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

社

区

老
人
义
诊

5 版编辑/吴斌 版式/方舒 校对/陈巍元 2019年2月11日 星期一未晚亭

蚕桑，传承千年的中华农耕文
化，时至今日，依旧有着勃勃生机。
几十年来，有一个人一直致力于搜寻
和培育出更好的桑，为蚕宝宝提供更
优质的“食粮”。他就是潘一乐。

为了优化桑树的品种，最常见的
育种方法就是进行杂交，即把一些优
秀品种的桑树嫁接到母本上去，使其
产生下一代全新的幼枝，其中关键就
是选择亲本。潘一乐穷尽半生，足迹
遍及新疆、西藏、云南、贵州、广东、广
西甚至远及日本、加拿大和美国，只
为寻找更优的亲本。

1982 年，潘一乐和他的同事们
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深入贵州的大山
深峒，攀爬在临渊的峭壁间，寻访少
数民族的村寨，终于找到了一些珍贵
的野生桑树。几年后在新疆，潘一乐
惊喜地在火焰山也发现了一株老桑，
他如获珍宝，当即采集了桑种枝条做
样本，一路上小心护理，生怕它出“意
外”。一回到镇江，他第一时间赶到
实验室，把样本嫁接好才放心。

除了在国内寻觅，潘一乐还曾两
次受农业部委派东渡日本，到宇都宫
大学和东京农工大学去研修。他与
日本同行们协商切磋，在更高的层次
上参与国际性的桑树优质研究，并参
加了日本蚕丝学会举办的第57届学
术研讨会，他提交的高质量学术论文
引起日本业界同行们的好评和钦佩。

踏遍海内外，只为研究出优质的
桑种。潘一乐和同事们培育出了多
个新品种，其中桑树一代的杂交品种

“丰驰桑”，能抗病丰产的桑品种“育
2 号”，早生的桑品种“育 151”“育
237”和优质高产桑品种“育 71-1”等
都成了全优的桑树品种，推广后都取
得很大效益，获得了多项奖励。

科研成果不能只留在试验室里，
只有推广才能展现其价值。为了推
广桑树的优良品种，潘一乐多次深入
各地农村，钻进桑田苗圃传播桑树种
植和科学技术，推广科研成果，对在
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农技员进行培训，
在苏北多地建立了优质高产的桑树
良种繁育基地，培育出优质高产的苗
木数千万株，有的已建成了国家级的
高产示范园区。原本种桑养蚕基础
薄弱的东台和如皋等地已经成为中
国蚕桑事业新的增长点，同时也为农
民增加了收入。这些记录潘一乐的

脚步与与智慧的新品种，已成为农民
丰产丰收的“摇钱树”。

“一心埋首选优品”的潘一乐在
业内作出的卓越成绩，让获得了许多
荣誉，他既是政协委员，又是人大代
表，曾担任过市政协副主席。1993
年起，他连任第八届、九届和十届全
国人大代表。他始终牢记自己“农业
专家”的身份，利用参政议政的平台，
提出了很多围绕中国农业状况的提
案和建议，真正做到了“心系桑园，情
系百姓”。

如今，已退休的潘一乐并没有闲
着，他还在继续研究着陪了他一辈子
的桑树。他说，桑树一身都是宝，桑
叶可以喂蚕，也可以供食用，还有药
用的价值。桑树综合利用的前途大
得很，至于蚕茧的综合利用更是前景
广阔。

桑虽草木，然而在潘一乐的眼
中，那些婀娜多姿的桑树就是他的儿
女，他的命脉所系。倾毕生之力来从
事对桑树的研究，潘一乐孜孜以求，
乐此不疲，他是一名乐桑者。

潘一乐：心系桑园 情系百姓
本报记者 周迎 本报通讯员 汪蕾

本报讯 2月 5日，正月初一下
午，来自全市各行各业近700名“社
会儿女”齐聚镇江外国语学校，举办
第 12 年给空巢孤老拜大年活动。
（见下图 景泊 摄）

市慈善总会副会长石耘及 30
多个爱心团队和单位，来自市交通
系统，为大拜年提供车辆服务的爱
心车队、真情车队、雷锋车队、博爱
车队、红旗车队的出租车的的哥、的
姐们参加了拜大年出发仪式。石耘
作新年致辞。

据悉，社会儿女给空巢孤老拜
大年活动由市文明办、市慈善总会、
市民政局、团市委、镇江报业传媒集
团等单位联合举办。今年，活动为

“社会儿女”结对的86户100位老人
准备了大米、油、棉被、百善酱油、百
善醋、牛奶、早餐饼干、麦片、新春福
包等，还为其中45户低保困难家庭
准备了现金红包。

今年，社会儿女公益服务社还
为老人准备了两份特别的礼物——

《光阴的故事》和《幸福人生手册》。
“光阴的故事”是由市委宣传部、

市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主办，江苏科
技大学、市社会儿女公益服务社、镇江
新媒体公益服务社等承办的大型助老
公益项目。项目自2017年5月启动，
参与项目达300多人次，2018年荣获

省志交会金奖。通过近两年的积累，
《光阴的故事——百名大学生对话百
位老人》于今年初汇编成书，书中汇编
了由市社会儿女公益服务社和镇江新
媒体公益服务社所有发布的微信，共
收录了105篇老人故事。通过百名大
学生采写百位老人，提升了老人的生
活信心和幸福感，90后大学生们也从
老人身上汲取到宝贵的人生经验。

而《幸福人生手册》是社会儿女
公益服务社承接的中国红十字服务
项目发展计划“守护生命，输送希望
——为空巢孤老提供人生最后一站
服务”的汇编成果，引导老人全面、及
时地记载自己的身体、心理、法律需
求等基本状况，并整理记录下一生中
最重要的信息内容，从而为亲人及志
愿者更好的了解老人，更好的照顾服
务老人提供依据。同时，还为老人提
供相关的助老优惠政策等等，是一份
专为老人设计的工具包。

据悉，当天，近700名社会儿女
志愿者，130多辆私家车、20辆爱心
车兵分39路按照分组，由小组长带
队并带着年礼，带着大爱，带着热
情，每组前往市区 2-3名居家的空
巢孤老家拜年，陪老人说话、聊天，
为老人表演才艺，为老人送上新春
祝福，送上儿女亲情。

（记者 景泊 通讯员 海波）

金猪迎新春 儿女献爱心

社会儿女给空巢孤老拜大年

退休园丁从苏州来到丹阳——

何永男，余生只为
“园林梦”

刘梦迪 佘记其

在丹阳市司徒镇丁庄村，有这样
一位老人，他整日与土地、树木为伴，7
年的时间里，用智慧和双手，让荆棘丛
生的岗坡荒地栽满了树木，将原本荒
凉的土地点缀得绿意盎然。

这位老人叫何永男，苏州人，曾是
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7年前，他退
休后来到丹阳，开始筑起他的“园林
梦”。

虽近古稀之年，但何永男精神矍
铄，他自豪地为远道而来的朋友介绍
着自家的雪松。何永男的苗圃占地
800多亩，栽有 20多个不同品种的苗
木，投入资金达2000多万元。这片苗
圃看起来就像一片原始生态林，置身
其中，令人心旷神怡。他给自己的苗
圃起了一个诗意的名字叫“雪松苗
圃”，他说雪松挺拔刚直，在万物萧疏
的隆冬也依旧郁郁葱葱，希望自己也
能做一棵挺拔高洁的雪松。

这片苗圃产生效益回报，还需要
一段时间，但何永男表示，做自己喜欢
的事，是一种享受。他计划依托现有
的 800多亩林地，打造一方多功能的
花园式苗圃，积极发展乡村旅游业，把
余生奉献给这片热土。

本报讯 日前，社会儿女给空巢
孤老拜早年活动在丹徒区江心洲拉
开序幕。社会儿女志愿者和“小青
团”学生及家长一行23人带着大米、
食用油、牛奶等物资来到丹徒区江心
洲给空巢孤老拜早年。当天下午，

“小青团”们还看望了部分贫困留守
儿童，给他们送去文具、课外书等。

据悉，“小青团”是中国青年旅行
社镇江有限责任公司旗下的青少年
志愿团队。自知晓“社会儿女”大年
初一给空巢孤老拜大年活动以来，

“小青团”积极响应并发出倡议，共有
10人报名参加大年初一当天拜大年
活动，16人报名参加拜早年活动。

活动现场，“小青团”们给老人
表演了精心准备的诗朗诵、小合唱等
节目。农村五保户张金凤流着幸福
的泪水对记者说：第一次有这么多孩
子到家里来，真热闹！感谢党，感谢
社会儿女志愿者对夫妻俩的关心！

2018年下半年以来，市社会儿
女公益服务社以第十三分团（丹徒分
团）为依托，将公益助老志愿服务的
触角延伸至农村，与符合结对条件的
精准扶贫建档立卡户建立“一对一”
帮扶机制，助力脱贫攻坚奔小康。此
次拜早年对象陈夕美、张金凤夫妇和
倪松林就是其中的受益者。2018年
12月初陈夕美因肝病住院，社会儿女
得知情况后立即发挥医护、心理、法
律3支专业的“生命守护者”队伍作
用，帮助老人链接优质医疗资源、缓
解老人的焦虑情绪。

在贫困留守儿童陈娟娟（化名）
家，“小青团”的小哥哥给娟娟表演
精彩的魔方秀令她看得目不转睛、
啧啧称奇。5岁的小娟娟还唱了一
首儿歌对哥哥姐姐表示感谢。活动
在孩子们大合唱《新年好》的美妙歌
声中愉快结束！

（记者 景泊 通讯员 翟佳）

“小青团”和社会儿女上门拜年

不久前，年近八十的浙江
宁波人顾老先生，专门从宁波
来到丹徒区宝堰镇团结村俞甲
自然村，一来采购些宝堰米酒，
每天能很惬意地喝几盅；二来
和老酒友、今年72岁的夏维生
叙叙旧，用他们的话说，叙一次
少一次了。“能喝到镇江宝堰的
好米酒，可以说很幸运，而酿酒
师夏维生更是我人生一大知
己。”顾老先生感慨地说。

夏维生一生命运多舛，但
他乐观开朗，从不抱怨。他的
爷爷和父亲都会酿酒。由于从
小就接受过文化教育，年轻时
夏维生被聘到丹徒区宝堰镇团
结中学任教，一开始是代课老
师，后来进入了正式教师队伍。

上世纪 80年代初，宝堰镇
刘甲村筹办酒厂，村干部软硬兼
施，硬是将有酿酒技术的夏维生
从学校要了回来，让他当了刘甲
酒厂的厂长。干了七八年厂长
后，大队和生产队撤销，夏维生
下岗失业。教师当不成了，酒厂
又关停了，夏维生再次站在了人
生的十字路口。

回到俞甲村家中的夏维生，
没有颓废和抱怨，而是重操旧
业，干起了祖上传下来的老本
行，将自己种出来的粮食酿成米
酒，既可以自家喝，又可以和人
家交换商品或卖了换些零花
钱。久而久之，夏维生酿酒的名
气越来越大，他酿造的米酒成为
正宗宝堰米酒的代名词。

几十年“泡”在酒坊，让夏
维生成为一名酿酒土专家。酿
酒过程中，他能用鼻子闻出哪
家的酒酿坏了，哪家的酒还需
要改进一下，因此，周边酿酒户
遇到酿酒难题时，通常都会来
请教他，而夏维生从不保守，总
是有求必应。如今，宝堰境内
一些出名的酿酒师傅都是他的
徒弟。除了酿米酒，夏维生酿
大米封缸酒也是一绝。

每次酿酒时，已70岁的老伴
也会搭把手，安逸的生活过得像酒
一样香甜而浓郁。夏维生说，这样
的日子他此生没有什么遗憾了，最
大的希望就是将这门祖传技艺一
直传承下去，“女儿女婿也很感兴
趣，已经学会了一些技能。”

米酒酿出醇厚人生
本报记者 方良龙 本报通讯员 李国平

日前，桃花坞社区义
工中心组织市中医院义
工为辖区孤寡、空巢、困
难老人开展义诊活动，为
老人们送上一份关爱。
王洪生 王呈 摄影报道

潘一乐查看桑树。

志愿者与老人合影。 翟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