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当交谊舞曲响起时，唐
淑珍或是拉着老伴的手、或
是引导着学员，随着优美的
旋律你进我退、你退我进悠
然舞动起来，两人配合默契、
相辅相成、相映成趣。83 年
的时光在唐淑珍的脸上刻下
痕迹，可她用芳华依旧的舞
姿惊艳了岁月。

开朗慈祥的唐奶奶告诉
记者，她当过 40 年的小学教
师，1992 年退休后来到了宁
德，1995年受邀来到市老年大
学任教交谊舞，没想到这一教
便是 23年。

最初时，市老年大学学交
谊舞的学员并不多，只有二三
十人，而在唐淑珍的带动下，
现在已经发展到 5个班级 200
多学员，唐淑珍教过的学生已
超过了一万人。

“我喜欢跳交谊舞，来到
老年大学后，我想着老有所
乐，老有所为，也为我们老年

人朋友做一些微薄的贡献。”唐淑珍笑着
说，交谊舞是社交舞蹈，需要两个人配合
才行，无论是在家学习，还是课堂示范，
都是老伴配合她的。她在老年大学任教
23 年，老伴也陪伴她跳了 23 年。“这么多
年，最感谢的还是一直陪伴我、支持我的
家人。”

每周 5 节、每节一个半小时的课程
量，有学员担心唐老师身体。唐淑珍自信
地告诉学员，如今身体的各项指标都正
常，没有高血压、高血脂，心脏也很健康。

“跳舞使我快乐，让我每天保持愉快的心
情，更何况我的学员都比我年轻十几、二
十几岁，跟年轻人在一起，我自己也感到
年轻。”

“现在我正在寻找接班人，我想好了，
趁着自己身子骨还硬朗，和老伴到外面走
走，看看外面的世界。”唐淑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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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海上网箱暂养的大黄鱼苗爆发盾纤毛虫病，
目前有什么方法防治？”在刘家富的工作室内，一位年
轻的技术人员正同刘家富讨论鱼病防治问题。虽然刘
老已年近八十，但每当遇到技术难题，水产技术人员还
是习惯性地找上门来。

提起刘家富，人们第一时间会想到大黄鱼。正是
这位执着的老人，克服了重重困难将一度濒危的珍贵
鱼种——大黄鱼，从“死神”手里拉了回来。

刘家富出生在连江县黄岐半岛的一个渔村。由于
生于海边、长于海边，他对海有着特殊的情感。1969
年，他从上海水产学院毕业，1971年带着儿时的“渔业
梦”，被分配到连江县水产技术推广站，并在县渔场指
挥部从事渔场渔情工作。

那时的刘家富跟随着捕鱼船队常年漂泊在渔场港
口，深入渔业捕捞第一线。他第一时间不安地发现，随
着机帆船、探鱼器和起网机的运用，大黄鱼资源量在急
速减少，他萌生了通过人工育苗保住大黄鱼资源的念
头。

这时在宁德官井洋内，5月份、6月份大潮汛期间
还有一些大黄鱼亲鱼进洋产卵。“必须到宁德去。”刘家
富暗暗下定决心。几经周折，1981年底他调入直接管
理官井洋大黄鱼产卵场的宁德地区水产局，在其下属
的技术推广站负责鱼类增养殖技术工作。

来到宁德后，刘家富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并多次向
有关部门与领导建议立项进行大黄鱼人工繁殖试验。
他的呼吁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1985年春，“大黄鱼
人工育苗初试”项目正式立项。

凭着搜集、整理的我国 4大家鱼及国外海水鱼人
工繁殖技术资料和自己刚刚学习的淡水鱼类人工繁殖
及养殖的经验，刘家富设计了至今仍不失其先进性的
技术方案。在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1987年 5月 9日，
他用保活、驯养的野生大黄鱼培育的 20尾亲鱼开展分
组催产试验，首次获得少量受精卵，育出了 100余尾全
人工繁殖的大黄鱼苗。随着技术难题一道道地被攻
破，刘家富和同事们在 1990年终于实现了百万尾规模
的大黄鱼全人工批量育苗。

大黄鱼育苗成功后，刘家富又有一个新目标——
加快应用与推广大黄鱼人工繁育研究成果，让这条“黄
金鱼”能够加快生长速度、再次登上普通百姓的餐桌。

1991年，刘家富带领团队开始进行大黄鱼养殖技
术深化研究与中间试验。1992年，宁德地区水产技术
推广试验场成立，作为宁德地区水产技术推广站的大
黄鱼养殖技术的实验基地。

然而开拓之路并不顺畅。1992 年，大黄鱼养殖
中间试验与深化研究课题受阻，刘家富背上了 20 多
万元的债务。但即使这样，他的决心始终没有动摇。

“我什么都可以不要，只要能继续我的研究。”刘家富
坚定地说。

科技工作者顽强的意志在他身上得到了体现。“破
船作住房，土坑为苗池，毛竹当水管，木塞做阀门”。就
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他所带领的技术团队终于在
1995年解决了养殖大黄鱼生长速度慢的难题，确立了
网箱和池塘养殖技术与工艺，为大黄鱼养殖产业化奠
定了基础。

此后，他又以试验场作为大黄鱼养殖技术成果转
化的示范与服务基地，积极推广大黄鱼养殖技术。在
他的不懈努力下，如今大黄鱼成为了中国最大规模的
养殖海水鱼和 8大优势出口养殖水产品之一，带动了
饵料饲料、技术劳务、产品加工、冷链物流、内外贸易、
餐饮服务等相关行业发展。

随着大黄鱼产业化进程，刘家富在进行相关课题
研究的同时，将目光更多地投向了后继人才的培养。

即将博士毕业的韩钟煌跟随刘家富从事大黄鱼养
殖研究已有8年。“从刘老身上，我学到了很多。”韩钟煌
告诉记者，2010年，硕士研究生毕业的他刚来到刘老身
边没几天，年过七旬的刘老便带着他登船出海。在海上
捕捞现场，刘老的一句话令他至今难忘：“一个人选定做
一件事，只要坚持到底，最终总会取得成功的。”

如今，韩钟煌也已成为大黄鱼养殖方面的专家，正
在进行“大黄鱼分子标记辅助育种”方面的课题研究。

“刘老的执着和对学术的专注，给我很大的触动。他身
上这种不忘初心的精神是我们这些年轻科研工作者应
该学习和继承的。”韩钟煌说。 □ 本报记者 茹捷

刘家富：

三十余载的大黄鱼情缘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步入
老年，有人选择含饴弄孙，尽享天伦之
乐；有人选择出游千里，饱览名山大
川；更有人选择“活到老，学到老”，不
断丰富自身。在市老年大学里，就有
这样一群老年人，他们在美术、舞蹈、
计算机等各个领域重拾年轻时的爱好
与梦想，让自己的人生又一次踏上新
起点，使自己优雅地变老。

据了解，市老年大学成立于1986
年，经过不断发展，该学校办学场地
从最初时的61平方米发展到了5097
平方米，注册学员也从 57 人发展到
1860 人，目前开设有美术、声乐、舞
蹈、计算机等8个门类40门课程，并
设有金泰园分校和5个教学点，8个
专业学会。

日前，记者走进市老年大学，与学
员们一起上课学习，了解老年人来到
学堂学习新知、结交新友的快乐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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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朋友圈发了一张照片，
大家快来点赞。”“这个微信表情
要怎么收藏？”“有篇文章很有意
思，我在群里分享给大家。”……

在市老年大学，每周两节的
智能手机使用课总是充满着欢声
笑语，一群戴着老花镜手持智能
手机小则 55岁、大则 75 岁的“老
学生”们认真地盯着手机屏幕，
一会儿发朋友圈、一会儿摄像、
一会儿接视频，忙得不亦乐乎。
他们在老师的指导下与年轻人
一样通过手机感受着互联网带来
的快乐。

“目前我们智能手机班主要
教的是三个方面：社交、支付、防
诈骗。”授课教师詹建辉说，随着

社会的发展，手机也迈入“智能”
时代，而对手机操作不灵光的老
年人却被“甩”在了后面。2016
年，学校结合实际开设了这门课
程，希望老年人能够紧跟时代步
伐，充分接触智能手机、网络、社
交软件等事物，普及手机使用安
全知识、预防电信诈骗。

今年 75岁的林素琴是智能手
机使用班的新学员，课堂中她学
得格外认真，翻书做笔记，不懂的
地方还向其他同学请教。虽然只
上了 4节课，但她已经能够熟练地
使用智能手机上的微信聊天、视
频通话、拍照录像等功能。

林素琴告诉记者，别看她已
退休多年，但现在每天却过得非

常 充 实 ，甚 至 可 以 用 忙 碌 来 形
容。“你看我的微信里已经有十来
个群，另外我还是‘桥牌’和‘离退
休女干部’群的负责人，每天光沟
通协调、组织活动就有得忙了。
下一步，我还要学习购买动车票，
以后出门就不用再麻烦孩子们
了。”林素琴打趣地说，现在没有
手机就像被绑住了手脚，总觉得
心里差了点什么。

采访中，班上的学员们纷纷
表示，学会了使用智能手机，不仅
朋友之间沟通交流更加方便，还
拉近了与晚辈之间的距离，手机
对于他们来说，虽然只是一个生
活工具，但也不得不承认，这个工
具让他们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

智
能
手
机
课

让
老
年
人
玩
转
﹃
朋
友
圈
﹄

T 型台往往让人联想到窈窕
的美女模特、俊朗的时尚小伙，可
在市老年大学时装表演班，模特
队队员却都是五六十岁的老年
人。别看她们都上了年纪，但走
起时装秀，个个都显得十分专业，
身高 1.65 米以上、体态匀称，微
笑、挺胸、抬头、转身、款款而行，
把老年人的自信和优雅展现得淋
漓尽致。

“去年学校准备试开一个 20
人的女模特班，没想到预报名时
人数就达到了 130人，现在时装班
可算是我们学校里最热门的专业
之一。”市老年大学教务科张自伟
科长告诉记者，女模特班开课后，
今年在男学生的强烈要求下，学
校试办起了男模特班。

时装表演班每周三上午 8时
30分开课，队员们往往提前半个
小时就到班上了，热热身、画画
妆、换上漂亮的旗袍，等待老师上
课。

时装班的叶老师告诉记者，
模特队的学员们热情很高，每次
上课都特别投入，短短的一年时
间里，市老年大学模特队不仅取
得了全国模特职业认定中心颁发
的中老年模特资格证书，还代表
我市参加上海时装周选拔赛。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为了将老年人自信、优雅的气质
完美地展现出来，这些模特队员
可没少吃苦，基本步伐练了又练，
每一个眼神、每一个动作都要分
解训练，但队员中没有一个喊累
的。

模特队中章少芳和黄珍是多
年的好朋友，年轻时两人都爱美，
退休后更是热衷于广场舞与走
秀，她俩坦言，从最初的不敢迈
步，到现在自信地展现自己的美，
不仅仅学到了着装搭配、礼仪技
巧，更是收获了自信和健康。

“今年‘五一’节，模特队在南
岸公园拍摄的旗袍写真秀，得到

了非常好的反响。”黄珍骄傲地告
诉记者，如今最大的愿望就是和
好朋友一起优雅地变老。

银发学生的银发学生的快乐时光快乐时光

唐淑珍在对学员们进行交
谊舞动作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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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郑凯 文/图

科技人才风采宁德市老年大学

各玩法开奖公告

注：开奖公告以公证员公证数据为准。注：开奖公告以公证员公证数据为准。

“36选7”第18061期
正选号：07+08+11+29+33+35+36
特别号：24
销售总额为1153828元；
特等奖0注，每注奖金0元；
一等奖2注，每注奖金17844元；
二等奖37注，每注奖金964元；
特等奖基金积累数为：52732445元。

“31选7”第18142期
正选号：02+06+08+21+23+25+27
特别号：16
销售总额为：1011316元；
一等奖0注，每注奖金0元；
二等奖1注，每注奖金40378元；
三等奖28注，每注奖金1200元；
下期奖池积累数为：1067442元。

“22选5”第18142期
开奖结果：03+05+13+14+18
销售总额为：181350元；
特等奖5注，每注奖金12806元。

“排列3”第18142期
开奖结果：9+4+9
我省销售总额为：209576元；
排列3直选我省62注，每注奖金1040元；
排列3组选3我省58注，每注奖金346元。

世界杯C组中法国可谓一支独秀，只要打
好开局，取得小组第一应无悬念。丹麦时隔一
届重返世界杯决赛圈，埃里克森、鲍尔森、克里
斯滕森等新生代球员已经挑起大梁，澳大利亚
和秘鲁都是通过附加赛生死战搭上世界杯末
班车，本组第二的争夺非常激烈。

法国：星光熠熠唯缺领袖
竞彩冠军奖金：5

高卢雄鸡是本届世界杯的五号冠军热门，
竞彩冠军奖金与排名第三、第四的西班牙、阿
根廷差距不大，可视作“第一集团”成员。2016
年欧洲杯在本土错失捧杯，但法国超白金一代
的成长已经有目共睹，经历了 2014年世界杯
惜败给德国以及 2016年欧洲杯的磨炼，法国
这批年轻球员的大赛经验越来越丰富，球队的
球星实力不容置疑，但大赛上他们遇到的困
难，恐怕仍不会少。

德尚用人与排兵布阵的不足之处，在预选
赛阶段就暴露得十分明显，单数个人能力，博
格巴、格列兹曼、姆巴佩、吉鲁、登贝莱、姆巴佩、
坎特、瓦拉内、马图伊迪……个个出众，但除了

博格巴和格列兹曼外，又没有一人是在欧洲俱
乐部的头牌球星，法国队至今仍形成 1+1>2的
合力。此外在过去两年球队都不乏面对小球
队时阴沟翻船的战例，这在世界杯这种容错率
较低的赛事中，也是一大隐忧。虽然C组的三
个对手都不强，对于志在四强甚至冠军的法国
而言，显然不会满足于小组出线。

澳大利亚：个体平庸阵容浮动
竞彩冠军奖金：600

澳大利亚在去年 11月淘汰中北美区代表
洪都拉斯，连续 4届打进世界杯决赛圈。现任
主帅范马尔维克曾带领沙特小组出线，后与沙
特足协闹翻，今年初入主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整体风格比较强调身体对抗，作
风顽强，但球员技术略显粗糙。在世预赛阶段
火力强大，22场比赛共打进了 51球，但他们的
一个隐患就是主力阵容不够稳定，这需要范马
尔维克加以改善。澳大利亚目前的阵容构建
还是以几名老将作为核心，队长耶迪纳克、前
锋卡希尔是球队年龄最大的两名核心，不过像
已经 38岁“高龄”的卡希尔，如何使用还是需

要范马尔维克加以确定，球队目前的一众中青
代球员，则全部实力在一个水平线但没有突出
的个体，球队要取得好成绩，需要范马尔维克
在时间较短的情况下磨合出一套团队型打法。

秘鲁：改朝换代重返舞台
竞彩冠军奖金：200

秘鲁自从 1982年之后，36年未晋级过世
界杯决赛圈，去年的预选赛他们依靠智利在最
后关头的失误，惊险拿到南美区第 5名的附加
赛资格，在对新西兰的附加赛中加雷卡一举率
队淘汰新西兰，36年后再次跻身决赛圈，改朝
换代的秘鲁足球让梦想照进现实。

在加雷卡帮助秘鲁队进行了阵容迭代过
程中，他最大程度地安抚老队员，没有使得更
衣室的话语权变化影响到球队的战斗力。正
因如此，虽然丢掉了绝对主力的位置，但阿德
文库拉和法尔范等老臣，依然愿意坐在替补席
上等待机会，待到附加赛关键战来临时。去年
1月才重返国家队的法尔范，也没有让秘鲁人
民失望。年轻富有激情，以传控主导比赛，在
加雷卡的调教下，年轻的埃迪松·弗洛雷斯和

奎瓦，或许能在俄罗斯制造更多惊喜。别忘
了，阿根廷主帅指挥南美球队大放异彩，这已
经成为近几届世界杯的正常操作了。

丹麦：新锐担纲重新起飞
竞彩冠军奖金：100

连续无缘世界杯和欧洲杯决赛圈后，丹麦
足球正在经历一次浴火重生。2016年，执教
球队 15 年之久的莫滕·奥尔森结束了他的
时代，挪威人哈雷德继任，最终克服困难以
小组第 2名出线附加赛并大胜爱尔兰晋级至
决赛圈。

热刺中场埃里克森是丹麦历史上第 5次
打进世界杯的最大功臣，预选赛前 5轮，丹麦
的战绩只有 2 胜 1 平 2 负，出线形势岌岌可
危。关键时刻，埃里克森站了出来，他在最后
5轮预选赛中场场进球，带领丹麦打出 4胜 1
平的抢分攻势，最终获得了附加赛资格。而在
附加赛首回合主场0比0被爱尔兰逼平的情况
下，又是这位热刺中场在都柏林光盖全场，带
领全队完成客场5比1的大捷。

除埃里克森外，门将小舒梅切尔、后卫西
蒙·凯、中场奎斯特、德兰尼、前锋约根森、鲍尔
森都是球队新一代的主力，目前这支丹麦球员
的年龄结构都在黄金期阶段，在这个分组形势
乐观的小组，丹麦是继法国之外的出线热门球
队。而赛程上先对阵秘鲁和澳大利亚，也是他
们的有利之处。 （中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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