兴，鼓励我说是学会一
首歌就奖励1000元。七年来，我不
断探索适合这个群体的教学方法，尊
重学员，爱护学员，根据他们具体情
况，边教边调整教学方法，得到广大
学员的认可。好多学员七年来一直跟
着我，他们非常有感情地对我说，不
管唱得如何，我们就是每周都要来学
校看你一眼。有一位湖北的候鸟学
员，名叫杨山，得了脑溢血住院，病情
稍稳定，就急着让女儿搀扶着来上
课。我为我的学员学习精神感动着，
这也成为了我不断前行的动力。

精选教材 用心授课
老年大学没有现成的教材，由

于学员水平参差不齐，确定教学内
容也颇费心力。选歌唱曲目时，注意
精唱、泛唱与选唱的区别，尽可能根
据学员情况，选一些适合他们唱的
歌，同时兼顾知识点，不同节拍，不
同民族，不同风格，结合歌曲讲乐
理。注意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比
例，用心上好每一节课。对于精唱歌
曲，要求他们背歌词，并耐心地传授
自己背歌词的经验与方法，比如注
意歌词的连贯性，场景的联想等等，
当学员们背熟一首又一首的歌词
时，积极性大大提升，成就感满满。

对于泛唱的歌曲，快速教唱，然后把
原唱发到群里，课后自己点唱。选唱
歌曲会难一些，有歌剧，有戏曲，适
合水平高一点的学员，上课时或范
唱或听原唱，让学员广泛接触各种
歌曲，让不同层次的学员的歌唱水
平都有所提高。

相互交流 分享快乐
在教学的实践中，使我深深体会

到，要增强班级荣誉感和凝聚力，强
化课外教学活动是非常有效的途径。
我每学期都组织一次规模较大的第
二课堂活动，四个班级，每个班级出
三至四个节目比赛，提供展现自我、
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的平台，加强了
班与班的联系，增强班级集体的凝聚
力。多年来学员们对第二课堂这一活
动非常认可，热情很高，积极组织排
练，并根据节目要求，自费购买演出
服装。时下，第二课堂成为学员们每
个学期的喜爱和期望、分享快乐的场
所。此外，为了跟上时代新潮，让学员
们也赶赶时髦，组织学员到夏日广场
搞快闪活动，得到了学员们的积极响
应，二百多人着装艳丽整齐，化上淡
妆，在商场内激情演唱，最后还将场
外的观众一起吸引过来唱调声，场面
热闹壮观，学员们非常兴奋。丰富多
彩的课外活动，不仅提升了老年人的
生活质量与情趣，更重要的是扩大了
老年大学的影响和知名度。

（作者系市老年大学声乐班教师）

我是儋州市委宣传部门的退休干部，多年以
来对东坡文化和中华诗词艺术有着浓厚的兴趣和
爱好。

2009年9月在儋州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和支
持下，创办了儋州市老年大学，并开设了东坡文化
和诗词研讨班。我虽然已经82岁的高龄，但是积
极报名参加学习，成为老年大学的学员。

在上学的十年中，我在儋州市诗联名家韩国
强、林振强、张锦寿等老师的精心指导下，并与学
员们深入探讨交流，相互学习，共同进步，使我对
诗词文化知识有了深刻的认识，创作水平有了很
大的提高。

在学习的十年中，已较全面地掌握诗词的基
本知识。诸如格律、平仄、对仗、失粘、三仄脚、三
平脚、犯孤平、押韵、拗救等，也学会了诗词创作的
某些技巧和表现艺术，从而激发了我在诗词创作
的兴趣和热情。十年来，我创作了诗词联4000多
首（副），出版了《晚霞集》和《晚霞集》（增本），主编
《松林春苑》等诗联专著。在参加全国、省和儋州
市的诗联比赛中，获得多个奖项，遂了自己平生的
夙愿。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在老年大学诗词
班学习的十年中，虽然我为耄耋之年，年老多病，
但从不缺课，把到校上课学习以及诗词创作作为
精神上的慰藉。今年我已92岁高龄，我会持之以
恒地去学习和创作，做到活到老，学到老，生命不
息，学习不止。 （作者系诗联班学员）

因材施教 快乐教学
——在市老年大学声乐教学的几点体会

□ 司马晓虹

校庆十年，师生欢呼，回首往
事，历历在目。儋州市老年大学在
上级有关部门及校领导和全体师生
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辉煌业
绩。

2011年2月，我荣幸地受聘为
学校养生班教师，至今任教九年
了。想当初我只是一名普通的退休
医师，从未担任过老年大学教学工
作。于是下决心在干中学，学中
干，在游泳中学会游泳。老年大学
学员年龄及学历参差不齐，且医学
基础知识比较欠缺，又无现成教
材。我根据他们的养生保健需求，
没有教材就自己编。遵循老年大学

“寓乐于学，修德健身，以学促
为，服务社会”的办学宗旨，在教
学中，我决定摸着石头过河。把

“传道、授业、解惑”作为己任，
努力将教学中的科学性、逻辑性、
艺术性有机地结合起来。为了帮助
我提高教学水平，上课不久学校领
导到班上听我讲课，评教评学，对
我的教学给予肯定，鼓励我大胆尝

试，勇于探索，找出老年教育的方
法和规律，不断总结经验加以提
高。同时指出在教学中，切勿“满
堂灌”“填鸭式”，提倡“启发式”

“多样式”。在聆听指导的同时，我
还在教学交流会上，努力学习王应
兰、司马晓虹等老师的教学经验，
结合学员们的教学反映和需求，不
断改进教学内容和方法。郑开华主
任和黄玉香老师给我提供了“无龄
感”、“老年痴呆很可怕，预防原来这
么简单，96%的人不知道！”的教学
内容。温班长还经常为我寻找养生
资料信息。满满的正能量，更加充
实了我的教学内涵。把“乐中学、学
中乐、学员需要什么讲什么”提升到
更高层次。在讲课中我把自己亲身
实践的养生保健知识和技能，概括
为“廉”（价廉）、“简”（简单）、“便”
（方便）、“验”（效验），深入浅出地传
授给每个学员。在教学中努力实施
学校倡导的三个贯穿，二个优化，三
个扩展，树三风有机地融入到我的
教学实践中。我逐渐领悟到把养生

保健教育贯穿到三个课堂之中是何
等重要，体现了学员们的求知需
求。以健康为中心，健康第一的理
念逐渐深入人心。我校所有的专业
都有养生效果，然而侧重点有所不
同，有的是重在精神养生，有的重在
运动养生，有的重在膳食养生，有的
重在药物养生。根据各人的体质、
年龄、性别、兴趣、健康状态，把上述
四种养生方法都结合起来，则养生
健康效果更佳。老年心理状态比较
特殊，在教学中如何因材施教并找
出内在规律及更好的教学方法呢？
为此，我努力去寻求和探索。经过
九年的教学实践，我边教学边研究，
边撰稿，已写了十篇教学文章，其中
在校刊登四篇。八次被学校评为优
秀教员，一次明星老师。

十年来学校在逐年成长，每年
一个新台阶，“忆往昔，峥嵘岁月
稠”。亲爱的儋州市老年大学，我为
您的成长欢呼歌唱，同时我也为能
跟随您一起成长感到自豪和骄傲。

（作者系市老年大学养生班教师）

我与老年大学共成长
□ 王培志

学习诗词的
收获和感悟

□ 黎庶安

□ 陈德贤
夕阳枫叶红霞，童心白发金花，
曼舞轻歌韵雅。诗书琴画，
看风骚老年华。

□ 谢 敏
大学雄风展，桑榆晚景明。
诗词呈异彩，歌舞乐升平。

□ 曾传鲁
十载耕耘翰墨田，栽桃育李满园妍。
高枝自有鸟投宿，信是黉门别有天。

□ 吴震海
老年大学日驰名，桃李栽培叶茂青。
书法诗词歌舞棒，东坡文化悦心情。

□ 黎庶安
日未东升校沸腾，蜂腰蝶羽舞姿轻。
红绸飘动如波浪，胜似群仙富表情。

□ 吴绍里
金风习习日融融，盛会腾腾意气浓。
台上园丁鱼得水，堂中学子燕迎风。
老龄教化花初艳，新政文明果已丰。
遥望杏坛朝与晚，夕阳朝日两争红。

□ 何达才
十年办学铸辉煌，文化传承翰墨香。
铁画银钩呈特色，调声舞曲尽悠扬。

校庆10周年诗词选

图为儋州市老年大学建校十周年校庆大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