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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有所学很重要老有所学很重要

老年大学不再收“超龄”学员，你怎么看?
日前日前，，瀛通老年大学发出通知瀛通老年大学发出通知，，学校将不再接收学校将不再接收8080周岁以上的老年学员周岁以上的老年学员。。一石激起千层浪一石激起千层浪，，不少不少““超龄超龄””的学员们表示如果没有老年大学的学员们表示如果没有老年大学，，自己的自己的

业余生活将从业余生活将从““多姿多彩多姿多彩””变成变成““无所事事无所事事”。”。校方则表示校方则表示，，做出这样的决定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出于安全等多方面因素考虑是出于安全等多方面因素考虑。。本期话题就此展开讨论本期话题就此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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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 60多岁的“初老”年
人。近年来，沐浴在党和政府的好政
策下，退休工资连年增长，老年生活有
滋有味。生活有保障了，总想学点什
么，对老有所学的愿想也越来越强
烈。可是，老年大学常常处于供不应
求的状态，不光是我，连很多80多岁
以上的“老老”年人都有很强烈的学习
愿望。因此，我提出几点建议：

希望镇上的社区学院要更加关
注我们老年人的学习需求。要分层
分类开设培训班。可以针对“初老”

“中老”“老老”等不同年龄层次，开
设诸如摄影、乐器、广场舞、书法、养
生等有针对性的培训班，让各个年
龄层次的老年人都能老有所学。要
更加注重学习安全。要提高安全管
控能力，同时也要配备校医，一旦老

年人的身体发生问题，可以及时得
到救助。

政府要鼓励村委就近满足老有
所学诉求。可以采取送学上门的方
式，推动区、镇两级老年大学（社区
学院），通过派遣老师、提供资源等
方式送学到社区，让老年人在家门
口就能够得到心仪课程的培训服
务。可以鼓励村委举办老年培训
班。这方面目前条件可能还不具
备，需要政府在资金、师资等各方面
加以协调，一旦形成良性循环，我们
老年人老有所学的心愿将完成地更
有质量。可以适当采取一定的资金
扶持的方式，鼓励老年人成立兴趣
小组，通过自发的、民间的方式，推
动老年人一起学习、聊天，也能给自
己的晚年生活增添色彩。

老年人自身也要合理地追求
学习愿望，要量力而行地进行学
习。老年人毕竟年龄大了，身体
机能退化，要根据自己的年龄段、
身体情况，选报适合自己的班次，
毕竟身体健康和安全是最重要
的。要相互体谅学习愿望。独乐
乐不如众乐乐，我们每个老年人
也不要“滥用”学习资源，一定要
把课程报满,应当选取自己最喜
欢的课程开展学习，适当“让出”
一部分资源给其他老人。

每个人都会有老的这一天，希
望政府、社区，包括我们自己在内，
一定要以更大的善意来对待老人，
多考虑一点，多想点办法，一定能够
解决好“老有所学”这件事。

□ 竖新镇 黄锦芳

各方观点各方观点

上海崇明瀛通老年大学创办十
多年来，受到了本区广大老年人的
欢迎，不少老人已成为它的忠实粉
丝，在他们眼中，老年大学是他们老
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温馨
家园。最近，校方发出通知，将在下
学期对老年学员的入学年龄规定在
50-80周岁。一石激起千层浪，这
一新规让“超龄”的学员们有些“想
不通”。

现年 90岁的沈锦霖是老年大
学的忠实粉丝，学校创办后她一直
在该校学习至今，十多年来她参加
了书法、美术、工艺、烹饪、麦秆画、
电脑、保健等诸多课程。沈锦霖告
诉记者，老年大学的学习让她受益
匪浅并得到了快乐。“前不久，得知
校方下学期开始不再招收80周岁
以上的学员，我觉得不妥。”沈锦霖
认为，学校不该对入学年龄实行“一
刀切”。

采访中记者发现，那些80周岁
以上的学员，普遍对学校的新规表
示不理解。为了解该新规出台的背
景情况，记者随后走访了崇明瀛通
老年大学。

“我非常能理解沈锦霖的心情，
她是一个热爱生活、热爱学习、多才
多艺、充满活力的老人，如今因为年
龄原因被老年大学‘拒之门外’，她
心里的失落感是可想而知的，我非
常能理解！”崇明瀛通老年大学常务
副校长王愫怡解释道，对招收老年
学员的入学年龄作出限定，并非只
有崇明瀛通老年大学一家。从今年
5月起，全市老年教育机构都将实
行上海市教委终身教育处和上海市
老年教育小组办公室的规定，即在

“上海老年教育信息化管理平台”报
名系统中，对老年学员的入学年龄
作出明确规定。根据上海市老年大
学和各区老年大学对老年学员的入
学年龄要求，结合本区老年教育实
际情况，瀛通老年大学做出了“老年
学员入学年龄控制在50-80周岁”
的规定，而全市各乡镇、街镇的老年
学校入学年龄大多控制在75周岁
以内。王愫怡表示，该规定的出台
主要出于对老人身体健康和出行安
全的考虑。“80周岁以上的老人属
于高龄老人，他们坚持学习、乐于学
习的精神值得肯定，更值得我们学
习。但对于80周岁以上的高龄老
人而言，在每天上学、放学途中的身
体健康和安全状况的确也充满风
险。”王愫怡告诉记者，“上学期学校
保健老师给所有老年学员做的一份
健康调查问卷显示，80周岁以上的
高龄学员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
病、支气管哮喘及心脑血管疾病等

慢性病的比例较高，部分高龄学员还
有手术史。目前学校只有一名保健老
师，对于高龄老人的现场医疗急救和
日常保健方面的力量显然是不够的，
而学校的设施设备也并不能满足高龄
老人的学习需求，例如缺少针对高龄
老人学习的防摔缓冲式地板、教学墙
体安设弹性扶手围栏、适合高龄老人
的缓步台阶等；连学校的卫生间都是
借用校园外墙处的公共厕所，确实不
适合高龄老人在校学习。”

当记者询问如果高龄学员出具家
属同意书和健康证明后能否继续留校
学习时，王愫怡表示：“这些问题学校
也请教过专业人士。由于高龄学员是
成年人，并非未成年人，无须所谓监护
人同意，因此家属同意书并不具备法
律效力；而医院开具的健康证明也只
适用于旅游等短期活动，无法用来证
明高龄学员长达一学期乃至一学年的
身体健康状况。从今年5月开始，全
市各级老年教育机构的教师聘任、课
程设置、教室安排和学员报名等工作，
都已纳入‘上海老年教育信息化管理
平台’，进行统一规范管理。”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崇明瀛通老
年大学现有近80个班级，每班容纳人
数在30人左右，但在校学员却有1500
多名，学习人次达到2800多人次。而
且由于老年大学没有“毕业”一说，很多
老年学员十几年不离校，有些老年学
员一个人就报了五六门课程，在一定
程度上加剧了热门课程“一座难求”。

“每年本区大量退休的老年人中，
有很多人想到老年大学学习，最后由
于学额有限而失望离开。所以，从本
学期起，学校不仅对老年学员的入学
年龄作限定，还规定了每位老年学员
最多只能选报3门课程。”王愫怡告诉
记者，“为确保本区的老年教育均衡发
展，让更多老年人分享优质教育资源，
瀛通老年大学从本学期开始加大对乡
镇老年学校的辐射引领和指导示范作
用，加强对区、镇、村三级老年教育机
构协调统筹，配送师资下乡扶持，共享
优质课程资源，培育乡镇老年学习团
队骨干，联办老年教育主题活动等，以
此来更好满足老年朋友日益增长的对
老年教育的学习需求。”

“其实80周岁以上的高龄老人还
可以借助现代网络媒体进行学习。”
王愫怡表示，“老人们可以通过电脑或
手机登录‘上海老年人学习网’（www.
e60sh.com）进行网上学习，该学习网
上有大量免费的市级优质老年教育课
程，还可以就近到各乡镇的老年学校、
社会学习点、日间照料中心和村居睦
邻学习点进行学习交流，同样也能享
受到优质的老年教育资源，还能得到
日间照料陪护。” □ 记者 沈俊

学校是老人的精神乐园学校是老人的精神乐园
针对“时髦奶奶”面临的退学问

题，本人觉得老年大学的做法有所欠
缺。不妨想想这位奶奶和她的同龄人
吧：原本多姿多彩的老年生活被一纸
规定“打回”到买买菜、烧烧饭、看看电
视这样的平淡之中，而娱乐节目则几
乎归于零，这对老年人的心理和精神
都是一记重重的打击。

随着上海老龄化的加剧和生活
节奏的加快，斑斑白发的寂寞身影
日益增多。越来越多的空巢老人家
庭，以及虽然与子女同住但缺少交

流的“隐性空巢”老人家庭，基本衣
食住行都能得到满足，但贫乏的精
神世界与小康的物质条件形成了鲜
明的反差。谁来填补广大老年人的
精神和情感需求？上述这位“时髦
奶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老人
们在老年大学里不仅仅是学习，更
重要的是结交到了许多新朋友，更
是为自己找到了精神食粮。这些同
龄人在一起的时候，有着共同的话
语，老年人在这个平台上找到归属
感，进而排遣内心的孤独与寂寞，解

决“精神空巢”的问题。也许，这
就是那位“时髦奶奶”不能接受校
方规定的一个最大原因吧。

当然对于校方提出的安全问题
的确存在，但是也需要视情况而定，
不能搞“一刀切”。有些老年人就算
是90岁，精神依然矍铄。为此建议
学校可以通过让医院出具健康证
明，或者子女签字认可的免责承诺
等一些更人性化的措施，让更多的
健康老人老年生活幸福美满！

□ 城桥镇 樊丽新

““超龄超龄””学员心声学员心声
我在老年大学学习过电脑、保健

等科目，在老年大学学习后，不但让我
增长了知识，学会了技艺，还结交了新
朋友，扩大了社交面。相互间交流学
习心得，畅谈所见所闻，气氛融洽，身
心愉悦。

如今校方通知从下学期起不再招
收 80周岁以上老人，我觉得有些不
妥。老年大学应是老年人学习的大
学，80周岁以上的学员中确实有些因
身体原因，不适合前往上课，但有的学
员已是90岁高龄照样坚持骑着自行
车来校上课。夕阳无限好，人间重晚
晴，希望学校的决策做得更人性化一
些。

□ 北门二村 施弦

自瀛通老年大学创办我就报名入
学了，至今参加过书法、绘画、声乐、古
诗文和英语等科目学习。

这期间，我体会到了老有所学，老
有所乐。孩子们上班去了，一个人在
家会感到寂寞，在瀛通老年大学读读
英语、写写字、画画图，让我不再孤单
寂寞。

最近，学校招生出台了新规：80周
岁以上不能入学。这突如其来的急刹
车让我从生理上和心理上都难以接受。

□ 西门南村 许士青

老年大学是关爱老年人的学校，
我是老年大学的一位学员。我觉得老
年大学是求知的好地方，是老年交友

的好场所。我上老年大学已有 12
年的时间。参加过烹饪、保健等科
目的学习，在这里我越学越有兴趣，
真的是百学不厌。

现在，老年大学忽然宣布不接
收 80周岁以上学员的规定，这引
起许多老人的不满，不仅是 80岁
以上的，也有80岁以下的（他们也
担心自己 80岁以后去哪里）。我
认为老年大学是尊老敬老关爱老
年人的学校，应该为老年人着想，
为老年人服务，是老年人晚年生活
的活动场所。现在学校出台这样
的规定我们都有些想不通且感到
失落。

□ 宝岛世纪园 黄玉娟

““限龄限龄””是出于安全考虑是出于安全考虑

崇明区市级老年学习点名单（2017年之前创建成功）

上海市老年教育居村委示范学
习点：

港西镇静南村学习点
建设镇虹桥村学习点
城桥镇城中居委学习点
三星镇沈镇村学习点
堡镇电业居委学习点
东平镇风伟新村学习点
中兴镇永南村学习点
向化镇向宏居委学习点
新海镇跃进居委学习点
横沙乡公平村学习点

上海市老年教育社会学习点：
上海芦瑶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上海市崇明黄老师社区服务社
上海崇明木棉花开手工社
上海市阳刚民间音乐馆
上海崇明中兴镇轩香读书社

上海市老年教育养教结合标准化
学习点：

中兴镇广福养老院
新村敬老院
堡镇敬老院

城桥镇第三敬老院
建设镇大同敬老院

上海市老年教育养教结合学
习点：

月亮湖老年公寓
庙镇江龙敬老院
竖新嘉龙敬老院
港西第一敬老院
新河日间照料中心
东平镇日间照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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