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培养后备人才
传承“非遗”文化

作为民间工艺的一种，莆田陈氏工艺雕塑也面临着年
轻后辈传承人的难题。在哥哥陈春阳看来，雕塑技艺传承
至今，早已从原先的“师父变徒弟”，转变为“徒弟变师父”。

“我们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现在做这个人太少，
做我们这行起码两到三年时间都不能赚钱，要学，所以就
是面临着失传。政府有进行保护，那我们作为传承人更
有责任来把这件事做好。我们放低身价，把还没入门的
人拉进来学，只有真正来学了以后才会尊师重道。”

不同于别人的“独家秘方”，陈春晖并不忌讳激烈的
市场竞争。在他看来，担心“教会徒弟，饿死师傅”，这只
能让传统工艺走向狭隘。陈春晖充分发挥该专业技术学
科带头人作用，不断培养工艺雕塑技术后备人才，研发创
新作品服务各企业。

因为有意识、积极地培养年轻人，陈氏工艺雕塑传习
所，每年都会迎来许多爱好者和学生。陈春晖说：“有台
湾的，还有外国的，像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等国家。前
段时间，美国剑桥大学几个博士过来，他们也非常热爱。
学校那边不光是大学，连小学、幼儿园都组织到这边来
学。还有暑假夏令营也经常到这边来，一大批。那些小
孩非常开心，所以我觉得从小培养起来就是一种乡恋。”
他还创办了莆田市顺源美术雕塑院，雕塑院被评为莆田
市文化产业示范基地。

20多年来，学成出师的徒弟已有 300多人，大部分人
早已成为工艺企业的创作骨干，有的人还成为市级、省级
工艺美术大师。陈春晖告诉记者，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陈氏工艺雕塑，是他们兄弟的最重要使命。

“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作为这一代人有责任把这个
继承好，弘扬好。从事这一行我觉得非常自豪，因为我从
事的是文化的，文化是永恒的。留下不愧于自己的作品，
然后流于后世，这是作为非遗传承人的一种责任，也是一
种情怀。” （通讯员 陈坚）

善雕能塑，凤毛麟角

始于宋代的福建莆田工艺雕塑，已有上
千年历史。其中陈氏工艺雕塑历经岁月的洗
礼，集众家之所长，自成体系，把工艺雕塑中
的“雕”和“塑”二者充分发挥，达到合二为一
的神奇境界。其艺术作品雅俗共赏，神形兼
备，是传统艺术和现代艺术的完美结合。

历经 20多年的刻苦学习、潜心钻研，并
集合现代艺术的专业培养，陈春晖成为省级
雕塑技能大师、工艺美术大师。他既善雕又
能塑，同时既擅木刻又会石雕，这在莆田实属
凤毛麟角。

他的雕功素有“一斧胜九凿”之誉，只需
一把斧头，十几分钟就能劈出人物作品。同
时还兼具“化泥土为神奇”之能，一堆泥土在
他们手中，十几分钟就能成像。二者又互为
渗透融合，既有雕刻之细腻传神，又有泥塑之
豪放大气，堪称莆田传统工艺一绝。

此外，他和兄长还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
融合了现代艺术元素，佳作迭出，并收获无数
赞誉。《虎娃》《鲁迅》《一二·九学生抗日运动》
等十多件作品分别被国家工艺美术珍品馆、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中国奥委会等多
个国家博物院以及香港特区政府等收藏。

由陈春阳、陈春晖共同合作完成的莆田
市闽中革命司令部的标志性红色雕塑作品
《走向胜利》，长28米高5米，获全国城市雕塑
优秀作品奖。谈到这个作品，陈国华满怀激
情地说：“塑像落成时，电闪雷鸣，暴雨倾盆，
山摇树动，塑像巍然不动，好像群山朝拜。”

这是一份对艺术的尊崇之心。
让陈春晖得意的作品，还有许多，比如

《紫气东来》，被作为唯一一件代表中国龙眼
木雕作品，在文化部、中国文联主编的“中国
国粹艺术读本”上发表。

“走出去”发扬光大，促两岸文化认同

作为海西儿女，陈春晖的许多作品都与
海洋、海峡有关。作品《海花》曾获得福建省
工艺美术精品大展金奖，被福建省工艺美术
珍品馆珍藏，并于 2009年在国家级艺术核心
刊物《美术观察》发表。

他有一个头衔，是福建省文物保护单位
“陈裕清故居”文物保护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在莆田市荔城区拱辰下亭顶码村，小桥
流水人家，在桥头古榕树后面，有一排古民
居，其中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充满历
史的沧桑和文化的积淀。“陈裕清故居”就坐
落于此。由全国政协原副主席、中华妈祖文
化交流协会会长张克辉题写的“陈裕清故居”
匾额，悬挂在二楼大门上，故居大厅中分别悬
挂着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吴伯雄的题词
——“俯仰无愧”“光宗耀祖”。“陈裕清故居”
作为重要涉台文物，已列入福建省政府第八
批文物保护单位。

陈裕清是陈春晖的伯爷，曾任国民党中

常委、台湾中华笔会会长、美国芝加哥大学
等多所大学哲学博士教授，美国华文作家
协会主席。陈裕清晚年时十分怀念祖国，
嘱子孙后辈“专心学习”“著书立说，以文养
家”。因此，陈家对加强两岸交往交流特别
关注，这种关注自然而然地通过作品表现
出来。

传承非遗文化，促进两岸交流，陈春晖
和哥哥除了在创作上不遗余力，也积极“走
出去”将非遗文化发扬光大。陈春晖介绍
说：“比如说，每一个文化活动，还有展览，
不管是国家、省、市政府都请我们去现场表
演。1999年福建文化宝岛行非物质文化精
品展到台湾文化交流，现场塑像，影响非常
大。这也是一种文化认同。然后也到各个
学校，乡村去表演，弘扬非遗文化，也引起
社会特别是年轻一代对‘非遗’的热爱。热
爱就会产生兴趣，就会去追求，就会投身来
做文化传承。”

弘扬大爱精神
彰显社会担当

近几年，陈春晖与哥哥陈春阳合作，创作出许多慈善
公益题材作品，其中尤以公益性人物居多，从平民百姓到
国家领袖，男女老少无所不包，造型别致生动，内涵丰富
多彩，从而开创了莆田雕塑现代写实的新时代。

20多年来，陈春阳、陈春晖兄弟俩在父亲的指导下，
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雕塑作品，为莆田赢得了许多荣
誉。在众多优秀作品当中，最让兄弟俩引以为豪的，则是
雷锋塑像的成功创作。这些年来，他们怀着无比崇敬的
心情，用雕塑这一艺术形式创作了20多尊雷锋塑像，分别
安放在学校、部队、政府机关单位等重要场所，让广大民
众时刻感受到这位“平凡而伟大好人”的魅力和风采。

2011年 10月，莆田历代水利功臣纪念馆筹建处的刘
文桂、林志荣两位老同志，慕名找来，希望陈氏兄弟能为
莆田“平民县长”原鲁山和莆田古代水利功臣塑像。兄弟
俩当即同意，并表示免费为这些先贤造像。数月后，“平
民县长”原鲁山及水利功臣吴兴、钱四娘、李宏、陈池养的
塑像栩栩如生地展现在大家面前。

陈春晖说：“我们的每一件作品都是体现正能量。因
为我们的作品就是体现一个灵魂。从小受父亲熏陶，我
们创作的都是弘扬民族精神，大爱精神，还有社会责任。”

家学渊源，热爱雕塑

陈春晖自小生长在一个倡导“诗书耕读”
的雕塑世家，家学渊源，浓郁的艺术氛围在他
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陈春晖走上雕刻艺术的道路，可以说完全
是受父亲影响。作为“陈氏工艺雕塑”的传承
人、“莆田木雕”传承人，陈国华出身书香门弟，
自幼深受家学熏陶影响，对国学绘画雕刻尤其
热爱，具有极高的天赋。他曾在一星期内掌握
了基本的雕刻技艺，同时又靠着自学，练就了一
手精湛的雕刻工艺。他也曾是获奖专业户。20
世纪80年代初，他的作品就被选送到欧美等多
个国家展销。同时，他还曾被聘为中国工艺美
术全国评委之一，也是莆田市唯一的一位。

父亲陈国华的教育“润物细无声”，给陈春
晖很大的空间，想学什么就学什么，而他只在一
旁默默地观察。终于有一天，陈国华发现儿子在
美术上尤为突出，就开始引导其画画，每天除了
完成家庭作业外，他要求儿子至少临摹两张画。
几年下来，陈春晖画的画贴得满墙都是，厚厚的
一层，后来撕下来烧火煮饭，煮了好几顿饭。

陈春晖告诉记者，他的童年就是在父亲
的讲故事中度过。“这是一种情怀。从小到

大，我父亲讲岳飞，要有民族精神，要热爱国
家，精忠报国。从小就熏陶这种，精忠报国。”

1993年，15岁的陈春晖开始随父亲学雕
刻，自此与雕塑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别人
是到了学校开始学工艺，而陈春晖是带着工
艺美术的基础，进入福建工艺美术学校深造。

如今，陈国华早已将他的这一精湛技艺传
授给两个儿子——陈春阳、陈春晖。父子三人
共同成为“陈氏工艺雕塑”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莆田木雕”的传承人。2009年，“莆
田木雕”被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陈国华是传
承人和领军人物。最值得一提的是，父子两代
人都是百花奖获得者。1982年，陈国华的雕塑
作品《关公读春秋》与《关公与周仓》分别获得全
国工艺品的最高奖即中国轻工部百花奖优质奖
（金奖）和全国二等奖；2008年，陈春阳的雕塑
作品《虎娃》荣获福建省第五届百花文艺奖。

父亲对专业的专注、执着，尤其对中国传
统文化的热爱，对兄弟二人创作影响甚广。陈
春晖说：“父亲对我最重要的熏陶和影响，就是
热爱本行业——我们中国工匠精神，这个我觉
得是很重要的。”

尊敬的广大人事代理单

位、代理人员（存档人员）：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以

及上级有关职能部门关于

加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的部署要求,更好服务

广大人事代理单位、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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峡人才市场推行“无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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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首页“人才公共服务”

模块中“存档证明开具网

上办理”选项或“网上办

事大厅”中“出具证明”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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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档案资料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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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中国海峡人才网www.
hxrc.com 首页的“网上办

事大厅”中“档案资料复

印”模块填写相关的信

息，提交申请，后台审核

通过后，可邮寄复印的材

料到指定地址；

三是“档案资料目录

确认书”电子签署，代理人

员可通过邮寄的方式补充

“档案缺失材料”建档（需

附上申请人本人身份证复

印件），后台审核通过之

后，发起“档案资料目录确

认书”电子签署到申请人

手机，实现全程无接触电

子化受理。（友情提醒：代

理人员受理的手机号码必

须是本人身份证实名制登

记的号码。）

“档案缺失材料”邮寄

地址：福州市鼓楼区东大

路36号福建人才大厦5楼
余瑶收（350001），电话：

0591-87383061；“就业报

到证”、“大中专毕业（毕业

研究生）确定专业技术职

务任职资格审批表”、“年

度考核表”等材料邮寄地

址：福州市鼓楼区东大路

36号福建人才大厦4楼饶

佳收（350001）；客服热线：

0591-96345。 若 有 新 的

调整变化，将及时另行通

告，敬请关注！给您造成

不便，敬请谅解！

在此疫情防控的特

殊时期，敬请广大人事代

理单位、代理人员（存档

人员）继续支持我单位做

好工作。不在微信群、朋

友圈、微博、QQ等网络社

交圈发布传播不可靠信

息。任何与中国海峡人

才市场人才公共服务相

关事项的信息以中国海

峡人才网 www.hxrc.com
发布的权威信息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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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值春耕农忙，也是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省级特
派员、华侨大学园艺系副教授刘建福，在了解到蝴蝶兰
栽培基质主要原料水草，因疫情防控运输受阻影响企业
顺利复工复产等情况后，结合企业实际，提出了改良栽
培基质的建议。

“蝴蝶兰的栽培基质是水草和泥炭，我们通过筛选
和实验后，将筛选后的泥炭进行配比，使基质的营养及
整个生长环境得到比较好的改善，对蝴蝶兰的生长更有
利。”刘建福说道。

通过在水草中加入泥炭作为新基质，不仅缓解了原
材料紧缺难题，降低了约 15%的生产成本，同时新基质
的保水性、酸碱度更适宜蝴蝶兰生长，培育操作也更加
简便，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

“按照原来的做法，一个员工要掌握浇水技术，最少
要三年功夫，现在只要三四个月就能基本掌握，植物的
干湿度比原来更好控制了。环境越合适，植物生长越
快，预计蝴蝶兰会提前半个月成长。”福建省国宇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蒋思红说道。

“花卉多久采摘一次？”“销售情况怎么样？”省级科技特
派员、洛江区生产力促进中心工程师吴子平与同事走进基
地大棚，详细了解鲜切花生长情况和生产技术规程，询问产
品销售具体困难，指导鲜切花种植及疫情防疫等工作。

泉州缘鑫鲜切花基地负责人彭所金说：“科技特派员
对我们的帮助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控制鲜切花出苗速
度，保护下批幼苗生长及土壤健康，保证疫期过后，鲜切
花批量生产；二是指导如何保鲜鲜切花的花期、新鲜度，
使花卉受到市场和客户的喜爱；三是联系社区和街道，从
零售的角度帮助基地销售鲜切花，将损失降至最低。”

疫情防控期间，泉州市洛江区共组织15名省级科技
特派员深入一线，积极帮助区内企业做好疫情防控和春
耕备耕、复工复产等工作。

接下来，洛江区还将鼓励和支持辖区内各类专业技
术人员，根据推进农村产业需求、新农村建设、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要求，开展科技成果转化、配套技术推广、产
业化示范和服务，解决区域特色产业转型升级与产业链
延伸的关键共性技术问题，实现 2022全区村（居）全覆
盖。 （通讯员 陈家英）

2 月的清晨，透着几分春的寒
意，“中国扶贫第一村”——福鼎市
赤溪村里却一片“火热”：打包、贴
标、搬运……村民们正忙碌着将筹
集而来的6000个白茶饼装运上车驰
援武汉。

同样忙碌的还有赤溪村第一位
返乡创业大学生——杜赢，为了赶制
这一批白茶，他连续数日加班加点，
带领厂里少数几位村民加紧包装茶
叶，从茶饼挑选、检测分装到贴标签，
每个环节他都认真把关，力求把茶叶
做好，让武汉抗疫一线的医务人员能
够喝上一杯温暖香润的福鼎白茶。

30多年前，赤溪村是闻名全国
的特困村，如今经过各级政府和社
会帮助，赤溪村走出了贫困状态。
近年来，赤溪村民怀揣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加倍努力拼搏，行走在脱贫
致富奔小康的大道上。带领乡亲们
共同富裕，是 90后返乡创业小伙杜
赢的夙愿。

“这几年，政府部门给予我许多
帮助，我一直感恩在心。当前困难
时期，我也要为国家献一份爱心。”
在赤溪村“荣誉村民”王绍据发起捐
资买白茶饼为医务人员送温暖的倡
议后，村里的干部群众踊跃响应，杜
赢率先捐出1万元，并以成本价售出白茶饼。

2013年，杜赢从广西师范大学毕业后回到赤溪村筹
备创业项目，虽然不被邻里乡亲理解，但在家人的支持
下，他坚定地踏上曲折的创业之路。

一开始，杜赢没有制茶经验。他上门拜师吃了五次
“闭门羹”，直到第六次，师傅才说：“像你这样吃苦、诚心
不容易，我跟厂里的老板说一下，你就过来学。”此后，师
傅将制茶时的温度、湿度控制、室内萎凋的关键点等都
逐一教给杜赢。

“现在用烘焙机烘干茶叶，从手动烘干到自动烘干，
茶叶碎末减少了，口感也有了一定提升。”杜赢说，与之
前相比，如今他的制茶技艺更加成熟，在茶叶制作的各
个环节把握恰到好处，茶叶的品质越加成熟稳定。

掌握制茶技艺后，杜赢每天带着茶样去茶业市场，一
家家推销、商谈，越谈越顺，创业当年就赚了十几万元。

2014年，杜赢建了新厂房，成立茶业公司；2016年，
扩大规模、新增设备、创建茶园基地、体验园，带动村民
共同创业；2017年，他拥有直营店 2家，开辟了网上电子
商务业务，产值从最初的 20多万元到如今的 200万元，
实现年利润 30万元，带动当地茶农收入翻番，惠及本地
及周边农户400多户。近两年，杜赢的公司稳步发展，产
业规模逐步提升，建立了赤溪白茶游客体验观光中心，
并联合多家创业企业众筹建设占地 30多亩的“金丝皇
菊”精品菊花园项目，间接带动当地茶农收入再翻番。

在他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外出务工青年回村创业，
开办“农家乐”，发展特色农业种植园、采摘园，创建农业专
业合作社。杜赢也十分热心地帮助他们选择创业项目、创
办企业、开办商店，力所能及地帮助解决各类创业问题。

杜赢说：“这是我的家乡，我当然乐意看到她一天更
比一天美，乡亲们的日子一天更比一天红火。我要扎根
在这里，为她的建设和发展添砖加瓦。我想我们这批90
后，也一样有担当、敢担当、能担当。希望今后有越来越
多的年轻人加入创业热潮，用行动改变命运，最终改变
一个地方的面貌。” （通讯员 廖诗雄 池荣龙）

开 栏 语

技能人才是产业工人的优秀代表，是我国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就业优先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可或

缺的宝贵人才资源。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

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我省深入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牢固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理念，围绕加快实施人才强国和人才强省战

略，落实优秀人才各项培养措施，发挥省技能大师示范引领作用，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进一步推进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为加快

建设新福建提供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撑。

今天，我们比任何时代更需要弘扬工匠精神，弘扬它精益求精、专注敬业、久久为功、探索创新的精神内涵，激发广大劳动者走上技能

成才、技能报国之路。为此，本报从本期起开设“福建技能大师风采”专栏，弘扬工匠精神，展示技能风采，进一步营造全社会尊重劳动、尊

重创造、尊重人才的浓厚社会氛围。

弘扬工匠精神，就是热爱本行业
——记福建省雕塑技能大师、陈氏工艺雕塑传承人陈春晖

走进莆田，我们处处感受着传统艺术的魅力。美丽的兴化平原孕育了历史悠久、多姿
多彩的莆田传统文化，而工艺美术就是其中的一枝奇葩。在这朵奇葩中，陈春晖这位青年
雕刻家，犹如雨后初露尖角的小荷，亭亭玉立在雕塑艺术的殿堂。

这位1978年出生的雕刻家，毕业于福建工艺美术学校，是福建省首届优秀高技能人才、
省工艺美术名人、国家一级/高级技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可谓荣誉等身。他创作的30多
件作品获全国美展金、银奖，被中国美术馆、香港、福建博物院、福建省政府珍品馆等收藏，
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培养工艺美术后备人才数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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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江区科技特派员
春耕复产显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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