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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上完完99年年再再99年年 有有人人能能呆呆2244年年
无处安放的老年都想挤进大学

噪课余时间唱歌吃饭 老年同学关系好

“每到下课或者放学，学
校周围的KTV、小饭店基本都
被学校的老年学生承包了。”
傅处长觉得，老人们已经习惯
了在老年大学的环境，同学们
经过几年的学习已经形成了

“朋友圈”，还推选出了领导，
很多人都不愿意主动离开。

“对于他们来说，学知识可能
还是次要的，主要是有老师和

同学陪着。”
山东老年大学副校长赵明

华举例说：“三个人一起上完了
课，有两个人想要继续学习，另
外一个八成也会跟着过来。”老
人们凑在一起不仅能够娱乐聊
天，在生活上也能互相照顾。曾
经有一位老年学生感到身体
不适，是同学护送他去的医
院。“大家都是同龄人，有时甚

至比儿女更了解彼此。”一位
等待报名的老人这样说。

在报名现场，有些老人也
承认，报什么专业其实没有那
么重要，只要能有个事情干，能
和伙伴们一起就行。沈大爷就
说，他虽然最想练习的是太极
拳，但如果不能如愿他也“服从
调剂”，“陈氏报不上就练练杨
氏，再不行健身操也可以。”工

作人员介绍，许多老人都是结
伴前来，报名号码都是连着的，
要报就报同一个班级。

还有老人则是陪着自己另
一半前来报名，12月6日报名现
场，一位老人略带羞涩地说，自
己是陪着女朋友前来。校方表
示，会针对老人开展类似于相
亲等活动，让独身老人再体会
一把黄昏恋的感觉。

老年大学火爆

提醒社会多加关爱

山东大学社会学教授马广海也
关注到了老年大学火爆的情况，他
认为，在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的背
景下，老年大学的火爆也提醒人们，
对于老年人的关爱，不能仅停留在
养老送终这个层面上。“目前的退休
制度使得很多人50岁就退休，他们
还有非常多的余热要发挥，这都需
要社会提供一个合适的场所。”

“平常我们觉得一个老人生活
得不错，就是说他儿女孝顺、身体健
康，还能拿到养老金，但现在看来，
这些远远不够。”马广海表示，随着
经济社会的发展，在济南这种大城
市中，老年人的生存状况发生了极
大改观，温饱问题不再是唯一的问
题。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
辱，随之而来的就是老年人对于精
神文化方面的需求。

同时，马广海认为，城市和农村
生活环境的差异，也让许多老年人
需要这样一个环境来提高生活质
量。“在农村的熟人社会生态环境
中，老人们三五成群凑在一起，便可
以打发时间、交流情感，但在城市这
个陌生人社会，这种情况便极少出
现。”马广海解释，以往的社交方式
出现了改变，很多老年人就会感到
孤独，特别对于一些从农村跟随儿
女来到城市的老年人来说，在老年
大学结识新朋友的机会便显得弥足
珍贵。

另外，马广海也认为，老年大学
担负的责任是充实老人的生活，并
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学校教育。“社
会上有一些针对老年人的指责，首
先这些事件的责任并不一定在老
人，其次老年大学也不应该担负这
方面的责任。”

噪新生却是老面孔 换个专业继续上

12月8日早上，山东老年
大学2015年度美术、培训专业
的一年级新生报名开始。报名
现场延续了前两天的火爆场
景，很多热门专业在报名开始
后一个小时就被报满，而到了
下午四点半报名截止时，所有
专业均已满额。据学校统计，
为 期 3 天 的 现 场 报 名 共 有
3000人参加，12月11日还会
进行电脑专业、软件专业的

网上报名。
在报名过程中，学校工作

人员发现，很多赶来报名的新
生却是老面孔，有些老年人见
到学校职工后还会热情地打
个招呼：“我们又来啦！”

山东老年大学每个专业
均有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层
级，每个层级需要进行3年的
学习，也就是说任何一个老年
学生要完整地读完一个专业，

需要花费9年时间。很多学生
在从某专业毕业后，会选择换
个专业从头学起。“学校只对
学员的最低年龄进行了限制，
但只要学生身体健康，年龄是
上不封顶的。”工作人员表示，
很多老年学生就“耗”在了老
年大学，上完九年，再来九年，
而90多岁的吴世美老人已经
在这里呆了24年。

学校教务处傅处长表示，

之前曾有学生故意选择留级，
呆在某个专业不毕业，这样就
侵占了其他学生的教育资源。
此后学校出台政策，每位学生
上满九年必须毕业，且不能再
次报名同一专业。“但如果学生
换个专业报名，我们就无法干
涉了。”据了解，这些老年学校
的“老熟人”对于专业情况、报
名策略等都已驾轻就熟，很多
真正的新生很难争得过他们。

噪健康老人精神需求旺盛 老人活动场所受限

赵明华谈到，大批老年人
的精神文化需求无法得到满
足，除了上学之外，他们可供
选择的能够打发时间的活动
十分有限。“没事找事”成为了
他们生活的常态。沈大爷就介
绍，74岁的他连孙子都已经上
了大学，他在家闲着无事，又
找不到人说话，才会想到和伙
伴一起过来。“之前我们都生
活在农村，街坊邻居经常串

门，跟随儿女到了城市后，谁
都不认识了。”沈大爷说。

傅处长表示，目前社会上
的老年人分为三类：健康老
人、失能老人和高龄老人，目
前国家将精力主要放在了失
能老人和高龄老人身上，而对
占老年人口绝大多数的健康
老人的关注度较低。“老年大
学并不负责老人的健康、医疗
等方面问题，而将精力放在了

提高文化素质、丰富精神世界
上。”傅处长表示，对于老年人
的关爱，早已不能停留在维持
生计、保证健康这一水平上。

在济南的各大公园景区，
老年人也成为了各类文化活
动的主角。在百花公园内，老
年人自发组织的合唱团、歌舞
团等组织十分活跃，而济南一
家老年人协会则将济南森林
公园作为了练习地点。除了这

些公共场所，其他老人则极少
拥有自己活动的“自留地”。在
黄台南路和历山路的路口处，
几名老人利用两米多宽的人
行道，在车流旁跳起了广场
舞，而随着天气渐冷，几位老
人不得不将他们的健身场所
搬到了地下车库中。“缺少了
其他活动分流，老年大学就成
为了许多老年人的首选，甚至
是唯一选择。”赵明华说。

噪民办老年大学良莠不齐 老年人认公不认私

12月8日，山东老年
大学美术、培训专业新生
报名进行，场面火爆依
旧。3天中，共有近3000位
老年新生报名，但其中至
少一半都是老面孔。山东
老年大学每门专业实行9
年制教育，但许多老人在
毕业后选择回到学校，换
个专业继续上学。学校负
责人表示，社会应提高对
健康老年人的关注和帮
扶力度，努力满足他们的
精神文化需求。

文/片
本报见习记者 高寒

就算是老年大学，可供选
择的优秀学校也不多，这也造
成了山东老年大学等公办学
校出现扎堆报名的情况。根据
山东老年大学公布的数据，
2007年，山东老年大学纬三路
主校区的学员人数为3000人，
而在 2 0 1 1年人数增长到了
8000多人，2013年这一数字增
长到了15700人。目前山东老
年大学还增设了马鞍山路颐
心苑小区、燕山立交桥附近
的山东技师学院校区，分别
招收2000余人。其他也有诸
如中信银行、地矿局、烟草局
等合作办学单位，但尽管如

此，山东老年大学的座位还
是供不应求。

根据《山东省老年教育事
业“十二五”发展规划》，到
2015年，“全省老年教育学校
总数1万所，老年大学学员100
万，百万以上人口的城市达到
万人校的目标，基本适应全省
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口老龄
化社会的需要。”而老年人入
学率也要达到10%-15%，赵明
华坦称，这个目标仅靠山东老
年大学、济南老年大学等公办
学校很难完成。

“这一代老年人对‘公立’
的东西特别信任，对‘私营’的

往往不是很信任，这就造成了
许多人哪怕跑很远也要来到
山东老年大学，而不愿意就近
上学。”在12月6日的报名中，
有人从黄河以北的森林公园、
燕山立交桥等较远的地方赶
来，工作人员介绍，以往还会
有老人从泰安等地乘长途车
来济南上课，上完课紧接着再
回去。

据老人们介绍，他们家周
围并非没有老年学校或者活
动中心等场所，但这些学校
或活动中心往往不能专心开
展教学，卖理财产品、卖保健
品 等 营 销 活 动 经 常 掺 杂 其

中。再加上规模较小、课程不
全、教师不专业等原因，他们
宁可熬夜排队也想来到专业
而且规模较大的公办老年学
校。

截至2014年1月初，济南
市60岁以上的老年人为111 . 6
万人，占总人口的18 . 2%。“若
没有更多的老年人活动场所，
今后老年大学面临的压力只
会更大。”傅处长表示，造成公
办大学一座难求的主要原因
还是民办学校的弱势。“民办
学校没有公办学校的补贴，既
要赚钱又要提供高质量服务，
是不大可能的。”

在百花公园 ,很多老年人自发
组织起来进行唱歌、演奏等活动。目
前，济南各大公园成为老年人活动
的聚集地。

老人排队领报名号，
一位老人禁不住向前张望。

专家观点


	C06-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