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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YAO RIBAO

■本报记者 沈华坤

在日前公布的浙江省第二届
全国最美家庭候选名单上，阳明
街道新城市社区奕永庆家庭榜上
有名。邻里得知这一消息，都认
为奕永庆家庭入选当之无愧。

奕永庆是市水利局原教授级
高级工程师，也是国内著名的

“节水大师”，还获得过被誉为
“水利系统诺贝尔奖”的“国际节
水奖”，拥有几十项发明专利，他
发明的喷滴灌技术每年使农民增
收20亿元，曾荣获全国先进工作
者称号。

2016年，65岁的奕永庆终于
退休了。退休后，他要求自己

“荣誉越多、责任越大、劳模精神
不能退”，继续走访农户，指导他
们用好喷灌技术；帮助余姚、宁
波的多家灌溉企业提高产品质
量；到全国各地传授余姚的喷滴
灌技术，推介宁波的灌溉产品。
他的工作得到水利、农业部门的
肯定，2019年被中国农业节水协
会授予全国农业节水科技突出贡
献奖。他夫人原以为退休后可以
帮她分担一些家务，看到奕永庆
还是这么忙，开玩笑说“我再次
失望了”，但她还是一如既往、毫
无怨言地支持丈夫工作。

家是温馨的港湾

都说每个成功人士背后都有
一个默默支持他的人，奕永庆的
成功离不开夫人陈调芝的支持。

“你只要把外面工作做好，家里的
事我来做”，这是陈阿姨当年对奕
永庆说的一句话，这个承诺一履
行就是几十年。陈阿姨照顾家
庭，照顾老人孩子，包揽了所有
的家务，把家收拾得井井有条。
记得家里的两次装修，陈阿姨都
是“项目总经理”，从设计到材料
选购一手操办。还有一件事是
2008年奕永庆父亲生病住院，每
日每夜陪伴在病床边的都是陈阿
姨，直至老父去世。奕永庆因为
工作忙，只在父亲床边陪过一
晚。每每说到这些事，奕永庆都
会流露出对妻子的愧疚与感激。
正是因为家里有一个全身心投入
的女主人在，让在外拼搏的奕永
庆没有一点后顾之忧，家成了他
最温暖的港湾。奕永庆说，他的

“军功章”有一半是老伴的。这么
多年来，夫妻两人经历了不少风
风雨雨，现在互敬互爱，携手并
肩，共沐阳光。

“最美家庭”的优良家风

奕永庆家有优良的家风家
训，乐做善事，疾恶如仇，视读

书为生活的一部分。
奕永庆家做的好事不计其数，比如自己掏钱给整个楼道墙壁刷

白，邻里有矛盾纠纷做“老娘舅”调解。有一次，楼上一户人家不
小心把烟蒂丢到了楼下，把楼下晾晒的被子点着了。陈调芝正好看
到，及时联系了小区物业的微型消防站，避免了一场火灾的发生。
夫妇俩还把在北京学到的垃圾精准分类知识分享给周围邻居，为建
设美丽余姚作出自己的贡献。

奕永庆常说，有书读是一种福气。他是“老三届”初中生，文
革中坚持自学高中课程，1978年以初中生身份参加高考被录取。
在大学学的是机械，到市水利局工作后，他结合实际，自学“农田
水利”“机电一体化”“土木工程”三个本科专业，攻读“节水灌溉
理论与技术”研究生课程，获得武汉大学硕士学位。21岁开始自
学英语，10次在国际会议上用英语宣读论文，成为年轻人学习的
榜样。

多年来，他一直保持着阅读的习惯。家中有堵墙全部由书柜组
成，有藏书4000多册。书柜多而衣柜少，妻子不但毫无怨言，而
且引以为傲。平时更是视书籍和报纸如珍宝，安放得井井有条，自
己也从书籍和报刊中获取了很多知识。女儿受家庭熏陶，从小热爱
学习，积极向上，早在大一时就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浙江大学毕业
后投笔从戎，现任解放军某部正团职干部，多次荣立三等功。

无私奉献是“最美家庭”的底色

奕永庆发明的经济型喷滴灌技术在全国广泛推广应用，累计节
水超过460多个西湖，增加经济效益100多亿元，给广大农民带来
实惠和便利，大大节约了成本和人力投入。

退休以后，奕永庆仍以服务基层为己任。位于梁弄镇的宁波铂
莱斯特灌溉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出口管件开发研制生产
的企业，70％以上灌溉专用管件、饮用水专用管件远销60多个国
家和地区，去年产值达6000多万元。

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该公司外销市场和数量急剧减少
和下降。4月底，公司董事长陈颖斐通过市农业农村、水利部门负
责人和国家水利部农水司专家的推荐，与奕永庆取得了联系。5月
1日，奕永庆特地从北京赶来，与陈颖斐等就进一步提高公司在业
内的知名度，拓展国内市场、帮助企业加入中国农业节水和农村供
水协会、与中国农业大学建立联系网络、加入中国灌溉人俱乐部等
事项进行了深层次交流探讨，并帮助企业研究确定在逆境中求生
存、向管理要效益、向技术要质量，走开发、研制生产麦格灌溉设
备新标准的系列产品的发展目标和方向，促使企业走出困境。

5月中旬，奕永庆还应邀来到位于陆埠镇郭姆村的市鼎绿生态
农庄有限公司，就如何延伸稻鱼产业链、建立配送中心扩大销售半
径等提出建议。农庄负责人李建立感激地说：“奕老师的金点子为
阿拉加快转型升级指明了方向。”

位于黄家埠镇的宁波明凤渔业有限公司，是一家具有30多年
历史的甲鱼养殖企业，随着养殖面积的扩大和数量的增长，随之而
来的就是尾水肥水富营养化和排放超标的困惑。公司负责人沈岳明
向市老科协求助，并请奕永庆实地考察、现场会诊。针对企业的难
题，奕永庆当即与宁波原水集团取得联系，第二天会同沈岳明等，
专程赴皎囗水库上游宁波皎口复合生态湿地学习考察，制订了养殖
尾水生态化处理的技术方案，为企业解了燃眉之急。

退休以后，奕永庆担任了市老科协会长，他带领市老科协班子
部分成员，马不停蹄地来到市银环流量仪表有限公司、余姚乐苗灌
溉用具厂、牟山镇西山白杨梅农庄、梁弄镇东篱农场灵芝基地、百
果园、果乡园等单位，深入开展调研，现场为企业、种植大户解决
经济型喷滴灌技术难题26个，受到企业和种植大户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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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月云
通讯员 杨高明

在大家的印象中，参加考级的
大多是一些年幼的孩子，而如今考
级已不单单是孩子们的专属了，越
来越多的老年人也加入到考级大军
之中。不同的是，他们考级的目的
更加单纯，仅仅是为了证明自己。
近日，市老年大学传来好消息，该
校琵琶班13名学员，参加了中国民
族管弦乐学会2020年暑期线上社会
艺术水平考级，全部以优异的成绩
通过。

“空中课堂”建起来
闭门不出学才艺

新年伊始，一场突如其来的新
冠肺炎疫情暴发，市老年大学暂时
无法开课。这些平均年龄将近70岁
的学员，大部分人记忆力衰退，手
指关节僵硬。学员们的学习时间也
不充裕，有的需要照顾年老的父

母、公婆，有的需要带年幼的孙
辈。但出于对琵琶的喜爱，他们的
学习热情始终高涨。学校暂时无法
开课，学员们感觉生活中缺少了什
么，一下子无所适从。

停课期间，指导老师冯玲玲和
班长商量后，决定利用班级微信群
给大家上课。自从有了“空中课
堂”，学员们就有了精神支柱，大家
用线上课堂的新模式边学习边交
流。今年上半年疫情比较严重时，
学员们闭门不出，那时琵琶就是他
们最好的陪伴，他们用音乐缓解焦
虑情绪，日子过得充实又自在。

备考那段时间
学员们忘记了年龄

当冯玲玲在群里发布了一则关
于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的社会艺术
水平考级通知后，激发了学员们内
心深处“拼一把”的斗志。受疫情
影响，今年的考级采用了线上考级
的方式，这对于老年学员来说着实

不易，他们既要克服线上考试技术
上的难点，还要克服无法跟老师面
对面交流的困难。

那段时间，学员们按照考试规
则认真地录制考级视频，相互鼓励
支持，在群里交流学习体会。一位
学员告诉记者，自己从早晨开始，
孜孜不倦地练习到深夜，有时候竟
会忘记自己的年龄，像极了一个备
考的小孩子。这段时间，停课不停
教，指导老师冯玲玲凭借高超的技
艺，通过观看学员的视频，不遗余
力地对学员进行点评指导，使大家
进步很快。

考级成功的背后还有不少感人
的故事。为了帮助老年学员顺利考
级，冯玲玲全家动员，为学员报
名、交费、上传视频，忙得不亦乐
乎。班长徐亚玲既要打理自家公
司，又要照顾95岁病重的公公，特
别是8月底她公公离世，正是录视
频的关键时刻，她只能用晚上的时
间苦练。七段《阳春白雪》既要把
曲谱背出来，又要指法到位，其难

度可想而知。由于缺少线上考试的
经验，录制视频会紧张得忘了乐
谱，手指也不听使唤了。但她没有
气馁，有时练得手指酸痛也舍不得
歇一歇，继续苦练。疫情进入常态
化防控阶段，有些住在乡镇的学员
不惧炎热，转好几趟车专程赶到城
区，当面请教冯玲玲考级事宜……

功夫不负有心人
老年学艺也精彩

截至8月底，市老年大学琵琶
班参加此次社会艺术水平考试的13
位学员，全部顺利录完视频，并上
传到了考级平台。好消息传来，经
过近三个月的不懈努力，这些学员
全部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考试，这
让大家极为振奋。

据了解，老年大学琵琶班的学
员几乎都是零基础学琵琶，对音乐
的热爱让他们相聚在这所特别的学
堂，用心弹奏出最美夕阳红。他们
已经不止一次地创造出了好成绩。
去年，班上有11位学员考级（3—4
级）成功，而今年又有13位学员顺
利通过线上考级（4—5级）。

如今，“活到老，学到老”已成
为大家的共识。有人说，老年朋友
在老年大学学技能和才艺，拓展一
下视野就差不多了，需要这样拼
吗？这个问题，琵琶班的一位学员
给出了答案。他说，考级对于老年
朋友来说并非无关痛痒的事，班上
有25名同学，一些同学因为家中有
事或身体原因没能参加考试，他们
都感到非常遗憾，年纪大了但大家
的精气神和拼搏精神还在。他认为
老年人参加考级不是为了一纸证
书，很多时候是为了证明自己，考
级的过程是一次自我磨炼，是意志
和肢体的一次考验。宝剑锋利要经
历千锤百炼，雄鹰搏击长空要经受
风雨的洗礼，功夫不负有心人，老
年学艺也精彩。

“不畏辛苦不畏难，只为证明我能行！”

老年大学琵琶班13人考级成功

■本报记者 宋芳芳

在梁弄镇白水冲村，77岁的村
民孙志荣有一个特殊爱好——收集
烟标。30年前，他被烟标五花八门
的图案所吸引，从而走上了漫漫收
藏路，至今已经收藏了5000多个烟
盒。近日，记者上门走访了孙志荣。

“有人名、地名、动物、植物、
花卉、古玩，整理了十多个类别。”
说起收藏的这些宝贝，孙志荣如数
家珍。眼前这张抗战时期的烟标，
则是孙志荣最引以为自豪的。“这几
个用墨汁写的字，是寄存的物质记
录。打个比方，和日本人打仗，老

百姓逃难了，有一批东西家里藏不
住了，想到山区里来隐藏，人家要
求用毛笔字写下来。”

一些在市面上已经绝版的烟盒
烟标，在孙志荣这儿也能找到。“一
是买，我自己抽烟的，看到各种牌
子的烟就买。二是捡，大街小巷、
马路，哪里都去捡。三是向人家
要，我没有的烟标，人家在抽，就
问人家要来。另外，别人知道我在
收集烟标，会主动送我。”

这套集齐的南京牌“金陵十二
钗”烟标，正面分别是12位《红楼
梦》 里的人物。而对孙志荣来说，
它们还有着另外一种纪念意义。那

是2014年，他送孙子去南京上大学
时在当地街头买的。“这些烟标图案
都是《红楼梦》里的人物，我看到
后立即买了6种，其余的在余姚陆
续购买，现在12个人物都集齐了，
它们是南京卷烟厂生产的。”

烟标图案包罗万象，不仅有各
地名山秀水、风土人情，还承载了一
份份厚重的历史，展现了时代的变
迁。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红鹰”

“上游”是最常见的香烟之一，从最初
的几分钱一包到后来的几毛钱一
包，都是农村很受欢迎的香烟。“这
一叠都是上游牌，谐音力争上游，
寓意人们的生活逐渐好起来了。烟

标在变，颜色和图案也随之变化。”
孙志荣收藏的烟标应有尽有，

既有纸质硬皮、软皮，也有金属制
成的方盒，不少更是闻所未闻。“时
代在发展，香烟的包装也在改进。
70年代之前是软壳烟，90年代开
始，硬壳多了起来。”

如今孙志荣收藏的香烟盒已装
满了10多个大箱子，有不少香烟现
在已经停产或者改头换面了。不过，
它们的保存也成了孙志荣甜蜜的烦
恼。“这么多的烟盒我家里放不下
了，只能拆开保存，这样空间会小
些，收藏起来也容易。我搬了3次
家，但这些烟盒是舍不得扔掉的，
毕竟它们已经陪伴我整整30年了。”

孙志荣结缘烟标三十载

■本报记者 王文苗

“跨步！扣杀！好——球！”前
不久，在低塘街道乒协训练基地
内，20多名乒乓球爱好者利用休息
时间，正在这里认真地挥拍练球。
一个身材矮小、被大家尊称为“张
总”的老人，一边擦着汗水，一边
给球员们纠正着动作。

这位“张总”，就是市新星纺机
器材厂负责人张长德。

今年62岁的张长德从小就展现
了很高的打乒乓球天赋，他的手感
和爆发力俱佳。在低塘小学读书的
时候，张长德就以优异的表现，入
选学校乒乓球队，成为一名主力队
员。在赛场上，张长德的技术全
面，头脑冷静，应变能力强，面对
什么样的对手都不会松懈，关键时
刻绝不手软，这样的球风使得和他
对打的很多对手败下阵来。因此，

他一直是学校乒乓球队的制胜法宝。
创业时期，张长德也没有放弃

过乒乓球。1998年，看到附近的球
友没地方练球，张长德就腾出了3
间共计80多平方米的厂房，购置了
一张乒乓球台，创建了当时低塘首
个家庭乒乓球室，每天供大家免费
练球。这个举措既丰富了职工的业
余文体生活，促进了职工身心健
康，又达到了引导附近村民关注自
身健康，养成健康生活方式的目
的，受到了当地干部群众的普遍赞
扬。凭着一股子热情，张长德还琢
磨出了一套启蒙教学方法，经常手
把手地教职工和球友们打球。其
间，他还出资举办了低塘镇“新星
杯”乒乓球比赛，更是把当地的乒
乓球运动推向了高潮。

2004年，低塘街道成立余姚市
乒乓球协会低塘分会，张长德当选
为常务副主席。为便于会员学习，

低塘分会还把训练基地设在了张长
德的家庭乒乓球室内。从此，这个
家庭乒乓球室成为了当地会员和乒
乓球爱好者们交流、探讨乒乓球技
艺的平台，也是低塘、余姚乃至宁
波乒乓球同好的活动交流场所。张
长德在乒乓球启蒙教学中也发挥了
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目标引领、
经验提升、研究创新、传帮带教、
传经送宝等途径悉心传授经验，无
私教诲，让低塘、周巷、泗门、余
姚城区等地的乒乓球爱好者收益良
多，进步显著。张长德也因此多次
被评为低塘街道和余姚市的优秀文
化中心户，低塘分会也多次被评为
余姚市乒乓球协会先进分会、宁波
市乒乓球协会先进集体。会员在参
加市内外的乒乓球比赛中屡获殊
荣，其中，在2018“智能光电小镇
杯”乒乓球百团大战全省积分赛
中，获得余姚站 （甲B） 第二名；

在2018年上虞“凯通杯”积分团体
赛中，获得冠军；在2019年浙江省
第八届乒乓球等级积分联赛总决赛
中，获得团体甲D组亚军。

因企业发展需要，2019 年 7
月，张长德对厂房进行重建，同时
投资100多万元对家庭乒乓球室进
行全面改造。2020年8月，占地面
积360多平方米，拥有4张乒乓球
台，集职工俱乐部、乒协训练基地
于一体的家庭乒乓球室重新开放。
室内设施一应俱全，为职工和广大
乒乓球爱好者提供了优越的环境，
将有力地推动低塘街道乒乓球水平
再上新台阶。

张长德和他的家庭乒乓球室

老年大学琵琶班学员在户外练习老年大学琵琶班学员在户外练习。。 通讯员 冯玲玲摄通讯员 冯玲玲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