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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节日

编者按：

饮酒、赏菊、登高、插茱萸……又是一年重阳节，在这个中

国的传统民俗节日里，孝老敬亲是不变的主题。农历九月恰

逢菊花盛开之时，举家宴饮赏花正当时令，饮酒、赏花、吟诗、

作对，哪一件不是过节的雅事？

《扬州览胜录》有载：“每岁重阳前后，村妇担菊入城，填街

绕陌，均以教场为聚集之所。”菊不但花姿艳丽，它所彰显的高

洁傲霜的品性尤其为人们所崇尚颂扬。近代有位扬州的画家

名吴笠仙，名树本，号秋圃老人，擅画人物、山水、花鸟，亦工诗

及篆刻，中年后他主攻菊花，人称“吴菊仙”。吴笠仙晚年居上

海，与缪谷英、谢公展并称“海上三菊”。今日，本刊展示几幅

“笠仙菊画”，配以津人重阳诗词，请读者品赏，共度重阳佳节。

岁至重阳 诗画菊香

鹧鸪天·重阳抒怀
通明

岁月如梭鬓染霜，登高眺远雁鸣扬。

桂园满树呈金彩，菊谷圆花簇嫩黄。

迎笑靥，醉秋光。骚朋雅聚度重阳。

闲情逸致风流竞，浅唱低吟竞锦章。

七律·再过茱萸山
杨卓

茱萸再遇客他乡，红尽山巅赤日慌。

举目已寒谁共烈，知音未老自吟长。

裁枝念往提篮逸，赏菊将怀纵酒狂。

野色曾收今古月，关情总是在重阳。

七律·重阳节踏秋
李鸿国

节值金风兼玉露，踏郊移步走山丘。

但看红枣南坡挂，且有黄梨北岭留。

遍拾东篱寻野菊，闲来西峪踩青沟。

扶云凌绝登高顶，也学茱萸插满头。

画堂春·今又重阳
张玉振

金秋寒月又重阳。登高携手亭廊。

赏诗词菊韵文章。醇液流觞。

霜染栌枫落叶，枝垂红透东窗。

远朋来信慰安祥。几首诗香。

七绝·重阳节
听雪

云闲秋远登高日，夜冷霜寒落叶黄。

紫菊临风濡细雨，丹枫对月染重阳。

临江仙·重阳感怀
金连松

欲上枫桥薄雾，更逢霜路重阳。

蓬芦枯絮惹花黄。小舟横野渡，谁钓一寒江。

无奈东篱寂寞，何堪北渚思量。

莫教携酒向疏狂。年来空白发，今夕夜还长。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社会生活

发生了很大变化，同样给老年大学的教学

工作带来了很多不便。在市教委“停课不

停学”的要求下，和平区老年大学充分发

挥数字化远程教学优势，创设了线上线下

融合的教学新模式，满足了老年学员的学

习需求。

志愿服务助力平稳开学

春秋两季开学，首要的是抗击疫情，保
持平稳开学。和平区老年大学的线下开学
坚决做好预案和各项防疫工作，线上教学已
成为开展教学活动的新常态，老年人上网课
也能老有所学。

为保证线下正常开学，对学员从进学校
到离开学校的全流程的每个环节做出预案，
明确责任，落实到位，全覆盖不留死角。在
物质准备方面，学校投入6万元购买了防护
物资。加大宣传力度，学校制作小视频，通
过公众号、教师群、班级群传达上级相关部
门关于防疫的指示，让每位师生积极做好个
人防护，做到开学进校不聚集，保持社交距
离。每天进校都有党员骨干和志愿者参与
服务，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他们之中不少人
年过70岁，但都能克服困难早到校。钢琴
班志愿者徐志仁因为倒课，上课时间变了，
但仍然按时到校参加志愿服务。班长杨丽
敏、孙玉敏、王兰承担着繁杂的班级服务工
作，也投入到服务行列为保证平稳开学做出
贡献。为此，学校召开“和平区老年大学志
愿者服务表彰会”对表现突出的57名志愿
者进行了表彰。

线上教学满足学员学习需求

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和老年人认知程度
的不断提高，老年人对网络学习的需求和依
赖程度也不断增强。疫情防控期间“停课不
停学、学习不延期”数字化教学资源和线上学
习平台发挥了重要作用。和平区老年大学通
过组织发放全国老年大学远程学习网的学习
账号4300个，并发放了课程介绍和登录指南；
同时，在区有线电视台播放学习课程，师生自
发线上学习交流，满足了学习需求。

在日常教学中，该校利用QQ群、QQ
远程课堂、微信群……进行远程授课，现场

直播和录制微视频等教学方法，辅助教学并
为学员答疑解惑，线上线下交流学习体会，
实现师生间、学员间的互动，对扩大学员知
识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

数码后期班的赵文铎老师利用QQ远
程课桌平台，现场互动，与学员分享作品，激
发学员积极性。学员陈平在社区带领老年
人参加网络学习，被和平区民政局评为“网
络领航员”。数码画册制作班的陈士源老师
在QQ群采取录制微视频的教学方法，还发
给学员辅助素材，鼓励学员创意和上传作
品，接受老师讲评。音乐班的李靖老师举办
了线上音乐会，串场、访谈不输专业。瑜伽
班的王伟老师组织学员微信直播，受到学员
的欢迎。山水画班的柳河老师、花鸟班的肖
丽君老师则利用微信群，对学员上传的作品
进行点评。疫情防控期间，许多专业老师都
开展了与学员的线上互动。

庆祝建党百年节目异彩纷呈

在庆祝建党100周年活动中，现代化的

教学手段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陈士源老师
指导数码画册班、会声会影班的同学们制作
了庆祝建党100周年活动的小视频。舞蹈
老师董丽萍为11个班编排了舞蹈节目并举
办了汇报演出，她还多次带领学员参加和平
夜话·津湾之夜的大型演出活动，营造浓郁
的宣传氛围。教授书法的王闰浩、余淑梅、
张文琴等老师带领学员与宁夏路社区、艺苑
书画社联合举办了“艺缘红歌笔会唱响百年
华诞”活动。书法、绘画、摄影、舞蹈等多种
艺术形式同庆党的百年华诞。专业班和社
区共建、师生为社区服务、组织学员参加社
会实践，这些班级组织的活动有三个特点，
一是专业课教学渗透思想政治教育，二是面
向全体学员，让每位学员都能参与展示，三
是老师带领学员参加社区共建，延伸教学内
容，发挥了老年大学的示范带头作用，让更
多老年人受益。

线上教学日渐成为新常态

线上教学满足了老年学员疫情防控期间
的学习需求，随着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线上
教学成为老年大学开展教学活动新常态。

近期国家六部委发文，对帮助老年人尽
快掌握智能手机的使用提出具体要求。因
此，学校采取线上线下结合的方法，一是开
办智能手机使用课程，从2018起开办零基
础智能手机使用培训班，使学员初步掌握了
网上购物、生活缴费、点餐和使用微信支付
等技能。今年秋季，该校应学员要求又开设
了手机摄影班。二是通过专业课教学渗透
普及网络知识，鼓励教师采用翻转课堂教学

形式，课前或课外观看教师的视频讲解，自
主学习，课堂上学员带着问题学习，师生互
动，巩固教学效果。

多措并举让老人生活更幸福

和平区老年大学将加强“和平区老年
人远程学习网”和“和平区老年电视大学”
两个平台的建设，争取和平区老年人远程
学习网与全国各有关平台联网，以共享优
质课件资源。区老年大学将自编更多优质
课件，适应老年人学习需求。目前，学校微
课编辑录制组正在录制手机微课小视频，
帮助老年人尽快熟练掌握智能手机的使用
操作。全区每个社区都要建立3至5个老
年人的远程收视点并设辅导员；老年学员
实行注册制，每人每周至少保证学习2小
时，每月组织一次集中学习交流。区老年
大学要定期组织辅导员培训，保证各远程
收视点学习活动落实。
大力开展老年人智能技术日常应用的

教育与培训，为了提高老年人对智能手机的
操作能力，使智能手机在老年人方便生活和
远程学习中发挥更大作用。全区要加大对
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的培训力度，包括在各
老年学校老年课堂中开设智能手机应用的
课程，利用手机课堂线上教授智能手机应
用，对于少数学习难度较大的高龄老年人，
安排志愿者上门一对一，手把手培训，使尽
可能多的老年人学会使用智能手机，生活更
加丰富多彩。

和平老人的“双线乐学”生活

（接上期）

【沉醉其间】

碑林各陈列室，以棂星门中门为主轴
线，自南而北对称排列。轴线正中最前方
有座悬挂“碑林”匾额的碑亭，飞檐翘角、红
柱碧栏。此碑亭以北为碑林陈列室，西侧
为石刻艺术室。

亭内则是人称“迎客第一碑”的《石台孝
经》，因其碑文记述了孔子与其弟子关于孝
悌的对话内容而闻名。碑体呈长方柱体，四
面刻字，宽约1米，高6米有余。碑顶雕刻着
灵芝云纹簇拥的双层花冠和神龙；碑体四面
刻字，由唐玄宗李隆基亲自作序、注解并书
写，唐肃宗李亨篆额；碑座由线刻双狮和卷
草纹饰的三层石台垒起，庄严恢弘。
《开成石经》是碑林的又一重宝，是中

国最完整的一套石刻书籍。它是唐文宗太
和四年，唐王在国子监郑覃的建议下，由艾
居晦、陈珍等用楷书分写，约七年才完成。
《周易》《尚书》《诗经》《周礼》《论语》等十二
种经书内容，累累114石，文刻两面，字列
八层，共六七十万字，在华夏文化的保存和
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目光所及之处，字
字珠玑，这座大型石质书库叫人叹为观止。

西安碑林中，有一方《官箴》石刻。这
在游览中是不能错过的，一定要细寻来
看。“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
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
公生明，廉生威。”这则为官箴言饱含哲理，

道出了为官之道在于公，在于廉。
据考证，这则官箴的原创是明代霍州

学正曹端，后山东巡抚年富进行了修改并
书写。明孝宗弘治14年，泰安知州顾景祥
将年富书写的这则官箴刻在石头上，立于
州衙，用于鞭策自己，一生为官清正廉洁。
至清乾隆18年，泰安知府颜希深在府衙残
壁内发现此碑文，感受颇深。于是，他重刻
此碑并题下跋文，立在官署西厢，作为座右
铭。多年后，其子颜检在山东盐运史任上，
以父刻官箴的拓片为蓝本，重摹上石，嵌诸
厅壁，就有了浙江本的石刻官箴。道光二
年，颜伯焘携父亲颜检的官箴拓片到了陕
西延绥道任上。两年后，长安知县张聪贤，
据拓片重刻了《官箴》。这一石刻《官箴》就
是现如今西安碑林中最完整的西安本《官
箴》。在《官箴》的沿袭和传播中，颜氏三代
人留下了感人至深的故事。精辟的36字，
字字警策，句句药石，说明了为官公正，才
能使政治清明；为官清廉，才能在百姓中树
立威信。《官箴》在历史长河中流传了几百

年，其中有对官员的鞭策和约束，更有百姓
对为官者的期望。

此外，西安碑林中还有《峄山刻石》《兴
学碑》《修渠记》《修栈道记》《修城记》《修庙
记》等等，同样有着珍贵的史料价值，是华
夏的文化瑰宝。

碑刻记载了许多重要历史事件，也记
录了诸多历代人物。例如，万世师表的孔
子，统一中国文字的李斯，忠贞于蜀汉的关
羽，两袖清风的郑板桥，铁血丹心的民族英
雄文天祥，虎门销烟的一代名臣林则徐，书
法大师王羲之、颜真卿、于右任以及励精图
治的邓廷桢，推行新法的康有为等。日久
经年，忧国忧民、坚韧顽强成为华夏民族精
神内核不可或缺的成分。

【流连忘归】

是源于文史的魅力，还是艺术的感
染？我终究是被碑林深深地吸引住了。在
石刻艺术展厅前，以矩阵列队的几百根拴
马桩，每根柱头上都有精巧的装饰，有姿
态万千的鸟兽，也有神情各异的人俑。人
像造型中，有唐装的汉人，裤装的胡人，还
有卷发卧眼的高卢人，无不透露着一个信
息——几百几千年前，长安城已是中西文
化的交汇融合之地。

游览中，常有唐装女子穿越般滑进视
线，着轻罗透纱漫行于游人之间，举止娴
雅、裙裾飘逸，自然地与情、与景、与物、与
人融合在一起。擦肩而过的那一刻，不觉

丝毫的局促、矫揉与刻意。
少时读书，在艺术赏析课上，“昭陵六

骏”石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今，在
碑林石刻艺术展室得见真容，刹那间的感
受，用“惊艳”远不能形容。

昭陵六骏刻于贞观十年，是六块一组的
石雕。每块高2.5米，宽3米的青石上刻有一
匹战马，名为“特勒骠”“青骓”“什伐赤”“飒露
紫”“拳毛騧”“白蹄乌”。他们曾经是陪同唐
太宗李世民征战疆场的六匹坐骑，战功赫
赫，深得主人喜爱。石雕上的战马姿态神情
各异，线条简洁有力，威武雄壮，造型栩栩如
生，不愧为唐代石刻艺术中的杰作。只可惜
展出的昭陵六骏浮雕中，“飒露紫”“拳毛騧”
是复制品。真品于1914年被盗运至美国，现
囿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

碑林堪称名碑荟萃。从汉魏至明清，历
代的碑石、墓志，林林总总四千多块。哪一
方石刻不是出自历代名家之手？先别说，它
诞生的传奇历史；也别说，它承载的特殊意
义；更别说，它们所肩负的重要使命。这里
凝聚的是神州历史记忆，沉淀着华夏文化根
基，树立起了我们民族的精神坐标。

文化寻源古长安。碑林，是个初会便
让人深深爱上的地方。

文化寻根在碑林（下篇）
刘彩霞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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