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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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员（存档人员），中国海

峡人才市场推行“无接触

服务”，进一步升级“互联

网+人才公共服务”。经过

努力，在原有的基础上，现

继续推出以下线上人才公

共服务项目：

一是“存档证明”网

上申办，档案保管在中国

海峡人才市场的代理人

员（存档人员）（以下简称

“代理人员”），可通过中

国海峡人才网www.hx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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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块，提交个人的信息，后

台审核通过后，可自行下

载打印电子存档证明；

二是档案资料复印

网上申办，代理人员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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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海峡人才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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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苦求知

从学徒成长为大师
连紫华出生于德化县国宝乡格头

村，家乡遍地都是以制瓷发家的民间手
艺人，连紫华的瓷雕艺术萌芽于耳濡目
染和刻苦求知。

连紫华的艺术人生离不开恩师的栽
培和鼓励，他的艺术观、人生观的建立也
从他们的教导中汲取“养分”。

1989年，从德化城关陶瓷职业学校
雕塑专业毕业后，连紫华跟随著名陶瓷
艺人邱玉云学习制坯、修坯技能。邱玉
云是当时德化瓷厂的技术骨干，技艺全
面，对学生要求极其严格，作品但凡有一
个细节不合格，就要全部重做。学生练
习瓷塑的一个手指就需几百上千遍，一
个面部的刻画也要经过无数次的设计改
良才能达到要求。仅修坯这道工序，连
紫华便用了近5年的时间学习。

在跟随邱玉云学习期间，连紫华还
向邱玉云的儿子柯宏荣、儿媳陈桂玉学
习雕塑造型。柯宏荣与陈桂玉不仅要求
连紫华熟练掌握传统技法，还特别重视
培养他的文化艺术修养。名师出高徒，3
位恩师对连紫华潜移默化的影响，不仅

体现在艺术创作上，也塑造了连紫华博
学广纳的学习精神、严谨的艺风和淡泊

名利的处世态度。在连紫华的心中，3位
恩师是他艺术和人生道路上的“指路明
灯”。

从1989年开始学艺，到1997年出师，
连紫华在沉淀近10年后成立了陶瓷工作
室——德化友滨陶瓷研究所，一边担任
研究所总监，一边继续学习陶瓷知识。
2003年，连紫华到清华美院进修，还多次
参加多种陶瓷艺术培训。

在学习制作德化瓷塑的过程中，连
紫华重点学习塑像、雕刻、造型设计等艺
术技法，同时也花费许多心思在掌握选
料、制坯以及烧窑等技术上。通过大量
试验摸索，他熟练掌握了从选料到最终
出窑整个流程的全部技术要点，突破、解

决了一系列德化瓷塑技艺的瓶颈问题。

近知命之年，连紫华斩获中国工艺

美术大师荣誉。同时，他也是享受国务

院特殊津贴的专家、全国技术能手、福建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他曾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新加坡文化中心等

场所举办过多场个人作品展，近 50件作

品被国家博物馆、中国工艺美术馆、文化

部恭王府博物馆等永久收藏，30多件作

品获得国家、省、部级奖项。

精益求精

让作品展现鲜明的艺术个性
连紫华擅长宗教题材的瓷塑艺术创

作。在他看来，宗
教不仅填补了人
们心灵的空虚，还
提供了一个维护
社会秩序的准则，
是部分有宗教信
仰的人不可或缺
的精神食粮。宗
教作为瓷塑艺术
的主要题材之一，
创作者只有以虔

敬的态度去对待陶瓷，以修行的心态对
待自己的艺术创作，才能让自己役物而
不役于物，将生活化的美学理念内化于
艺术创作中。

“从事瓷塑创作是我的一种修行方
式。创作佛像的过程就像人生一样，增
添删减，每一个步骤都是对身心的磨
砺。当佛像创作完成后，烧制过程对佛
像和我来说，又是一次新的洗礼。经过
火的淬炼与淘汰，能完美留存下来的才
是真正有灵性的圣物，就像涅 重生的佛
陀。这是佛造像的新生过程，也是我心
灵的重生过程。这种修行是喜悦的、是
精神的升华，所以我更愿意去创作佛造
像。”连紫华说。

经过几十年的积累，连紫华的艺术
水平达到很高的境界，作品获得业界的
一致赞赏。他不但完成了许多个人名
作，而且受任于权威部门，临摹复制馆藏
文物。

2014年初，连紫华受国家博物馆委

托，临摹复制馆藏的国家一级文物。以

宋代木雕《自在持莲观音》为例，这是一

项创新任务：以瓷塑的形式复制木雕作

品，其难度不言而喻。他需“违背”瓷塑
艺术的造型规律，完全复制木雕作品的
造型后进行烧制。在此过程中，他面临
的最主要难点在于：器型大、跨越不同的
艺术形式及衣纹繁复造型难度较高。

为成功复制宋代木雕《自在持莲观
音》，连紫华耗时近一年，在反复试验后，
终于设计了一个由60多个桩条组成的复
杂支撑系统，并配合以特定的窑内摆放
方式，前后共烧制15件作品，才得以烧制
成功这一件高 61厘米、长 40厘米、宽 31
厘米的《仿宋自在持莲观音》瓷塑作品。

临摹复制文物前后，连紫华的身心
都承受着很大压力。如此庞大又精细的
仿制工程，如此高强度的劳动创作，外界
与其自身都绷紧神经，丝毫不敢松懈。
对于连紫华而言，这是一份殊荣，也是一
场煎熬与折磨的试验。幸而，他成功了。

连紫华说：“作为非遗传承人，我认
为仅仅能够全面地掌握古代大师的技法
与心法显然是不够的，一个艺术家必须
有能力突破传统带来的陈规惯例，在艺
术作品中展现自己鲜明的艺术个性，这
才能算得上一位成功的艺术家。即便我
能够完美地复制何朝宗大师的作品，也
不是我的终极目标，我想用自己独到的
艺术构思和现代科技手段，突破物质材
料对德化瓷塑艺术的限制，创造出带有
个人风格印记的艺术作品，让德化瓷塑
作品表现得更丰富，这是我这些年来主
要的艺术探索方向。”

如果说2014年临摹复制馆藏国家一
级文物是一次扬名的契机，那么 1995年
的一次试水，足以成为连紫华艺术领域
的关键节点。因为这次机遇，让他对艺
术创作有了更深刻的体会。

1995年，初出茅庐的连紫华获得一
次复制故宫博物院明代文物的机会。为

更好地完成那件达摩作品，连紫华在北

京驻扎了两个月。当时，他的心中萌生

一个念头：如果自己能有这样一件传世
佳作，他愿意用尽所有资产成全它。

“作品最打动人心的是创作情感。
一个作品的真正价值，在于创作者赋予
它的情感，而工艺只是完成情感的一种

手段。”
对于连紫华而言，作品不在于多，而

在于精。他最大的愿望是多做精品，留
下更多传世佳作。这个信仰指引他静心
思考、积累、沉淀，提高自身艺术素养，结
合其娴熟的技法及对生活的理解，让作
品展现出鲜明的艺术个性。

如今，连紫华每年都会创作一些精
品。迄今为止，他有 22件作品被国家博
物馆收藏，成为全国工艺美术界被国家
博物馆收藏数量最多的艺术家。

薪火相传

发扬光大传统瓷雕文化
连紫华醉心传统瓷雕技艺的同时，

也乐于将传统技法传授给有心从事瓷雕
创作的年轻人，并将传统瓷雕文化发扬
光大。

20多年来，连紫华带过的学生有百
余人，目前仍有十来人跟他学艺。从他
这里学成后自主办厂的不在少数，较早
出师成为瓷雕师傅的也早已“桃李满天
下”。

目前，“师带徒”的传承方式仍是业
界主流。连紫华说，传统瓷雕技艺在职
业学校难以学得透彻，职业教育培养的
学生虽在思维上胜于向民间艺人学艺的
学生，且在这一领域能成为一线的技术
人员，但在技艺层面较弱，不够扎实，多
数难以将作品表现好。加之很多年轻人

做艺术瓷的时候较为唯我，不少学生未

将技艺完全学会就独立成立小的工作室

营业了，因此能形成团队的较少。

厚德载物，薪火相传。连紫华笑言：

“注重传统工艺的传承、创新、推广，不要

受外界众多因素影响，要努力做更好的

自己，从艺之路没有终点。”如今，连紫华

仍在孜孜不倦地为瓷坛培养后起之秀，
为传统瓷雕文化的传承寻找着接班人。

（通讯员 林萍姗）

福建省德化县是著名的“瓷都”，

德化瓷塑兴于唐宋，盛于明清。作为

明代制瓷大师何朝宗的技艺谱系传

承人，连紫华突破了德化瓷塑造像大

体量作品烧造难的瓶颈，研究出“极

彩”陶瓷装饰技法。

连紫华说：“我今生与泥为伴、与

瓷相守，重要的不是创作了多少作

品，而是有多少作品能让人记住。我

想用独到的艺术构思和现代科技手

段，突破物质材料对德化瓷塑艺术的

限制，创造出带有个人风格印记的艺

术作品。淡然处世、严谨创艺是我不

变的初心。”

文化传承文化传承

台青风采

身为泉州台商投资区总工会副
主席，台籍劳模邱俊杰正忙着了解
台资企业复工复产的需求和困难。

“疫情发生后，泉州台商投资区
有两家台资企业最为忙碌，一家是核
酸检测企业，另一家是医疗器械生产
企业。”通过走访，邱俊杰得知，从事
医疗器械生产的企业拥有灭菌炉，可
以从事口罩消毒业务，但面临着技术
改进、人员不足等问题，便协助企业
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既让企业得以
快速复工，又为口罩的生产提供了保
障。

不过，随着疫情的好转，这类企
业又面临着转型的需求。由于需检
测样本减少，原本从事核酸检测的
台企需要转型第三方检测机构，于
是邱俊杰又主动帮助企业联系大陆
相关业者，商谈合作意向。

来大陆前，邱俊杰在台湾桃园医
院工作。2015年，看好两岸大健康产
业发展前景，邱俊杰来到泉州台商投
资区，筹建台资泉州颐和医院，这是
首个落户泉州的台湾医疗机构。“医
院按照三甲标准建设，建成后将借鉴
台湾较为成熟的医疗管理和服务理
念。”邱俊杰介绍，在引进台湾人才方
面，泉州政府不遗余力，不仅成立了
跨部门联合办公，协调解决医院筹建
事宜，还建设了人才公寓、提供住宿
津贴、设置公交站等，方便台籍员工
出行。

虽然在泉州工作的时间不长，但
邱俊杰发现，随着大陆日益重视大健
康产业等民生建设，越来越多台湾医
师等专业技术人才有意来大陆发
展。于是，他十分热心地帮助台湾医
疗、经管等相关行业人才赴大陆交流

访学，协助台青在大陆寻找创业就业
机会、融入当地生活。2018年，邱俊
杰被推选为泉州台商投资区总工会
副主席，成为全国多个国家级台商投
资区中，首个任区域总工会职务的台
湾职工。

“泉台同根同源，饮食、气候都
差不多，多举办一些活动，让两岸职
工多交朋友，可以给台湾年轻人一
种家的归属感。”上任后，邱俊杰协
助举办两岸青年创业就业交流座谈
会，为台湾铭传大学的本硕博学生
及企管科系老师来泉交流搭建平
台；策划组织首届泉台两岸医护人
员技能大赛，让两岸医师、护理师同
台竞技，推动一线医务人员深化交
流；发挥台资企业工会联合会和“台
湾职工之家”的作用，组织职工联谊
会、文化之旅等活动，让泉州、台湾

职工越走越亲。
2019年，邱俊杰被授予“福建省

五一劳动奖章”。邱俊杰受访时颇
有感触地说：“只要认真努力工作，
台湾居民在大陆一样能获得崇高荣
誉，台湾职工与大陆职工一样能获
得长远发展。”

今年2月，邱俊杰早早便从台湾
回到泉州，与同事们一起坚守岗位、
共同战“疫”。“一方面，泉州颐和医
院 2020年下半年要试运营了，筹备
工作一刻不能停；另一方面，许多台
资企业面临着医疗物资紧缺、复产
复工等问题，需要工会给予关怀、帮
助。”邱俊杰期盼着，疫情早日过去，
泉台职工的交流活动能重新开展起
来，继续做泉台职工的“贴心人”和
两岸职工交流的“联络人”。

（福建日报）

搭建泉台职工“连心桥”
——记台籍劳模、泉州台商投资区总工会副主席邱俊杰

今年以来，中国海峡人才市场流动党员管理服务中心深
入开展走访流动党员支部活动，了解疫情期间支部党员和支
部工作开展情况。

193支部党员卞理萍，家中突遭火灾，其家人临时安置在
老人院。流动党员管理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党建指导员一行
近日专程慰问卞理萍，转达党组织对其家人的问候，并送上慰
问金和口罩，鼓励卞理萍保持乐观心态，积极面对生活，认真
工作。 （通讯员 陈建军）

让七境茶香飘世界
——记罗源七境茶非遗制作技艺传承人黄月萍

“香高、口爽、色翠、耐泡”，是七境茶
的“四绝”特点，被唐朝茶圣陆羽载入《茶
经》。在明清时期，七境茶曾被作为贡品。

七境茶史称“罗源尖子”，又名“元明
绿”，产于福州罗源西部一带，有近千年的
栽培、生产历史。

手工炒制的七境茶品质最佳，随着机
械制茶的普及，20世纪 40年代末，七境茶
手工制作技艺濒临失传。2017年，七境茶
制作技艺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黄月萍是目前少数熟练掌握该技艺
的制茶人之一，是罗源七境茶非遗制作技
艺传承人。

在茶区长大的黄月萍对七境茶有着
深厚感情，在七境茶制作技艺濒临失传
时，她回到老家罗源县飞竹镇，开茶山、制
七境茶。2003年，她成立了福建七境茶业

有限公司，希望重现七境茶昔日辉煌。
“手工制茶既是技术活也是体力活。”黄

月萍说，七境茶属炒青绿茶，制作工序考究，
主要分为摊晾、杀青、揉捻、烘干四道工序，
每道工序都要求细致精准，因为这关系着茶
叶的外形、颜色、滋味、汤色。取一些七境茶
放入玻璃杯中冲泡，沸水中的茶叶，芽似剑、
叶如旗，汤面水汽夹着茶香缕缕上升，如云
蒸霞蔚，举杯对着阳光透视，还可见到茶汤
中有细细茸毫沉浮游动，闪闪发光。

“因为公司发展需要，手工制茶无法
满足市场的需要，因此我们公司以半机械
化制茶为主。为了传承手工制茶技艺，公
司开辟了高端茶定制业务，售卖上乘手工
七境茶。”黄月萍说。近年来，她一直致力
于这项技艺的保护、传承与推广工作，让
七境茶香飘世界。 （福州晚报）

松港街道长沙村，地处宁德市霞浦县城南面，位于福宁湾
垦区的核心区域，距中心城区3公里，是连接城区和南部沿海
乡镇的必经之地。近年来，长沙村党支部实施“文化脱贫工
程”项目，建设了乡村振兴讲习所、文艺音乐传习所、闽东诗歌
博物馆，让摄影、诗歌、书画等文化艺术扎根长沙村，已成为霞
浦文创促乡村振兴的一张亮丽名片。

王胤翔（如图），霞浦籍陶瓷艺术爱好者，2017年从景德镇
陶瓷学院毕业后回乡创办映像陶瓷艺术工坊，他善于应用自
己所掌握的传统陶瓷绘画技艺，将“霞浦滩涂”元素以陶瓷绘
画的形式，打造出具有霞浦地方特色的旅游文创产品，并顺利
申请非遗传承人项目，是目前霞浦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传统
陶瓷技艺的非遗传承人。

2019年，长沙村党支部将东冲路沿线的长860米、宽12米的
旧海堤改建为“滩涂摄影美食体验中心”和“创客中心”，积极引进
山海特产、青年创客等业者入驻经营，邀请王胤翔将个人艺术工坊
搬迁入驻长沙村。村党支部主动帮他对接本村村民，物色合适的
创作场所，并从村财中拨出资金近3万元，用于补助艺术工坊的整
理装修，并代为垫付了一年租金，让他安心在村里开展艺术创作。

接下来，村党支部还将统筹村资源提供各项服务，助力像
王胤翔这样的文创青年实现创客梦。

（文/通讯员 林峰 图/林封灏）

长沙村：文创促乡村振兴



流动党员中心走访慰问困难党员

与泥为伴 与瓷相守
————记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记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连紫华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连紫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