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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 会 简 讯 
 2016第 3期（总 50期） 

上海师范大学老教授协会、退休教育工作者协会编         2016.6   

本期要目 

黄刚参加中国老教协八大  当选为市老教协副会长 

我校老教授开展迎评志愿服务活动 

我校推进慈善环保箱落地工作 

数理分会积极开展以“互联网+老教协”为主题的活动 

协会要闻 

黄刚参加中国老教协八大  当选为市老教协副会长 

6 月 23 至 24 日，我校老教授协会、退休教育工作者协会会长黄刚作为上海

市老教授协会理事会选出的代表，与王生洪原会长，黄鼎业原常务副会长，王建

磐常务副会长，汤传明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一起赴京参加庆祝全国老教授协会成

立 30 周年暨先进表彰大会和中国老教授协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海市老教

授协会在会上被授予老教授事业贡献奖及先进集体。嗣后在 6 月 28 日召开的上

海市老教授协会理事大会上，黄刚传达了八大精神，向理事会作了我校工作交流

发言，并被推选为上海市老教授协会副会长。 

 又讯 6 月 28 日，黄刚会长在市老教协理事会上作了工作交流发言。他说，

在去年工作基础，我校协会确定了为养并重，乐在其中的工作思路。在老有所为

上除了鼓励支持会员们登坛讲课著书立说及参与社会工作外，主要组织了以下四

方面工作:一为与关工委工作协同起来，参与关心下一代各项活动;二为指导各分

会开展关心指导青年教师活动;三为组建老教授志愿者队伍，参与教学视导迎评

督导等工作:四为引导会员积极投身市.校.分会三级老教协组织工作。在老有所养

上，我们尽力关心会员身心健康，努力满足会员精神需求，积极组织开展各项文

体旅游等活动并对年老患病会员进行探视慰问，我们认为对很多会员来说，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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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快乐之源，也是最好的养，而对年长会员也并非一味静养，应动静结合，方能

真正快乐。在具体工作上，我们从以下四方面推进实施，以求达到目的。一，组

织建设是基础，要抓好分会，抓好发展，抓好网络，基本做到全覆盖无空白。二，

机制创新是保障。我们与退管会和各相关部门合作联手，打破瓶颈，开展联合进

行研究，联合组织学习，联手开展活动，联手组织旅游，缓解经费困难，双方都

尝到甜头，取得很好效果。三，一会一品是载体。四，抓好两头是关键。我们及

时发现悉心培育积极树立推广典型，一线指导认真会诊共同分析补好短板，对工

作推进起到重要作用，同时重视宣传舆论阵地，运用好微信，网络，简报等工具，

并将正式开通网站，下半年将启动评优表彰工作，以激励先进推进面上工作。工

作中我们总体做到了调研出思路，胸中有全局。手中有典型，学习有榜样。补短

有对策，推进有实招。初步形成了一个团结坚强务实进取的领导班子，集聚了一

群热心协会工作的骨干和积极分子，涌现了一批工作出色的先进典型，有了一套

行之有效的工作机制和规章制度。我们的思考体会是：一要摆正位置，协会是纽

带桥梁，是平台家园，我们要做会员盼领导需我们能做的事，要做好能让会员得

到愉悦快乐之事。二要把握适度。要意识到我们这个群体的特点，要适当适度适

中，要善于留白，留有余地，要量力而行不勉强。三要追求双赢共赢，善于借势

借力，方能持久有可持续发展。我们要在老教协工作中努力追求做到:老有所为

要有声有色有作为，老有所学要有思有得有进步，老有所养要有滋有味有依靠，

老有所乐要有情有义有快乐。 

 

我校老教授开展迎评志愿服务活动 

为配合我校本科教学审核评估迎评工作，在学校领导和教务工作部门的关心

指导下，日前，校老教授协会、退休教育工作者协会组建了一支迎评志愿者队伍。

4 月 27 日上午 7 时，黄刚会长带领老教授迎评志愿者一行 16 人赴奉贤校区进行

教风学风和教师自习辅导、坐堂答疑状况的督查，奉贤校区管委会和教务处领导

对老教授志愿者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检查开始前，校教务处安

排了老教授志愿者参观了在奉贤校区新建的信息化教学设施与信息化管理系统，

老教授志愿者对学校教学改革与教学规范管理的稳步推进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老教授迎评志愿者分成 6 个小组，他们对校区主要教学楼的 100 多个教室



 3 

的课堂教学情况和一些教室的教师辅导、答疑进行巡查，并对一些不规范的现象

进行劝阻和引导。有的老教授尽管住在浦东，为了能在 7 时前赶到学校，他们在

清晨 5 点半就出门了。有的老教授年过七旬，但是仍然精神饱满地参与督查工作。

他们说，一大早赶到奉贤去检查，虽然人感到累一些，但是能够为学校迎评工作

奉献我们的一片心意，虽累犹乐。根据教务部门的要求和安排，老教授志愿者巡

查活动在 5 月份开展了 6 次，巡查范围覆盖奉贤校区和徐汇校区的主要教学楼、

主要的学院和主要教学时段。 

 

我校推进慈善环保箱落地工作 

5 月 19 日上午，上海市老教授协会慈善工作站和上海师范大学老教授协会

共同举办上海师大慈善环保箱落地工作推进会。市老教协慈善工作站站长张东

山、副站长鲁孟贤，上海师大老教协会长黄刚、副会长鲍炳中、楼雅珠，上海师

大学生处副处长柏桦，以及上海师大慈善工作站和上海缘源实业公司的有关人员

出席会议。鲁孟贤在会上介绍了市老教协慈善工作站关于闲置衣物捐赠工作及慈

善环保箱在上海高校的置放情况。柏桦介绍了上海师大营造慈善文化氛围，开展

慈善捐助工作、建设爱心屋、慈善工作站和义工服务队的情况。张东山、黄刚对

推进慈善环保箱落地的工作要求、时间节点提出了指导性意见。 

会上着重讨论了上海师大老教协与学生工作部门联合开展利用慈善环保箱

进行闲置衣物回收的落实工作与运作模式。会议指出，要结合大学生军训、毕业

离校、学生宿舍搬迁等契机开展闲置物品慈善捐助等爱心活动，宣传慈善、公益、

环保、绿色等等理念，培训慈善捐助志愿者队伍。当前要把捐献闲置衣物，奉献

一片爱心的教育融入毕业离校教育之中，尤其要抓好学生党员、志愿者队伍的示

范引领作用，同时协调学校的学生、后勤、保卫、团委、工会等部门，做好大学

生和教职工的捐献闲置衣物的宣传动员，以及慈善环保箱置放的选址、日常管理

等工作。会议决定，在 5 月 25 日上海师大慈善文化节闭幕式上进行慈善环保箱

启用仪式，31 日校学生工作例会上向分管学生工作副书记传达开展闲置物品慈

善捐助等爱心活动的精神，在 6 月中旬的毕业生离校时和 6 月底 7 月初的学生宿

舍搬迁中能够见到初步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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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开展“四联”活动做法在市退教协会议交流 

6 月 16 日，在上海市退休教育工作者协会特色工作交流会上，我校退教协

以《打造“四联”活动平台，汇聚为老服务合力》为题，介绍了校退教协面对工

作环境和工作对象出现重大变化的新形势，在依托自身的人才智力和组织引导优

势的基础上，创新工作机制，携手校退管会联合开展退管理论（老龄科学）研究、

联合开展学习教育活动、联合开展文化体育活动、联合开展疗休养旅游活动（简

称：“四联”活动），取得初步成效。如退管理论研究取得丰硕成果、广大会员参

加学习报告会积极踊跃、文化体育活动开展有声有色、老教授疗休养专场深受青

睐。“四联”活动有效克服了校协会活动经费不足和退管会组织化引导动员困难，

使校退教协和校退管会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退休教师精神文化需求得到较好满

足，形成了学校为老服务的合力和资源共享、优势互享、成果分享的良好工作局

面。开展“四联”活动，是校退教协为推动解决协会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探索依托学校职能部门推进协会工作，创新退教协工作机制的一种新的尝试，随

着实践的不断发展，这一工作机制也将不断完善。 

 

我校 20 多位会员参加台湾 8日游 

2016 年 1月和 3月，校协会先后动员两批会员 20多人，参加上海市老教授

协会组织的我国台湾宝岛 8日游。参加游览的会员考察参观了台湾大学、国文纪

念馆、故宫博物馆、日月潭公园、阿里山风景区等。游览陶冶情操，途中，会员

们纷纷吟诗作赋，其中最能表达他们台湾游心情的一首是：“万里晴空台湾游，

鸟颔台北绿油油。信义馆里书成海，国父事业传千秋，鼎泰丰包味道美，万丈绿

楼耸云中，夜市餐桌人沸腾，台湾旅游喜开头”。在第二批赴台游时，生环分会

吴世福教授作为上海师大的领队，为这次出行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受到“驴友”

的赞誉。（丁光勋）。 

 

我校老教协会员参加东欧七国玫瑰游 

5月 23日至 6月 8日，我校 11位老教授参加了由市老教授协会组织的东欧

玫瑰之旅。我们第三团由上海师大、华东理工、东华、同济、外贸、体职等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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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高校的 43位老师组成。17天中我们巡游了波兰、捷克、奥地利、斯洛伐克、

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七国。多瑙河的美景，七国独特的历史、文化、艺

术和人情风貌，令人十分陶醉。大家又是拍照，又是游记，又是讨论，收获是多

方面的，感到来和不来是绝对不一样的。17天中 6个高校的老师也从不认识到

了解，到熟悉，到融合；大家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互相谦让，互相欣赏，遵时

守纪，充满正能量，形成了良好的团风，体现出老教授团的整体素质。 

游程中有时要赶景点，赶时间，甚至急行军，但大家游兴高昂，没有怨言，

也没出现迟到或掉队。利用旅游车上的间隙时间，上师大和同济的两位老教授还

分别为大家讲解蓝色多瑙河乐曲的背景，古罗马建筑、哥特建筑和现代建筑的特

点及发展，对大家的深游很有启发。大家感谢市老教协的精心组织，觉得这样的

旅游重在看历史、看文化、看艺术，层次高，收获也更大。整个游程平安、顺利，

又十分快乐，从保加利亚玫瑰节带来的玫瑰花香已深深沁入大家的心田。(卜宅

成) 

 

校协会组织会员参观星堡养老社区 

5月 8日，校老教协、退教协组织 10个分会会员 40人，前往上海“星堡养

老社区”参观访问。上海“星堡养老社区”，由复星集团和美国峰堡集团于 2012

年合资成立，是上海第一家同时拥有外商投资许可、工商企业法人执照和民政局

颁发的养老机构许可证的养老机构。星堡养老社区总建筑面积约 60,000 平方米，

是星堡在上海的第三个持续照料型退休社区（CCRC 社区）。要入住浦江镇星堡

养老社区，先要缴纳一笔入籍费。上午，会员们参观养老社区的客房、护理部以

及养老区的周边环境。下午，会员们去邵稼楼老街参观。一天的参观访问，内容

丰富，时间紧凑，大家觉得：这样的活动与退休生活戚戚相关，很有意义，以后

可以多组织几次。（丁光勋） 

 

分会动态 

艺术继教图书馆分会参观金山廊下小学 

5月 18日，久雨初晴，艺术继教图书馆分会一行 19人愉快地前往有百年历

史、人才辈出的金山廊下小学，进行参观考察活动。廊下镇妇女主任全程陪同，



 6 

廊下小学的校长和工会主席也热情地与会员们会面，对我们的到来表示了欢迎。

金山廊下小学是一所具有浓厚文化积淀的百年老校，全面实施以“开启智慧 润

泽生命”为核心理念，精心打造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智慧课堂，把每个学生培养成

为快乐生活、健康向上、乐于助人的开心果和全面发展、兴趣广泛、能歌善舞的

智多星。国务院副总理马凯、我们的校友马春雷、著名雕刻家何鄂女士都曾是这

所学校的学生。这所学校历史悠久、环境优美、学风严谨，2014 年廊下小学被

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会员们兴趣盎然地参观着一步一景的校园，看着身

边生气勃勃的小学生，顿感自己的教学工作也是和国家的发展、民族的振兴密不

可分，自豪感油然而生。 

参观考察廊下小学后，镇妇女主任又带领我们浏览了一桥连接上海浙江两地

的山塘桥，随后我们就在廊下农家乐简单用餐，会员们品尝着绿色新鲜的农家小

菜，灶头菜饭，赞不绝口。下午，会员们趁兴去了金山枫泾古镇，会员们流连在

青石铺就的小巷中，看到小巷两旁堆积如山的特色食品，纷纷采购着丁蹄、粽子、

芡实糕、醤干，连新鲜蔬菜也捎带了一把，准备回家与家人一起享用。会员们为

百年小学的人文精神赞叹，为新农村日新月异的变化惊喜。大家都认为这是一次

值得一来的文化之旅。（赵勤） 

 

生环分会组织枫泾古镇和枫泾酒厂参观考察活动 

5 月 19 日，校老教授协会、退休教育工作者协会生环学院分会组织会员参

观考察枫泾古镇和久享盛名的枫泾酒厂(上海金枫酿酒有限公司)酒事馆。 

生环学院分会一行三十余人一到枫泾酒厂门口就受到企业领导迎接，并安排

专业人员介绍酒厂黄酒酿造的历史，参观展示厅、现代化生产的灌袋流水线。改

革开放以来，枫泾酒厂根据市场需求，不仅生产规模不断扩大，而且在品种和质

量上不断创新开发，现在除了传统的花雕、特加饭这些大众产品外，还研发生产

石库门、和酒、金色年华系列不同档次的黄酒、以满足不同类型的消费阶层。在

展示区，看到了封缸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到本世纪的酒坛和现代在我国南北一些酒

厂生产的多种品牌的白酒黄酒。通过参观和与专业人员的交谈，会员们了解了黄

酒酿造历史和酿造的知识，各酒厂各系列不同的口味，品尝了四种黄酒（据酒厂

专业人员介绍该企业生产的各种品牌，系列的黄酒均系纯粮酿造），同时在酒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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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时出土的古钱币造型的石碾（古时研磨酿酒用粮食）前留影，祝愿企业正如

石碾上所刻的“日进斗金”所喻财源滚滚蒸蒸日上。 

餐后游水乡枫泾古镇。如今枫泾已名扬四海，游客如潮在沿河的均为旧时条

石铺设的小巷中行者摩肩接踵，沿街小铺商品种类繁多，有枫泾西蹄、粽子、熏

蟾蜍、猪手、蹄膀等熟食，还有芡实、封糕、麻糖、云片糕等各式糕点，更有各

种旅游纪念品及珠宝、石器、各式古董等店铺；有会员介绍枫泾的粽子比嘉兴的

“五芳斋”要好，价廉味美，镇上还有老革命家朱学范的旧居，人民公社时办公

旧址等也向游人开放。游毕，会员们尽兴而归。（吴世福） 

 

外语分会“亲和源”探访活动洋溢浓浓友情和亲和力 

5 月 23 日，外语分会组织会员到浦东康桥镇“亲和源”老年公寓探望居住

在那里的会员蒋美陆夫妇和许敏夫妇，并参观老年公寓的配套设施。大家来到“亲

和源”这两位教授的家，老同事相见都非常激动，看到他们精神焕发，生活安定，

大家都由心底感到高兴。然后许敏当起了向导，带大家参观了样板房、社区医院、

活动室、大食堂、会所、爱养之家等，使我们对这个相对独立又不乏开放，不脱

离社会的老年生活社区有了了解，大家对社区内部美丽的自然环境，以人为本的

无障碍设计，楼组成员的亲如一家，便捷可靠的生活服务，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

表示了肯定，也为退休老同志的养老方式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亲和源”探访

活动洋溢着的浓浓友情，使大家体会到相互关爱、开心快乐是最重要的。外语学

院领导对老教协的活动给予大力支持，学院党委书记李凤一大早就赶到候车处为

大家送行并祝活动成功。（外国语学院分会通讯员） 

 

数理分会积极开展以“互联网+老教协”为主题的活动 

2016 年上半年，数理分会第一组根据自身的专业与人才优势，积极开展以

“互联网+老教协“为主题的活动，有条件的会员正积极参与这项正能量活动，

以展示阳光心态，体验美好生活，畅谈发展变化。现在互联网上已经收集到的数

理分会会员原创的图文作品共 87 篇，如集体活动视频报道：20160121 老教协迎

春活动等5篇；个人图文回忆与随想，金均的理科教授代表团访问日本2016-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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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20篇；孔宗文的灯煌生灵之歌.；王国荣的新时代景庭百花争艳2016-02-06 WGR 

等 4 篇；孙根娣的我的美篇 2016-02-23 等 10 篇；沈明刚的 20160205 春节前城

隍庙等 12 篇；徐剑清的 3D-打印机入门等 20 篇；喻志德的澳门教师的学历认证

等 10 篇。.费鹤良为迎接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努力转发互联网有关信息，便于会

员学习，增进大数据意识。他转发的部分链接文章有美国数据科学家带你看看大

数据的未来 2016-04-23 等 10 篇。（沈明刚） 

 

 

 

 

 

 

 

 

 

 

 

 

 

 

 

 

 

 

 

 

报送：市老教授协会、市退休教育工作者协会、上海师范大学校领导、校办、组织部、

宣传部、统战部、老干部处、人事处、科技处、社科处、档案馆、老年大学、校协会理事、

各分会会长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