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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岁的薛淑兰

□本报记者 王路曼

走到哪儿，把快乐带到哪儿

“算起来， 我退休快十年时间了。”
64岁的薛淑兰告诉记者， 她是在2008
年从密云区季庄小学退休的， 干了一
辈子教育工作。 “刚退休的时候不适
应， 因为舍不得离开学校， 舍不得离
开学生。” 薛淑兰说， 但教师队伍更新
换代， 她又一直在生病， 离开虽然难
舍， 但告别不可避免。

“我是个性格外向， 一点都闲不住
的人。” 为了努力适应退休后的休闲生
活 ， 薛淑兰努力加入很多社会组织 ，
比如区老干部局合唱团、 诗歌朗诵队
等。 “这些社会文化团体， 成为我打
发空闲时间的好去处。” 薛淑兰说， 但
后来因为要照顾年幼的外孙女， 她不
得不离开了密云的文化组织， 可照顾
孩子毕竟是阶段性的事， 等外孙女慢
慢长大， 薛淑兰又开始闲了下来。

干点什么呢？ 薛淑兰当了一辈子
的老师， 虽然忙碌已经成为她生命的
主旋律， 但却似乎少有为自己做点什
么， 真正全身心地感受自然风光的机
会少之又少。 最终， 薛淑兰决定拉上
三五好友到处游玩， 感受自然， 享受

晚年的快乐时光。
“起初， 我们最常去的就是密云区

域内山区各乡镇和知名景点 ， 爬山 、
观景 ， 既锻炼了身体 ， 又亲近了自
然。” 薛淑兰笑着说， 这几天， 他们几
乎赏遍了密云的大小美景， 春季满山
的映山红、 宁夏恬静的粉荷绿叶、 秋
天绚丽的满山红叶、 冬季伟岸的凛冽
长城……

陶醉于风景之中， 让薛淑兰精神
焕发， 但更重要的是， 她有一群志同
道合的朋友。 薛淑兰给记者翻看她手
机的很多照片， 都是跟一群好朋友一
起拍的 ， 他们衣着鲜艳 ， 笑容灿烂 ，
活力十足， 一点都看不出是一群六七
十岁的老年人。 “我们队伍里最年长
的是一位八十岁的退休教师严校长 ，
他身体很好， 常常跟我们一起外出游
玩， 即便是偶尔爬山， 他也能坚持登
顶 。” 薛淑兰说 。 这些更为年长的朋
友， 依旧对生活充满热情， 那份难能
可贵的精神劲儿， 给她带来不少鼓舞。

因为年龄和身体条件允许， 薛淑
兰还当起了队伍的组织者， 常常牵头

带领朋友们出去玩， 她关注京郊的各
类景点和特色风景， 在组织队伍去之
前， 往往自己要先去看看， 规划好线
路、 交通、 饮食等工作。 “这些为大
家服务的工作， 会让我们的活动更加
精彩， 降低发生意外的概率。” 薛淑兰
的笑容很具感染力， 看得出， 她很享
受身为组织者的辛苦。

近年来， 薛淑兰的玩伴越来越多
了， 除了在京郊游玩， 他们也会组织
国内游和国际游 。 而除了北京的朋
友， 薛淑兰在山东、 海南等地， 都有
一群玩伴。 “我们组织的活动不是单
纯的游山玩水 ， 有时候也会增加主

题 ， 比如系上红领巾 ， 追 忆 我 们 的
青少年时代 ； 带上炫美的服装 ， 用
相机记录我们的热情与活力……” 薛
淑兰笑着告诉记者 ， 很多加入到队
伍中的老年人 ， 大概是被他们所感
染， 都开始变得开朗起来， 不爱说话
的变得健谈起来， 不爱打扮的， 变得
美丽起来。

薛淑兰强调， 希望不管走到哪里，
她都能把快乐带给大家。 她想用自己
的快乐生活告诉大家 ， “人到暮年 ，
不应该是死气沉沉的， 更应该是快乐
潇洒的。 就如夕阳， 谁也不能否认它
的绚烂。”

□本报记者 孙艳

月季节、 葡萄节、 西瓜节……还
有一年一度的中国设计节 ， 在大兴 ，
这些重大节日期间， 不光吸引着大批
的媒体摄影记者， 活跃在大兴的业余
摄影爱好者们也会抓住拍摄美丽家乡
的机会。 而这类人群中， 很多是老年
摄影爱好者， 他们是来自大兴区老年
大学的学员， 平均年龄65岁。

提到老年大学， 对于大兴区的老
年朋友来讲， 绝对是引以为豪的一个
地方。 专门建设老年大学教学楼， 大
兴区在全市算得上首家， 在全国是第
二家。 从2001年建校时的3个专业90名
学生， 发展到现在的46个教学班、 在
校学生近两千人， 累计毕业学生万人。
老年大学在大兴老年人眼中， 有着特
殊的地位， “这里承载着我们的 ‘大
学梦’， 丰富了我的退休生活。”

说这话的是老年大学摄影班高级
班毕业的柴树森老人。 退休后无所事
事的他走进了老年大学， 从一张白纸
学起了摄影。 两年的学习课程， 如今
柴树森已经成为了北京市摄影家协会
的一员。 “我要特别感谢我的摄影老
师。 他不但教会了我专业摄影， 还给
我的退休生活增添了色彩。”

柴树森说的摄影老师正是老年大
学摄影班的胡广文老师。 作为大兴区
摄影家协会主席， 胡广文可以说是大
兴区摄影领域的领路人， 在大兴的摄
影圈， 没有人不认识 “胡老师”。 退休
后， 胡广文更是把大部分精力放在了

老年大学的摄影班。 每周她都会准时
来到教室为学生上课。

柴树森告诉记者， 老年大学摄影
方面的课程包括摄影基础班、 摄影高
级班 、 后期初级班 、 后期高级班等 。
“老年学生需要更细致的讲解， 所以胡
老师需要花更多时间， 更多耐心一点
点教大家。” 柴树森说， “胡老师从来
没厌烦过， 而且她的语音总是特别温
和， 特别容易被老年人接受。 例如胡
老师给学员点评照片从来不说拍的不
好 ， 而是改成 ‘这方面需要提高 ’
‘感光度有点儿高’” ……

一般情况下， 通过两学年的系统
学习学生们就能自己创作作品了， 可
以去参加各种摄影比赛。 令柴树森欣
喜的是， 去年他成为了北京市摄影家
协会的会员， 通过参加中国摄影家学
会函授学院北京摄影家协会分院的学
习， 胡老师带领的40名学员整批成为
了市摄影家协会的会员。 “记得那一
期学员当中， 能加入市协的， 大兴区
最多。” 柴树森自豪地说。

加入市摄影协会， 给了柴树森更
广阔的摄影舞台。 他现在也成为了一
名摄影老师 ， 经常会带着文化下乡 、
文化进社区的任务去为基层职工、 居
民、 村民讲课。 柴树森告诉记者， 自
从参加了摄影班培训， 自己觉得又多
了一份职业， 那就是 “摄影记者”。

柴树森还讲了件令他难忘的趣事。
“记得2014年大兴区第一次承办中国设

计节， 在亦庄举办， 开幕当天主办方
安排了国际上的设计大腕们走红地毯
的环节。 当时媒体来了十几家， 他们
都忙着在里面拍展览， 忽略了走红地
毯这项。 于是我们70多个学员可是当
了回 ‘摄影记者’， 红地毯两边支满了
三脚架， 我们这个一通拍啊！ 气氛一
下子调动起来了， 效果特别好！ 后来，
主办方特别感谢我们， 还给他们提供
了不少好照片呢。”

像这样的拍摄活动， 胡老师经常
带领着学员们出去采风。 每个学员手
里都留了不少关于大兴区发展变化的
记录照片。 当年大兴地铁建设， 从挖
下的第一锹土， 到最后通车， 摄影班
里有学员一直跟踪了两年， 跟地铁工
人都熟悉了， 照片非常有意义。 如今，
大兴又在全力建设新机场， 这么好的
记录机会， 摄影班的学员又把镜头对

向了新机场的建设过程。
采访中， 柴树森告诉记者， 虽然

他现在毕业了， 但结交了很多摄影班
里的同学， 这个组织成了他生活当中
的重要部分， 他特别喜欢培训班里融
洽的气氛， 共同的兴趣爱好让老年人
们凑在了一起， 互相帮助、 互相学习，
感觉自己都年轻了。

眼下 ， 柴树森又报名了英语班 。
“当时报名的时候， 入学申请提交的前
一天晚上， 老年大学门口排起了长队，
可见老年人渴望学习的积极性有多高
涨。” 听说， 老年大学又开设了科学
养生、 保健操、 健身舞等10余个新课
程专业， 柴树森说看到现在的老年人
这么勇于掌握新特长、 开拓视野， 特
别激励他要不断学习。 他喜欢这种在
宽敞明亮的教室里， 与大家一起互促
交流、 切磋技艺的快乐时光。

用学习点亮退休生活
大兴老年大学摄影学习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