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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合刊·科技

老领导为他几度哽咽
———记省老科协特别贡献奖获得者万南圃

本报记者 杨晓丽
在前不久举行的省老科协第五

次会员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暨省老
科协成立 20 周年纪念大会上， 省老
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名誉会长朱东
阳专门谈到了几位同志所做出的贡
献，当他说到“大家熟悉的省老科协
万南圃副秘书长，在痛失爱子的情况
下，还在为老科协工作”的时候，这位
老领导的声音几度哽咽了，场上响起
了热烈的掌声。

万南圃的独子 2007 年 12 月过
完 50 岁生日没几天便去世了。 他的
独子是在这年 3 月份被查出患了嗅
神经母细胞癌，经医院多方抢救仍没
有挣脱死神的魔爪。 虽说对儿子的病
情早有思想准备，但真看到儿子闭上
眼睛的时候，对万南圃来讲仍是五雷
轰顶。 他的儿子很孝顺，给老人添这添那
是家常便饭，知道父亲爱喝点小酒，便常
常送酒回来。 为儿子办后事那天，万南圃
一点东西也没有吃，眼前老是晃动着儿子
那高大俊俏的身影。回到家中，睹物思人，
万南圃觉得天都快塌下来了。

然而就在这时，他猛然看到了桌上那
份没有写完的省老科协 2008 年工作计
划。 省老科协马上就要召开总结大会了，
如果计划拿不出来， 整个会议就要延期。
虽说老科协领导都劝他好好休息，宁可会
议延期。可他对自己说，绝不能影响工作，
他静了静心坐在桌子前， 眼里流着泪，心

里淌着血， 毅然拿起笔来继续写工作计
划。 第二天上班的时候，万南圃就把工作
计划讨论稿送到了时任常务副会长郎艺
珠的手中。 郎会长动情地说：“万秘，你家
里有事了，你……”他含泪回答：“不能因
为我家里的事，影响老科协的工作。 我要
用工作化解心中的悲痛。 ”

努力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万
南圃 80年人生经历的写照。 这位中学语
文老师的儿子，1954 年初就开始在农业
战线上奋斗。 1965年 9月，他光荣地出席
了全国农业教育工作会议，并在大会上作
了典型发言， 见到了伟大领袖毛泽东主
席，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

阶级革命家。 在省农业厅工作多
年，万南圃先后获得了“全国农业
信息工作先进个人”、“全国振兴
农业先进个人” 等多项全国性的
光荣称号。 1993 年，他再次在全

国农业教育工作会议上作经
验介绍。

1996 年，万南圃从省农业
厅办公室主任岗位上退休后，
来到省老科协担任副秘书长，
在夫人罗利和全家人的大力
支持下，他把退休生活作为人
生的第二次青春。 17年来下基
层搞调研多少次，他自己也说
不清。 中国老科协“突出贡献
奖” 得主刘劲凡等一批典型，
就是万南圃慧眼识珠推荐出
来的。 期间，他曾陪同省老科
协领导驱车 3000 公里考察楠
竹产业开发， 撰写调查报告，
受到省委、省政府重视；大雪
冰灾之年，他随着老科协领导

踏着积雪走村串户调研楠竹受灾情况，研
究抗灾补救措施。《湖南省老科协通讯》，
每期 4万来字，一年发 15 期左右，全由万
南圃一人承担，加班加点，编稿改稿校稿，
到现在已发 241 期，1000 多万字，期期基
本无差错，创造了编辑工作的奇迹。 2012
年 9月 12日， 时任湖南省委书记周强亲
笔批示：“《老科协通讯》办得很有吸引力，
发挥了交流经验、沟通信息的作用。 祝越
办越好。 ”

“呷得苦，霸得蛮，过得细”，是省老科
协同志对万南圃工作精神的夸奖。为了表
彰万南圃对老科协事业的贡献，省老科协
授予他“特别贡献奖”。 在授奖仪式上，当
他从省老科协领导手中接过奖杯后，来自
各地的代表们纷纷跟他握手表示热烈的
祝贺，祝贺这位身体健朗的八秩老者青春
永驻……

6 月中旬， 万南圃冒着酷暑到位于长沙县的湖南国进
食用菌开发有限公司调研。 本报记者 杨晓丽 摄

靖州茯苓太空归来
本报讯（通讯员 马良文 曾维洁 张君）“我们精心

挑选的 5株茯苓菌种经过 15天的太空遨游， 今天上午 8
点已经回到地球，届时我们将开展育种试验，培育出最好
的菌株。 ”6月 26日，靖州县茯苓协会会长王先有兴奋地
告诉笔者。

靖州县是“中国茯苓之乡”，茯苓栽培历史悠久，也是
全国最大的茯苓交易专业市场与茯苓出口基地。 为培育
出结苓率高、抗病性强、品质更优的茯苓品种，该县湘黔
桂食药用菌研究所与国家航天育种研究中心合作，6 月
11 日将 5 株茯苓菌株“湘靖 28”通过神舟十号送上太空，
在太空运行 355 小时，航程近 700 万公里，利用宇宙空间
微重力、超真空、强辐射等特殊环境的诱变作用，使生物
基因产生变异，再返回地面进行选育，培育出符合要求的
新品种。 据了解，此次该县开展的茯苓太空育种在全国尚
属首次。

我国首列智能化
高速列车样车下线

据新华社电 近日，我国首列智能化高速列车样车在
南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研制成功并下线。
该列车以 CRH380A型高速动车组为技术平台， 首次实
现新兴物联网技术、 传感网技术在大型交通运输装备上
的工程化应用，实现了物联网、传感网、列车控制网络、车
载传输网络的多网融合，形成自检测、自诊断、自决策能
力的智能化高速列车。

据介绍，在复杂多变的运行环境下，智能化高速列车
除保证高速持久安全运行，还能为旅客提供服务资讯、无
线宽带、电子票务等现代信息服务，满足旅客在旅途中与
列车、外界、铁路客运服务平台之间的信息交互需求。

80后美女菜贩卖二维码蔬菜

手机一扫便知蔬菜身世
本报讯 （李卓） 包装袋上贴有一邮票大小的二维

码，用智能手机轻轻一扫，萝卜、黄瓜的“身世”一目了然。
近日，80 后美女菜贩张甜在自己的蔬菜摊上卖起了二维
码小菜，无公害蔬菜贴上含有蔬菜溯源信息的二维码，只
需简单操作，顾客便可以了解所购蔬菜的相关信息。

摊主张甜是常德人，去年 10 月开始在新姚路上这家
蔬菜摊上卖菜。“我卖的都是无公害蔬菜，菜园子里的黄
瓜、西红柿等蔬菜摘下来擦擦就能直接吃。 ”每天早上五
六点，张甜便和同事一起，把前一天刚采下的蔬菜从长沙
县北山镇运过来。“因为没有施有毒农药，我们卖的一些
小菜长得不大好看。 尽管很好吃， 可有些顾客不太愿意
买。 ”张甜说，光靠嘴上说自己的蔬菜无公害，有的顾客不
太信，于是她就想到了使用二维码技术卖小菜。

蔬菜的塑料包装袋上都被贴上统一标准的二维码，
用手机一扫，屏幕上立刻出现了蔬菜产地、肥料、用药情
况等相关信息。“希望顾客能够很方便地了解到蔬菜从生
产、运输到销售各个环节的信息，打消顾虑。 ”张甜说，二
维码卖菜是个新事物，她很希望把这种形式推广出去，加
强顾客的信任度。

隆回龙牙百合远销美国
本报讯（通讯员 罗理力 刘健）“哈哈，想不到我种

的百合在美国能卖这么高的价钱。 ”近日，隆回县北山镇
龙牙百合协会会长陈乔生高兴地叫了起来。 一天，一朋友
从美国探亲回来， 特意给他带回一包价值 200 美元的礼
品，打开一看，原来是本地出产的龙牙百合。 在中国卖 80
元人民币一包的百合，在美国竟然卖到了 200美元。

龙牙百合被誉为“南方人参”、“食中珍品”。 北山镇农
民种植百合已有近千年历史，以前一直以零星种植为主。
2010 年，镇里挑选陈乔生等 12 名百合“土专家”，成立了
龙牙百合种植协会， 带领村民集中连片种植百合， 在岩
门、大建、蒙田、满塘等村建立了千亩百合示范基地。 目
前，全镇百合种植面积已达 3600 亩，产品远销美、韩等
国，效益明显。

“抱宝宝太累了，我腰都快断了”不少新手爸
妈这样抱怨。 其实，学会正确抱孩子的姿势不仅
能让宝贝舒服，也能让爸爸妈妈更轻松。

正确抱姿呵护宝宝安全
抱过新生儿的人可能都有一个感觉：小家

伙软绵绵的，真不知道该怎么抱才好。 对于小
宝宝来说，正确的抱姿应该是头高、侧卧、脸朝
里。 这种抱姿不仅方便家人和其进行语言交
流，同时还能防止宝宝吐奶。 在流行的街拍照
片里，不少明星奶爸喜欢竖着抱孩子或是用腋
窝夹着孩子， 对于小宝宝来说长时间让其竖
着，对其发育不利。 有些孩子喜欢竖着抱，如果
横着抱的话会哭闹，此时可以让宝宝蹲坐在自
己的怀里，即一手端着宝宝的屁屁，一手揽着

宝宝的腰，让宝宝脸朝外靠在自己的怀里。
学习技巧避免产后腰痛

让宝宝舒服的同时，新手妈妈由于产后韧带
松弛，解剖结构改变，容易损伤到腰椎，在抱孩子
时也需注意，要使用正确的方法，才能避免腰痛。
可以在抱孩子时学习一些小技巧，尽量避免腰部
用力， 比如在抱起宝宝前先使宝宝靠近胸口，可
以省很多力气。如果要把宝宝从婴儿床中抱起来
时， 把婴儿床向新手妈妈倾斜也可以省些力气。
从低处抱起宝宝时要屈膝，不要弯腰，然后下蹲，
利用腿部肌肉把孩子抱起来。

最后，特别提醒，很多妈妈给孩子喂奶后
都会觉得腰痛，这也是因为姿势不对，在哺乳
时要让宝宝靠近乳房，而不要俯下身子。

学会抱娃新妈不累
湖南省儿童医院消化内科 吴玉琴

（上接一版）
放手和坚守

2011 年， 岳麓区教育系统开始放宽
入编政策，符合条件的老师通过笔试、面
试就能入编。 去年 5月份，笔试成绩刚出
来，二幼就有 6名老师入围。 面试需要试
讲，给老师的准备时间却不足一天，前一
天晚上，二幼的办公室都亮到天明，向松
梅带着园里的教学骨干帮助入围的老师
想方案、制作教具，忙了整整一个晚上。

“我很乐意帮助其他老师成长。 ”问
及向松梅怎么舍得让老师们考走时，她
这样回答，“二幼的老师因为优秀被选
拔，不仅为个人带来更好的发展，也能给
他们工作的新园带来改变， 这是一个良
性地循环”。

向松梅看着一员员猛将离开二幼去
寻找新天地， 自己却在二幼一呆就是 12
年。 曾经有很多机会可以离开这里从事
待遇更高、更轻松的工作，都被她毅然谢
绝。 她扎根在此，兢兢业业地做课题、搞
教改、指导青年教师。 不仅如此，她还带

领二幼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实现了区、
市、省三级示范性幼儿园的跨越式发展，
并对口支援了多所农村幼儿园。

铁打的身体也扛不住高负荷工作，
何况向松梅只是个弱女子。 2002年，坚守
在工地上的她三次住院， 好多次拔下针
头就往园里跑，身体从此落下病根。 2004
年，她父亲病危，她正为二幼办公楼的建
设忙得焦头烂额， 实在抽不出时间回老
家探望，终于赶回去了，老父亲却已经说
不出话了， 面对眼前她这一生最敬重的
老人， 她恨自己不孝， 放任自己大声痛
哭。 可办完丧事回来，照旧拼命工作。 一
次一次，这个同事们熟悉的人，有着让大
家陌生的坚持。

好妈妈，坏妈妈
五、六年前，二幼来了个让人伤脑筋

的孩子。 他特别调皮，上课几乎没办法好
好坐着，不是打人就是扯女生辫子。 既然
接受了这个调皮的孩子， 就得想办法带
好他。 向松梅和老师们商量，从孩子的闪
光点入手去引导孩子、转变孩子。 向松梅

抓住他的爱好，美术课上让他示范，小伙
伴们渐渐地主动走过来亲近他。 听到别
人称赞他的画， 笑容已经爬上了他的嘴
角。 从幼儿园毕业时，他变成了一个懂事
听话的好孩子。

在幼儿园， 向松梅无疑是可亲可敬
的“园长妈妈”，但对自己的孩子，她却亏
欠了太多。“上小学二年级，儿子经常没
吃饭没洗澡，在家里等着我就睡着了。 长
大一点，他试着做饭，我回家发现他把锅
都烧黑了，饭也没吃到。 ”向松梅说儿子
小时候， 爸爸因为工作需要长年在外出
差，妈妈守在幼儿园无暇照顾，小小年纪
不知道吃了多少苦头。

有一回，他生病在家，向松梅赶不回
来送孩子去医院， 还是出差在外的爸爸
打电话请邻居带去看医生。 暮色沉沉时
向松梅离开幼儿园，赶到病床前，望着孩
子瘦弱的身体，她只能不停道歉，满脸泪
痕的儿子扭过脸去生气地打断了她：“妈
妈，你去当那些小朋友的园长妈妈，你还
是我的妈妈吗……”

有一次，向松梅和他一起坐
公交车，车上很拥挤。 远远地看
着一个女生拉着一位中年妇女
从车尾挤过来。 挤到向松梅跟
前， 已是气喘吁吁：“园长妈妈，
您好啊，好多年不见了，爸爸妈
妈总念叨您，说我小时候的调皮
毛病都是您治好的。 ”向松梅喜
出望外，十几年没见了，眼前这
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居然是自
己的学生。

下车后儿子挽起向松梅的
手，告诉她，就在公交车上那一
刻，他更加明白母亲平凡工作里
不平凡的意义，心中小小的芥蒂
早已化作了浓浓的敬意。

湖南省老科协协办
编外科技大军风采

一名技术人员在智能化高速列车样车驾驶室调试
列车控制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