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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安安老老年年大大学学协协办办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有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老年人口将突破3亿，将从轻度老龄化迈入中度老龄化。如
何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真正实现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本期关注全国示范老年大学——— 霍邱老年大学，展示其其在发展老年
教育、加强老年人精神关爱方面的探索。

老年大学虽然有个“老”字，却是最年轻
的教育。如今，丰富多彩的夕阳生活成为老
年人的新追求，越来越多的老人愿意走进老
年大学。在美丽的蓼城霍邱，就“深藏”着一
所全国示范老年大学。

在这里，许多白发学员“背起书包重操儿
时欢”，迈入老年大学重新过上读书生活。在
环境优美、气氛宽松的校园里，他们或歌声
阵阵、书声琅琅，或吹拉弹唱、笔墨飘香，演
绎着精彩的“最美不过夕阳红”。

思想引领 倾情服务
现在的霍邱老年大学欣欣向荣，像花儿

一样美丽，但你可知道，当初它怎样在艰难
的环境中起步，历经了多少风雨，多少人为
它奔走忙碌，才成就了今时今日的它。

1991年特大洪灾的第二年春年，霍邱老
年大学在废墟上诞生，没有校舍就用老干部
局的会议室，没有课桌，就用会议桌，没有学
员，就登门拜访去请，没有教师，就到处招
聘，经过一番努力，终于有了61个学员、两位
教师，开设了书画和卫生保健两个班，把学
校办起来了。历经30年的励精图治，现如今，
学校占地8000多平方米，有3栋教学楼，建筑
面积5000平方米，室外活动场地5000平方
米，有14个专业教室，一个安装LED大屏能容
纳500多人的演艺报告大厅，有电脑50台、电
子数码钢琴30台、投影教学设备5套，教室安
装有空调、电子黑板。全校现有5个系，专业
教师37人，开设41个专业、63个教学班，学员
1600人、班级学员4000多人次。学校已成为
广大老年朋友的学园、乐园和精神家园。

“学校自成立以来，始终把思想政治教
育摆在教学工作的首要位置。举办时政讲
堂，帮助老同志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做到‘离

岗不离党，退休不褪色’”。去年，学校组织
500多名师生参加了中国老年大学协会举办
的万人同唱一首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活动，获全国优秀组织奖，并有4名师生
获优秀网络歌手奖。除此之外，学校还举办
了书画网络微展活动，各班党小组组织学员
开展了线上重温入党誓词等多样活动。

校委成员大多是退休的老同志，大家有
一个共同的心愿：退休了还能有一个为人民
服务的岗位，是人生的一大幸事，要不负县
委的重托与厚望，一定把老年大学办好。在
一点一滴的言语中，你可以感受到，这是一
个上进创新、乐于奉献的集体，在他们身上，
你感受不到年龄的印记，一颗颗比年轻人还
热情火热的心都扑在老年教育事业上。

教学相长 充满活力
“我与老年大学结缘已经24个年头，从

教少儿舞到老年舞蹈，老年大学就是我的事
业，不管大小演出活动，我都会尽心尽力。”
舞蹈老师郭立芳坦言，自己一辈子热爱舞
蹈，其实受身体健康影响也有过退出的想
法，但领导的关心、学生的喜爱，让自己无法
停下来，“大家聚会聊天品茶，修身养性，谈
笑风生，亦师亦友，对于我来说是一段无比
珍贵的感情。我们学校就像永不停歇的舞蹈
一样，美丽而多彩，我愿意为它奉献自己。”

一支素质优良、爱岗敬业、德艺双馨、相
对稳定的教师队伍是霍邱老年大学的立校之
本，独具特色。他们都是本地某一学科内的
拔尖人才或具有一技之长的专家，技艺精
湛，教学有方，深受学员欢迎。教师队伍逐渐
壮大，好的教师引来更多学员，学校扩大了
生源， 壮大了办学规模，进入良性发展轨
道。正是有了他们，霍邱老年大学才有了高

质量、规范化的教学，才能让老年朋友过上
丰富多彩的晚年生活。

教育教学质量一直是霍邱老年大学的永
恒主题。学校建立了以“质量立校”为核心的
管理机制，做到领导重视教学，教师献身教
学，制度保证教学，科研促进教学，管理服务
教学，经费保障教学。“为确保教学质量，学
校实现了‘三化’。”王国信向记者介绍：教学
规范化。制定了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规范
了各个专业的教学内容，加强教学计划管
理，打造精品课程；设备现代化。有专门的教
室，有先进、完备的教学设施；环境优良化。
努力让环境绿起来、美起来、亮起来，创造文
明、优雅、安全、宜学环境，让学员走进学校
就感到赏心悦目，开心快乐。

在课程设置上，学校尽量满足学员们的
精神文化需求，不断创新教学内容、更新专
业，增加班级，使学校常办常新。很多学员反
映，老年大学好像老年人学习的“超市”，走
进来，想学的课程应有尽有。这是老年大学
能够吸引人、留住人、感召人的奥秘所在。学
员真正感受到上老年大学，不虚此行，缺一
课都是损失。越学越想学，越学越会学，越学
兴趣越广泛，不少人心甘情愿与老年大学一
路同行，成为“永不毕业的大学生”。

以人为本 求知求乐
2016年2月退休的朱运珍，3月就上了老

年大学，“我学的有武术、太极拳、文史，还有
舞蹈，越学越想学，越学越有劲，比如，上文
史课，我就觉得老师真是讲得太好了，自己
专门买了一本相对应的文史书，下课看，放
学回家也看，家人都说我入迷了。”在这样学
而有乐、习有所得的晚年生活中，她获得了
说不出的快乐，“有时候我在想，究竟是怎样

的幸运，遇到了一群好老师，上了一个好大
学。”

学校已编成黄梅戏、二胡、电脑等4本教
材，并在全国省级获奖，另有书法教材正在
印刷。余永年、马有彬、杜林、郭立芳老师荣
获全省老年大学系统优秀教师称号。

去年受疫情影响，学校一直没有正式开
学，考虑到广大老年朋友居家防疫时也有学
习需求，借助网上老年大学APP开通霍邱老
年大学网课教学平台。截至学期结束，共有
29名教师参与网络教学，上架网课780余节，
网课点击率达118800余人次。学校还积极申
报全省老年远程教育实验区，成为安徽老年
开放大学远程教育共建教学点，狠抓二、三
课堂，在暑假期间组织师生以班级为单位小
范围开展才艺展示活动。三个课堂的有机配
合，既丰富了教学内容，提高了教学质量，又
丰富了学员的精神文化生活，进一步推动校
园文化建设。

组织校委、教师和相关工作人员参加中
国老年大学协会、省老年大学协会举办的各
种会议和交流活动，赴上海参加“万人同唱
一首歌”颁奖活动，赴上海老年大学、苏州
老年大学开展参观交流活动，赴青岛参加全
国老年大学优秀教师观摩会，赴芜湖参加全
省老年大学(学校)示范校负责人培训班，赴
重庆参加新时代老年大学研讨会……学校组
织多种精彩的活动，注重校园文化建设，文
艺、体育活动频繁，内容丰富，成效显著。
参加省老年大学协会和安徽老年开放大学联
合举办的“乐学抗疫”线上书画展活动，参
展作品共114幅，学校获优秀组织奖，参赛
师生获一等奖1名、优秀奖3名；参加由中国
老年大学协会组织的“幸福家爸妈才艺展
示”活动，其中两名同志获得三等奖；在中
国老年大学协会组织的“线上智力竞技”活
动中，全校 1 2个班级近200名师生参加象
棋、围棋、掼蛋比赛；举办“祖国颂·夕阳
美”庆祝新中国成立71周年书画展，展出作
品120多幅。

初心绽芳华，热爱永长青。如今的霍邱
老年大学，新建了假山，粉刷了凉亭，修剪
了竹林，维修了地面，更新了门窗，修整了
讲台…… 3 0年来，霍邱老年大学锐意进
取、拼搏奋进，办学成效日益显著，老年教
育事业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充满活力与热
情的老年朋友在这里找到别样的快乐生活。

银龄逐梦 别样精彩
——— 走进霍邱老年大学

本报记者 宋金婷\文 袁洁\图

当你老了，头发白了，炉火旁打盹，回忆青春，如果
你认为这就是印象中的老年生活，那你就大错特错了，你
依然可以背起书包，捡拾初心，重回校园，在老年大学里
感受不一样的人生。
笔者在老年大学的几次采访中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当你迈入花甲之年的时候，社会会认为你不再年轻，精力
不足，反应不够，不再能够胜任工作，需要退休回家养
老，而在老年大学里，60岁却是最小的年纪，正是干事的
时候，属于自己的人生才刚刚开始，上面有大把70岁、80
岁，甚至90岁的老哥哥老姐姐带你玩。
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新的年龄分段：44岁以下

为青年人，45岁至59岁为中年人，60岁至74岁为年轻老年
人，75岁至89岁为老年人，90岁以上为长寿老人。年龄其
实只是一个数字，一个人是否年轻还得看心态，无论你是
中年人，还是年轻的老年人，只要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
那么青春就依然在。对新事物永远保持好奇，对当下的日
子心存深情，对未来的生活充满热情。在霍邱老年大学的
采访中，无论是校领导，还是学校教师亦或是学生们，笔
者都从他们身上感受到追求美好生活、热情积极向上的火
热之心。当你热爱所做的事情，那么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比
前一天感到更加快乐。
人人都会老，没有皱纹的祖母是可怕的。但，人不怕

容颜沧桑，就怕心的苍老。一颗苍老的心，如同黄昏日
暮，看不见明媚阳光，心中只有黑暗蔓延。年轻，不仅仅
是指年龄的大小，更应该是饱满的精神状态和积极阳光的
心态。毕竟，热爱生活，永远不分年龄。

当越来越多的人涌向繁华都市，也有一群人
选择逆向而行，走进深山，坚守农村，支撑起乡亲
们健康生活的希望，他们就是扎根农村基层的驻
村帮扶医生。2019年8月，根据安徽省健康脱贫

“百医驻村”行动安排，市人民医院急诊医学科主
治医师吴三永来到黄山市歙县武阳乡方村开展
为期两年的驻村健康脱贫工作。两年的时光对于
普通人来说，似乎不算什么，但对于缺医少药的
偏远山区居民来说，这位村民口口相传的“吴医
生”切切实实给他们带去了健康和希望。

用脚丈量
方村坐落于歙县东南部，距县城35公里，是

典型的人多地少深山村，往返县城一趟，翻个山
头，就得花上1个多小时。该村常住村民800余人，
老年人和留守儿童居多。这里山高路远、坡陡弯
急，旁边就是万丈深渊，只有当地经验丰富的司
机才能驾驶通过。村民们出行不便，吴三永就自
己骑着摩托车，坚持前去巡诊。有时清晨他与晨
雾一起出发，赶十几里的山路去村民家走访。等
到傍晚夜幕降临之后，他还在蜿蜒的山道上往回
赶。碰上不好的天气，他就只能翻山越岭，步行前
往。虽然路途遥远，但吴三永始终坚持用脚步去
丈量这片土地，用爱心为当地村民的健康保驾护
航。

82岁的方奶奶跌倒摔伤头面部，需要每天上
门清创换药，李奶奶家的小孙女发烧了、吴爷爷
在家腰扭伤了……无论大病小病，有能力的到卫
生室来，吴三永在诊疗室看，行动不方便的，吴三
永骑着摩托车到家里看，只要一个电话，无论什

么时候，无论什么时间，吴三永从不推脱，随叫随
到。

经过一段时间，“吴医生看病态度好、见效
快”的消息在村民中一传十、十传百，很多患者慕
名而来。久而久之，村里来了个大医院的名医的
消息不胫而走，每天前来就诊的患者络绎不绝，
山村里的小诊室也变得热闹起来。

乡村卫生室人手少、设备有限，为了给村民
们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吴三永除了在村卫生室
坐诊之外，还安排时间主动去各村民组逐户巡
诊，带着必备的诊疗仪器和工具上门服务，了解
村民的健康情况并适时予以必要的医学指导和
科普知识宣教；另一方面，针对有微信的村民，建
立一个微信群，村民们在家有了什么小病小痛不
舒服，只要艾特一下吴医生，能在微信里指导解
决的，就不必走山路到卫生室来了。

吴三永说，“到这来了以后，手机就没有关过
机，就怕村民们找不到我。”而吴三永的细心和耐
心，受到村民们的认可和欢迎。

从抗疫到防灾
将时钟拨回2020年的春节，随着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蔓延，在六安休假的吴三永
待不住了，匆匆地在家过完年后，带上传染病医
学书籍和从医院申请的口罩，提前结束假期，告
别家人，前往驻村点。

吴三永一回到村的第一件事就是梳理和摸
排村里湖北籍返乡人员的分布情况。经过走访，
得知村里共有10名从外地返乡人员，其中武汉返
乡的有7名。吴三永立即挨家挨户上门给他们建
立返乡人员登记表和联系卡，要求其居家隔离，
并每天两次进行体温检测。

元宵节当天，吴三永像往常一样六点起床，
骑着心爱的摩托车赶到村卫生室，接诊一些患有
慢性病的患者和感冒发烧等常见病的人群。一上
午的工作丝毫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趁着间隙，
吴三永马不停歇到分布在不同村组的10个返乡
人员家中查看居家隔离情况，忙完后返回村卫生
室时都已经过了饭点，顾不上吃饭，空着肚子连
忙来到乡卫生院备齐村民需要的药品和办理村
民看病报销的发票，并将上午登记情况上报相关
部门。下午，沿着蜿蜒崎岖的山路，吴三永前往山
旗寨组，“大叔，这两天村里有没有来生人啊？”

“姑娘，最近可有发热咳嗽乏力的不适症状？”“爷
爷，您这是去哪儿，您的身体不太好，这段时间尽
量在家里休息，不要到处走动”……吴三永走户

串组，向村民了解情况，宣传防护措施，将防疫知
识普及给村民。

疫情刚刚好转，7月，歙县境内又发生严重的
洪涝灾害，武阳乡也是其中受灾较严重的区域之
一。清除淤泥、环境消杀、防疫宣传……吴三永发
挥“革命战士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的精神，
和武阳乡卫生院的同事们一起趟着水来到街头、
商铺、居民家中、灾民安置点宣传疾病的预防，帮
助村民清除淤泥，对驻村村委会、卫生室、马路、
厕所等处环境进行不留死角消杀，向村民宣教洪
灾过后的疾病预防，为村里的老人提供健康体检
服务。吴三永还主动请缨赶往歙县，对县城受灾
程度严重的企业厂房进行清理淤泥和环境消杀
工作。天气炎热、臭气熏天、消毒水刺鼻，吴三永
汗流浃背，一件黑色的外衣因消毒液体脱了色，
他毫无怨言。

用爱护航
乡村卫生室人手少、设备有限，为了给村民

们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吴三永除了在村卫生室
坐诊之外，还安排时间主动去各村民组逐户巡
诊，带着必备的诊疗仪器和工具上门服务，了解
村民的健康情况并适时予以必要的医学指导和
科普知识宣教。58岁方日华患者，反复出现心慌
不适5年余，突发突止，曾到歙县县医院、黄山市
人民医院做过动态心电图及住院一周未查处病
因，吴三永凭借在医院的经验考虑为室上性心动
过速，他嘱咐患者发病时立刻联系自己，做出明
确诊断后，帮助其联系黄山市人民医院转诊行射
频消融根治治疗。康复后的方日华再见到吴三永
没有其他话语，只是一遍又一遍地说着“谢谢”，
送上一面“医术精湛，热心关怀；医德高尚，温暖
人心”锦旗。那一刻，吴三永的心暖暖的。

在吴三永和其他签约医生的共同努力下，武
阳乡家庭签约考核由2019年倒数第3名到2020

年全县第9名，方村家庭签约考核满分；方村完成
高血压、糖尿病、肺 核、精神病的四个季度各项
考核任务；方村老年人健康管理率达80 . 96%(抽
血、心电图、B超)。两年来，吴三永为武阳乡乡村
干部、村民及卫生院医护人员开展培训，为当地
村民开展健康讲座60次，参与乡里举行地质灾害
演练4次，救治转运伤员，得到乡政府领导和村民
的好评，进校园宣传新冠肺炎防控、预防蛀牙3

次。在省卫健委的支持下，他第一批领到新的一
体机，可以兼顾测血糖及尿常规的检查，截至目
前共检测5700人次，智医外呼保持每周活跃度。

他还积极寻找合适人员，发挥“传、帮、带”作用，
把自己的医学知识、技能、经验传授给村卫生室，
培养后备人才，查房带教43次，带教一名乡卫生
院全科定向生和一名卫生院医生，在公卫和签约
服务方面指导开展工作，进行查房宣教，在清创
缝合方面手把手教导，遇到危急抢救的病历带在
身边教育，提高当地医务人员日常诊疗及危重症
患者救治水平。

驻村两年来，没有人知道吴三永走过了多少
山路、踏破了多少双鞋，他和这些病人的关系早
已变成了邻里乡亲的关系，“我是一名医生，为病
人们解除痛苦就是我的职责。医者仁心，就是我
们医生的初心。”

这世界上，
有两个职业与
“德”息息相关，
一个是教师，一
个医生，前者教
化灵魂，后者医
治身体。医者，平
凡而伟大，健康
所系，性命相托，
在没有硝烟的战
场上，与病魔零
距离拼搏，把青
春和理想献给医
疗事业，把健康
和生命带给患
者。
医生，一个

神圣的名字，从
希波克拉底誓言
到“不为良相，便
为良医”，再到
“德不近佛者不
可为医，才不近
仙者不可为医”，
医生被赋予了崇
高的使命，它犹
如茫茫大海中的
一盏明灯，指引
着人们朝健康的
方向不断前行。
他们确实很累，春夏秋冬全年无休；他

们的确很苦，通宵达旦夜不能寐；他们也
很委屈，缺少尊重不被理解……但他们无
怨无悔，心中的那份执着让他们义无反
顾。医者仁心、济世苍生，这就是所有医生
的共同心声。对于医生来说，这不仅仅是
自己的职业，更是一项事业，因为职业仅
是谋生，维持生计就够了，坚持每天七八
个小时的工作即可。但医生不同，他们永
远没有正常的上下班时间，因为疾病从不
分时间，除了不固定时间的上班外、还需
要不停地学习、研究、探索，并且需要坚持
不懈，为之付出、为之奋斗。
在方村的700多个日日夜夜，吴三永被

村民的质朴深情所感动，村民也同样对吴
三永的用心医治深怀感激，他们用近200
个签名和红手印来挽留这个走村串户的
“吴医生”，表达心中的深情。医生，这个职
业从来都不是只凭技艺定乾坤，它是一个
良心活，只有懂得敬畏生命，才对得起病
人的托付。一双温暖的手，一颗仁慈的心，
身为医者，看的是病，救的是心，开的是
药，给的是情。
一身白袍，专心，冷静，医术精湛；一

个微笑，细心，温暖，亲和待人。这样的一
群人，值得被整个世界温柔以待，致敬每
一位平凡而又伟大的医生！

山里来了个“吴医生”
本报记者 宋金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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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永远不分年龄
宋金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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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舞蹈蹈班班里里““夕夕阳阳红红””们们神神采采奕奕奕奕。。

喜喜获获荣荣誉誉。。
黄黄梅梅戏戏班班歌歌声声悠悠扬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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