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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跳墙是福州名菜，由聚春园出品，
福州聚春园是佛跳墙的发源地。光绪二
十五年（1899年），福州衙门厨子郑春发
改良研制而成佛跳墙，他开设“聚春园”
菜馆时，就以这道菜轰动福州。当时，一
位诗人品尝后即兴称赞“坛启荤香飘四
邻，佛闻弃禅跳墙来”，佛跳墙即由此而
来，距今已有100多年历史。

福州聚春园大酒店现任行政总厨、
闽菜大师杨伟华，是国家级“非遗”聚春
园佛跳墙制作技艺第八代传承人，他一
步一个脚印，20多年守护一方炉火，细火
慢炖，成就了精彩的闽菜人生。

勤奋好学

成长为闽菜大师
杨伟华是土生土长的福州人。福州

人不管是婚丧嫁娶还是逢年过节，经常
会在家里大摆筵席，邀请大酒店的厨师
精心烹饪后，将一道道雕刻精致的菜肴
摆上桌，盛情宴客。杨伟华从小觉得做
菜挺好玩，对厨师这个行业有了兴趣。

“改革开放后，福州出现了一些大酒店，
厨师成为热门职业，家里人觉得厨师是
个技术活，一技傍身总是好的”。1989
年，杨伟华初中毕业后，如愿考取福州高
级烹饪技工学校。经过3年的系统学习，
1992年毕业后，杨伟华进入聚春园大酒
店成为一名学徒工。

聚春园名厨辈出，一般不让学徒轻
易上灶台，杨伟华不怕辛苦，勤奋好学，
在厨房里打了七八年的下手，没有丝毫
的松懈。“平常工作不分贵贱，也是一个
学习的过程，你不可能一下子就会制作
佛跳墙，打下手也是帮师傅把做菜步骤
分解掉的过程，只有明白了为什么要这
么做，才能从根本上理解这道菜操作的
内涵”。

杨伟华说：“烹饪是门用时间磨练出
来的艺术，我主要靠勤奋。”他师从名厨
姚信锐，姚师傅学徒非常多，没有时间手

把手地教徒弟。佛跳墙制作工艺难度
高，如果想学好，除天赋外，还需格外勤
奋。杨伟华利用业余时间偷偷地看，偷
偷地学。“就靠着几年来偷偷学来的点滴
积累，我给师傅留下了不错的印象，师傅
认为我很好学，也就更乐意点拨我了”。

1997年，在福建省举办的一次烹饪
大赛上，杨伟华以精湛厨艺获得金牌，从
此崭露头角。

凭借扎实功底和灵动悟性，杨伟华
从师兄弟中脱颖而出。2008年，“聚春园
佛跳墙制作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35岁的杨伟华梦想
成真，终于迈入佛跳墙传人行列。2009
年，36岁的他被确认为“聚春园佛跳墙制
作技艺”第八代传承人。

创新工艺

推动闽菜标准化改革
数十年如一日，杨伟华悉心钻研佛

跳墙真谛。在他看来，“佛跳墙的费时费
力，主要是在材料的准备上。鱼翅的泡
发，鲍鱼的大小，花菇的选择，都是功
夫”。

杨伟华从不因循守旧，一直致力于
闽菜的创新与推广，并成功迈出“闽菜标
准化改革”第一步。

“粤菜之所以盛行不衰，主要是其讲
究每道菜的标准化，主料配料都精确到
克。”杨伟华说，而闽菜的制作，很多厨师
凭借的都是经验做菜，难以保证每道菜
口味一样，且白灼类少爆炒类多，对于刀
工、锅工和临场经验要求很高。粤菜的
操作理念和闽菜完全不同，杨伟华通过
借鉴其标准化流程，从 2010年开始对闽
菜标准化进行拓荒性努力。“我们将规范
做菜时盐多少克，味精多少克，从而改变
闽菜笼统的‘少许’‘些许’等制作概念”。

聚春园一天要做成上百上千份佛跳
墙，为了推广佛跳墙，杨伟华与团队精心
制定了一份佛跳墙制作标准，确定材料

品种，重量精确到克。杨伟华认为，实行
闽菜标准化以后，将有效解决厨师匮乏
的难题，也将减轻厨师的工作压力。“现
在我们的酱汁就是由老师傅统一调配，
用秤量取精确到克，再加上主材配料统
一标准，保证每盘菜的味道一样。有了
流程，推广也容易”。

“在传承的基础上，我们也不忘创
新。近几年，《聚春园佛跳墙制作标准》
不断完善，将用料标准量化，根据现代人
口味标准，进一步提高了成品质量。此
外，为方便顾客辨别真伪，2009年，我们
特地委托台湾定制佛跳墙容器，不易仿
造，确保其唯一性。”杨伟华根据现代人
饮食养生的需要，对佛跳墙的汤汁、调味
大胆创新，对香料的品种、用量进行合理
调整和规范，并对现有佛跳墙的汤汁制
作工艺进行改进，使改良后的佛跳墙更
加荤香、美味。“比如以前佛跳墙是分步
骤调味的，到我这变成最后阶段的统一
调味，以尽量在烹制过程中保持食材的
原汁原味。”杨伟华说。

聚春园江湖地位的奠定，仅靠佛跳墙
这道名菜是不够的。这里还是闽菜厨师
的摇篮和创新菜肴的研发地。自2011年
聚春园技能大师工作室成立以后，杨伟华
带领工作室成员传承创新闽菜，在保持传
统闽菜技艺的基础上，吸收融合南北菜肴
精华，创新“明炉烤鲍贝”“酥炸菠菜球”等
菜品。杨伟华认为：“再怎么创新，根要留
在闽菜的基础上。保持闽菜的口味不变，
保持原味，在闽菜的基础上发挥。”

值得欣喜的是，目前包括佛跳墙在
内，聚春园已收集整理 30多道传统经典
闽菜的“秘笈”。眼下，杨伟华正在编辑
一套闽菜标准化手稿，一旦成稿将系统
化加速闽菜标准化步伐。

热心公益

传授技艺回馈社会
尽管厨艺已经日臻精进，但杨伟华

始终保持自我审慎，将自己定位于“厨工
和学生”。在追求自身烹调技术精益求
精的同时，他不忘回馈社会，主动参与闽
菜的教学活动，发扬光大闽菜。他受聘
于福州市高级烹饪技工学校、福建省烹
饪职业集团、福建省商业高等专科学校、
福建省人事厅工考办、福州职业技术学
院等，担任中式烹调专业技术指导老师，
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学员。

只有高中文化的杨伟华，经常利用
业余时间充电，他说：“给大学生上课对
我而言是一根鞭子，逼我不断学习。”由
于不是科班教师出身，为了上好每一节
课，他利用业余时间专门去培训电脑、课
件制作等课程，并不吝费用自掏腰包，学
习授课心理，还上网课观摩学习其他老
师的教学方法。“付出和收获是成正比
的，在给别人上课的同时，也是自我增值
的一个过程”。对于这样一位认真付出
的老师，学生的反响十分热烈，为此，福
建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等机构每年都指名
要他授课。

一天，一家监狱的管理人员闻名找
到杨伟华，希望他能为少年犯这一特殊
群体教授烹饪技艺，让这些误入歧途的
少年们将来能多个技能。他欣然接受了
这个邀请。于是，他利用休息日和每周
三的时间，坐长途公交到监狱给这些特
殊的学生上课。每次6点多出门，中午12
点多才回到家，尽管辛劳，但是他并无怨
言，坚信“这是件功德无量的事情”。经
过为期一年半三个学期的学习，很多学
生在出狱后，利用所学的这门技艺，顺利
地创业开小饭馆或成为一名厨师。对
此，杨伟华深感欣慰。

手把手传帮带

倾力培养闽菜人才
对杨伟华而言，“聚春园”三个字，就

是一个无形资产。“这里是闽菜的最高殿
堂，出去比赛或者交流，在自报家门时，腰

板都能挺直一些。聚春园栽培了我，我有
责任将佛跳墙这门百年技艺再传下去”。

杨伟华依托大师工作室，将有上进
心的厨师聚集在一起，为酒店培养和挖
掘出更多有潜力的优秀厨师。自2003年
起，他带领学生和徒弟参加省、市各类比
赛，摘金夺银。

杨伟华严谨的治学精神，深受学生
们的尊敬和爱戴。近年，杨伟华“手把
手”培养了中、高级烹调师数百名，他们
散布在全球各地，有的在美国、日本、加
拿大、澳大利亚、南非等国家从事烹调工
作，并且在国赛、省赛、市赛中获得大奖，
为中西饮食文化交流起着重要的作用。

针对目前闽菜人才需求量大，后备
人才却越来越少的现状，杨伟华希望，能
有更多高学历的人才加入其中。

对于将来的传人，杨伟华列出三个
标准：敬业、技术全面、能约束自己。他
觉得第三点最重要，“以前我们当学徒
时，四五个人轮流用一个砧板，现在的
年轻人拿手机的时间比拿菜刀的时间
多”。

在杨伟华看来，创新和传承是两架
马车，发展中的闽菜需要融合，吸收别人
好的东西，更要与时俱进，与时代接轨。
为了加强交流学习，他带队到山西学习
了解面食制作的优秀经验，去台湾学习
当地菜肴知识，注重与本市兄弟单位间
的学习交流，经常和五星级大厨朋友圈
交换学习经验。

烹饪是门需要时间去沉淀的艺术，
不仅需要细火慢炖，更需要“达到一种均
衡”。“心系闽菜，天道酬勤”，杨伟华也勾
勒了自己的成长均衡。在其母校福州高
级烹饪技工学校的官网首页上，学校一
直以他为招牌引以为荣。三百六十行，
行行出状元，杨伟华从一名技校生，成长
为中国烹饪大师，也为广大后来者们提
供了一条可复制的成长成才路径。

（通讯员 李剑）

“中国智造”高端科研仪器进军世界
——记纳米流式检测仪研发者朱少彬博士

面前这台微波炉大小、颇不起眼的仪器，热销美国
德州大学安德森癌症中心（全球排名第一的肿瘤科研
与临床研究机构）、外泌体诊断和治疗应用开发领军企
业Codiak Biosciences、悉尼大学、台湾大学、复旦大学
等全球顶尖研究机构和高科技公司，还有多家国内外
著名高校和研究机构在试用并准备采购。它，就是朱
少彬博士研发的纳米流式检测仪。

朱少彬如数家珍般地介绍这台“神奇”仪器的技
能：“比如癌细胞，会吐出一种胞外基质的膜性小囊泡，
来逃避机体免疫的识别和攻击。我们的检测仪就可以
精准识别并调控这些小囊泡，这在癌症早期诊断、预测
癌症转移、新型治剂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又比如药妆研发方面，可以在小颗粒中载入活性
物质，用以修复皮肤受损细胞、凹洞、滋润美白肌肤
等。”

“食品安全方面，我们的检测仪可以快速鉴别致病
菌，让危害人体健康的微生物无处遁形。”

……
积极响应国家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号召，2014

年，在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和美国能源部艾姆斯国家
实验室从事博士后研究的朱少彬毅然回国，创办厦门
福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NanoFCM Inc.，以下简称福
流生物），致力于纳米流式检测技术的产业化。

创立公司以来，朱少彬和团队每天都面临着新问
题，并一直在解决问题的路上。“这是一个流动检测的
方法，流体的稳定性决定着设备的稳定性。光流体的
设计我们就改了20多个方案，不断尝试、试用，得到反
馈后，修正方案，再升级。”朱少彬呵呵笑着补充了一
句，“用我的母校厦门大学的校训总结，就是自强不息，
止于至善。”

创业初期，朱少彬经常一个人在办公室埋头研
发。厦门大学化学专业毕业的他，针对研发需要，努力
学习机械设计、自动化、软件等相关技术知识，仅用 1
年多时间就研发了 5代原型机。“不断学习，在学习中
提升信心，用信心支撑创业激情，对一个创业者来说是
非常重要的”。

2016年 6月，第一代商品化的纳米流式检测仪惊
艳亮相国际流式细胞大会，可实现发光能力低于单分
子荧光的单个纳米颗粒散射光信号的直接检测，较传
统流式细胞仪的散射检测灵敏度提升4～6个数量级，
粒径表征分辨率媲美透射电镜。纳米流式检测技术使
得研究人员可以像传统流式细胞仪分析细胞那样对细
菌、病毒、亚细胞器、外泌体、纳米药物、功能化纳米颗
粒等在单颗粒水平进行高通量、多参数定量分析，填补
了国际空白，在生物医药、食品安全、环境科学、新材
料、新能源等诸多领域都显示出巨大的应用前景和市

场价值。
2016 年 11 月，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NCI）的项目首席科学家 Jennifer
Jones和William Telford慕名到福流生物访问，Jennifer
Jones 的研究领域为细胞外囊泡，William Telford 是
NCI流式中心负责人。他们自带的囊泡样品在纳米流
式检测仪上取得了令人振奋的结果，两位科学家对仪
器的灵敏度、稳定性和便捷操作性给予了高度评价：

“纳米流式检测仪是目前唯一实现囊泡的单颗粒、多参
数检测的仪器，必将推动囊泡科学的发展。”2017年 1
月，朱少彬应邀去NCI进行仪器试用。此后，两位科
学家在多个场合为该技术进行义务宣传。

福流生物的第一个客户是国际外泌体研究领域的
领头羊——Codiak公司。国际外囊泡协会的发起人和
Codiak公司首席科学家 Jan Lotvall，得知这项世界领先
的技术成果后非常激动，赶到NCI测试样品之后联系
福流生物，申请试用。在其试用一个月后，2017年 9
月，福流生物收到了第一张订单，而后一路高歌猛进，
销售额从 2017年的 300万元上升到 2018年的 2000万
元。

纳米流式检测技术的成功研发和转化，得益于国
家对科学仪器研发的大力支持和厦门大学对原创科学
仪器研制的重视，是国家和地方政府大力促进科技成
果转化的一个成功典范。2015年，福流生物入选第八
批引进高层次人才“双百计划”A+类，同时还获得留学
人员来闽创业启动支持计划的重点项目资助；2017
年，朱少彬入选厦门市A类青年创新人才计划；2018
年，公司团队入选第六批省引才“百人计划”。在这些
创新计划的支持下，公司仅用 3年时间，就将“纳米流
式检测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为“中国智造”，在高端科研
仪器制造领域划出一道亮丽的“中国色彩”。

2018年 3月，福流生物承办了由国际流式细胞学
会（ISAC）现场教育推进委员会和厦门大学化学化工
学院共同主办的纳米流式检测技术领域的首次国际会
议（ISAC-Xiamen NanoCytometry Workshop 2018），
吸引了来自中国、美国、荷兰、澳大利亚等国家的 120
多名代表参会，展示了我国在纳米流式检测领域的国
际领先地位。

2018年 5月 4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网站“基金
要闻”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助推科学仪器的‘中国智
造’——纳米流式检测技术的研发及其仪器产业化”为
题，报道了福流生物的技术研发及其产业化成果。

如今，福流生物迅速发展，朱少彬带领公司团队，
正加快进行新产品研发，建设产品生产、销售和服务标
准化，并在英国设立分公司，开始全球发展布局。

（通讯员 杨翔燕）

匠心传承 引领创新
——记闽菜大师、佛跳墙第八代传人杨伟华

▼▼20182018年年33月月，，朱少彬团队承办纳米朱少彬团队承办纳米
流式检测技术领域的首次国际会议流式检测技术领域的首次国际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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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流式检测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