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
炎疫情波及全球，封城、隔离、停产，成
为世界各国的普遍景象，整个社会正

常的运转节奏完全被打乱。党中央果
断决策，科学部署，全国动员，我国抗

“疫”取得重大战略成果。
在将近半年的疫情防控中，全社

会都受到严重影响，中小微企业出现
市场萎缩、企业关停、人员裁减、资金
断裂、融资困难等情况。民间艺术家
也不例外，同样面临着各种各样困难。

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作为一家专
业的文化运营机构，大家传世文化机
构非常关注民间艺术家的生存情况。
6月 1日，“大家传世”总裁陈平走访位
于福州南街的“宗元国瓷”，与“宗元国
瓷”负责人黄海清交流。

黄海清长期致力于景德镇陶瓷工
艺的推广工作，一直秉持着艺术家的
匠心与坚守。在近两个小时的交流
中，黄海清坦言，这次疫情对陶瓷市场
冲击很大，近半年时间业务“归零”，场
地租金不能享受减免，夫妻两人没有
其他收入，只能靠过去的积蓄维持着
往前走。但是，黄海清没有坐着“等、
靠、要”，而是主动联系曾经与自己有

过交往的“民间推拿”医生陈兆彬，一
起筹划利用“宗元国瓷”的经营场地开
办保健养生推拿服务，通过创新服务
来吸引更多人关注和了解“国瓷魅
力”，顺便增加一些收入渡过难关。

陈兆彬拥有祖传气功经络推拿绝
技、30年中医切脉经验，集经络推拿和
中医切脉一身。对严重的腰椎间盘突
出、颈椎疼、肩周炎等慢性疾病，手到
病除，水平相当了得。疫情期间，陈兆
彬凭着高超的技艺，获得客户的广泛
好评。 （聂志刚）

疫情之下民间艺术家的“自强与自救”
“宗元国瓷”危中寻机创新服务渡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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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三农” 助力乡村振兴
——记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钟菊文

创新技术

成为一线农业工作者标杆
钟菊文是武平县平川镇人，1981年，他

参加工作时，在武平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学习
和协助技术人员做农作物品种试验。1998
年，他被任命为主管技术业务的副所长。

2006年，农业部在全国统一开展综合
性农业技术项目“测土配方施肥”，由各地
根据土壤检测情况结合主要作物进行针
对性配方施肥。

2008年，武平县成为“测土配方施肥”
项目的示范县。钟菊文被调到武平县土
壤肥料技术站任副站长，协助站长主抓全

县的“测土配方施肥”工作。他共主持各

项施肥试验 86次，参与试验 120余次，研

发出作物施肥配方 12 个，
累计推广应用面积 175 万
亩。通过土壤取样、肥效田
间试验、对比试验，钟菊文
建立了4.04万亩“测土配方
施肥”示范片。根据水稻示
范片测产验收，平均每亩增
效38.5元，为示范片农户每
年创收155.5万元。

钟菊文还协助站长组
织落实农业部“土壤有机质
提升”项目；参与实施绿肥
与商品有机肥示范推广项
目。这些项目的实施均对
武平县培肥地力及耕地质
量提升起到良好效果。

在此期间，钟菊文利用
“测土配方施肥”项目平台
主持开展的“仙草专用肥研
发及示范推广”科研项目，
填补了国内外在仙草营养
特性上的空白。这一技术
成果达国内同类研究领先
水平，获福建省百万职工创

新大赛三等奖和 2016年度获武平县科学
技术一等奖。

钟菊文进行“利用水泥工业窑灰生产
复混肥新工艺技术研究”，开发出新型化
肥——窑灰钾复混肥料，在福建省及相邻
的江西省部分地区累计推广应用面积180
万亩。随着窑灰钾复混肥料的广泛应用，
大量利用水泥工业废料——窑灰钾肥替
代成品钾肥生产复混肥，极大地缓解了我
国钾肥资源稀缺的局面，确保农业安全以
及大幅度降低钾肥成本和减少水泥厂粉
尘污染。这一项目于 2012年 6月被福建
省总工会牵头组织的“海峡两岸职工创新
成果展组委会”授予金奖。

钟菊文还利用武平天然白云石资源，
开发出中量元素新肥料“钙镁基肥”，并在

2002年获福建省农业厅正式肥料登记，在
福建省及江西省累计推广应用面积220万
亩，填充了福建省天然矿产肥空白，中和
土壤酸性，防止土壤酸化，有效缓解了龙
岩市及周边地市耕作地土壤严重缺镁的
状况，开创了一种新的农作物补充镁元素
的模式。

钟菊文的汗水浇灌了一片又一片农
田，从农艺工人成长为高技能人才。他屡
屡创新技术，成为一线农业工作者标杆。

立足实践

申报多项农业发明与实用新型专利
钟菊文结合工作实践，申报了许多农

业发明与实用新型专利。
2013年，钟菊文因“测土配方施肥”项

目下乡，到东留镇一处果园取土。果园土
壤非常硬，有些还含有碎石，取土工作非
常困难。为提高野外取土工作效率，减轻
取土工作人员劳动强度，他一直思考设法
解决这个问题，经不断试验，发明了“土壤
电动取样机”。

2014年春，钟菊文在泉州市安溪县城
厢镇大田施肥试验中，发现试验田旁的耕
种农户多是赤脚劳作，裸脚下田极易被石
块划伤，也易被蚂蟥、毒蛇等侵害。经与
农户交谈，他了解到除长筒雨鞋外，市场
无其他下田护脚用具，而穿长筒雨鞋下
田，不但太热，而且因鞋子笨重在泥浆中
很难走动。这对钟菊文触动很大，他反复
和农户探讨，经过十多次试验后，成功发
明了轻便实用、安全卫生的具有透气功能
的“水田袜”，以利于广大农户在水田耕作
中防护双脚。

在下乡指导农户开垦果园工作中，他
发明了刀锯合一的“带线锯的镰刀”，以解
决开垦山地果园时镰刀无法砍除较大杂
树的问题，大大提高了农民工作效率。

此外，他还在指导化肥生产企业生产
“配方肥”过程中，发明了一种“农业化肥

生产装置”。
2015年 3月 25日，钟菊文获“土壤电

动取样机”“水田袜”两项实用新型专利授
权证书；2016年 12月 14日和 2017年 12月
29日分别获得“带线锯的镰刀”和“农业化
肥生产装置”新型实用专利证书。

其中，“土壤电动取样机”项目在2017
年6月被福建省总工会评为福建省百万职
工“五小”创新大赛三等奖。

2009年以来，钟菊文根据自己在农技
实践中的积累，经过整理后形成学术成
果，《钙镁基肥在酸性缺镁性土壤上应用
效果初探》《仙草大田种植栽培技术》《白
云石粉在温州蜜柑上应用效果试验》等多
篇论文在CN刊物上公开发表。

2016年，钟菊文入选“国务院特殊津
贴专家”；2017年度，他被龙岩市政府评为
首届“龙岩工匠”；2018年 4月，他被福建
省总工会授予“五一劳动奖章”。他还积
极参政议政，是武平县第五、六、八、九、十
届政协委员，并多次被评为优秀委员。

攻坚克难

用心用情服务“三农”
至今，钟菊文坚守“三农”事业39年，将

梦想倾注于乡村振兴。他说：“大家认为很
难的事，只要多用心去做，往往就能做成。”

钟菊文工作中遇到过许多难题。例
如 2009年，全世界钾肥价格暴涨，从 2008
年初国内市场价每吨 2300元涨到 2009年
1月每吨 4900元，不到一年的时间价格翻
了一倍多。我国是缺钾国家，国内自给率
只有 50%，如果长期钾肥价格高，必然导
致农民的种植效益下降。为探索生产出
较低成本的配方肥，钟菊文带领科研团队
研发出“利用水泥窑灰钾肥生产复混肥新
工艺技术”，此项技术用水泥工业的下角
料窑灰替代钾肥，大量节省了进口钾肥，
降低了复混肥（即配方肥）生产成本。

在武平县土壤肥料技术站任副站长期

间，钟菊文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往乡镇的果
农、茶农、菜农专业户基地跑，帮助农民增
收致富。武平县象洞镇有一位农民原本是
养猪专业户，2016年，由于养猪污染很大，
政府实行严格禁养政策，所有猪不管有没
有污染，全部一次性销毁，象洞镇变成了

“无猪镇”。这户人家关了养猪场后失去稳
定收入，好在还有一片疏于打理的李树。
钟菊文每次下乡都教其李树的修剪、施肥
方法。渐渐地，农户的李树越种越好，产量
倍增。2018年，该户农民的果产量从原来
的1万多斤上升到5万多斤。

2016年，江西省赣州市柑橘黄龙病盛
行，许多果农因武平县地理条件佳，纷纷
来武平县种植脐橙。钟菊文便和同事常
常下乡把果农的脐橙园土壤提取回来，免
费为他们化验，将报告情况反馈给果农，
指导他们科学施肥。

2007年以来，钟菊文结合农业技术岗
位“师带徒”的特点，创新利用技术培训
班、田头课场、下乡实地传授技艺等形式
培训农业工人、农业专业户及其他农业从
业人员900余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目前
己成为武平农业领域主力军、农村技术创
新带头人。

为更好地推广土肥农技，钟菊文组织
各项培训，送科技下乡，将科技服务到田
间，成为“赤脚土肥技术专家”。这些年，他
通过办技术培训班 115期、技术讲座 165
次，送科技下乡、将科技服务到田间 1000
余次，发放农业技术宣传小册子 20000余
份，培训农业从业人员10000余人次。

“下乡”是钟菊文挂在嘴边的一个词，作
为一线农技人员，他建议年轻农业工作者要
多下乡，用实践去获取真知、增长才干。

面对成绩，钟菊文说：“作为一名农业
战线上的建设者，为祖国的伟大成就感到
自豪的同时，我也以今天为新的起点，更
加努力工作，努力为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再立新功。” （通讯员 林萍姗）

1966年出生的钟菊文，是龙岩市武平县土壤

肥料技术站的一名农艺工高级技师。他以服务

“三农”为己任，为乡村振兴屡立新功，曾荣获“国

务院特殊津贴高技能人才”荣誉称号，拥有多项实

用新型专利。

闽籍企业家风采

研发石墨烯涂料
抢占创新制高点

信和新材料成立于1995年，是一家专
业从事涂料研发、生产、销售与涂装服务
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产品广泛应用于
船舶桥梁、军工装备、核电工业、石化防
腐、电气设备、建筑工程、机械装备等领
域。

2020年一季度，疫情之下，信和新材
料业务逆势上扬。王诗榕表示，信和新
材料一直坚持技术储备和创新，早在几
年前，公司就提出战略转型升级，并启动
创新B计划——研发石墨烯涂料。

在推进石墨烯涂料产业化的进程中，
信和新材料走在了全球涂料行业前列。
其自主研发的海洋工程用“锌烯望”高性
能石墨烯防腐蚀涂料系列产品，耐盐雾时
间超1万小时，不仅处于国际领先水平，更
在全球率先实现了石墨烯防腐涂料产业
化。此项技术可谓是防腐领域的一个新
突破。

据调查，我国每年因防腐蚀技术缺失
带来的损失超过 2万亿元，约占国民生产
总值的3.34%。特别是我国正大力推动发
展装配式建筑，其中的钢结构防腐显得尤
为重要。

市场是检验技术能力的重要途径之
一。以防腐蚀为基础，信和新材料近年
来迎来了爆发式的项目增长。仅 2020
年一季度，信和新材料就中标了北京丰
台高铁站、深圳摩天楼“城脉中心”等多
个钢结构项目。据了解，北京丰台高铁
站是国内首座双层车场高铁站，现场需
要 350 多根大型钢柱撑起双层车场；深

圳城脉中心则是亚洲最高钢结构建筑、
世界第三高钢结构建筑。地标性建筑的
连续中标，验证了信和石墨烯防腐涂料
前沿的技术水平。

“信和开发的钢结构防腐防火涂料，
已成功应用于泉州湾跨海大桥，填补跨
海大桥使用国内涂料品牌空白；研发的
核电涂料，成功应用于巴基斯坦恰希玛
与卡拉奇、江苏田湾等国内外 10多个核
电站，打破了外资品牌长期以来的市场
垄断。”王诗榕介绍。同时，其海洋船舶
重防腐涂料项目及产业化应用，获福建
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开发的铁路动车专
用系列配套涂料，各项性能指标完全符
合动车及城轨车辆要求，拥有独立的知
识产权，系列产品得到中国中车集团的
高度认可。

“任何一个公司想要持续发展，不可
能靠‘临时抱佛脚’，都是‘台上一分钟，台
下十年功’。而只有抢占创新的制高点，
才能从同质化竞争中突围。这是技术门
槛，也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王诗榕说。

近年来，信和新材料积极参与相关标
准的编制，已先后牵头或参与编制国家及
行业标准33项。

践行绿色发展
实现企业与客户双赢

“一家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除了让
客户满意、员工满意，还要让社会满意、环
境满意，这是一流公司的主动担当。”王诗
榕表示。

作为福建省“绿色工厂”，信和新材料

一直认真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坚持走用地

集约化、生产洁净化、废物资源化、能源低

碳化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在基础设施方面，王诗榕持续推进

生产线的节能技术改造；在产品研发方

面，引入绿色发展理念，以打造绿色环保

产品为目标，以绿色制造关键技术创新

突破为抓手，以绿色标准应用和绿色示

范线建设为具体要求，不断优化产品结
构和绿色品质，推动绿色设计和能源体
系建立，产品的可靠性、稳定性和环保性
全面满足行业、国家标准和客户需求。

在环境安全方面，王诗榕积极推进清

洁生产、厂区绿化建设，做好重点危险源、
污染源的治理工作，细化“三废一噪”的处
理，委托第三方环境检测技术机构对污染
源进行检测，实现了所有污染物的达标排
放。公司自上而下宣传贯彻绿色发展的
理念，要求员工从思想上树立绿色环保意
识，并落实到生产运行中。

除了绿色生产，王诗榕还通过开展
服务型制造，实现了企业与客户的双赢。

王诗榕说：“过去涂料行业往往是‘按

公斤定额’，但这并不能体现真正的成
本。人们常说，涂装好坏，三分靠材料，七
分靠施工，涂装技术和工艺至关重要。而
涂装一直是客户烦恼的问题，为解决这一
难题，信和新材料率先在工程机械行业提
出‘单台定额’的销售理念，同时提供涂料
涂装一体化整体解决方案。”

为客户培训质检人员，教会客户如
何判断涂料好坏，引导客户正确选择与
使用涂料。同时，长期派驻资深技术人

员进行现场指导，提供涂装工艺技术设
计，帮助现场管理。通过这一系列举措，
信和新材料帮助客户提升了产品的附加
值，改进涂装功效，减少浪费、有效节约
涂装耗材成本。

近年来，通过开展服务型制造，信和新
材料完成从“销售涂料”到“销售涂层”的
转变，服务性收入占比不断提升，成为企业
新的业务增长点。

（下转4版）

坚持诚信 行稳致远
——记信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诗榕

王诗榕，1963年生于泉州洛

江区，信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先后获“福建省五一劳动奖

章”“福建省优秀青年企业家”“泉州

市诚实守信模范”“改革开放30年

泉州市杰出经济人物”等荣誉称号。

王诗榕从事涂料行业20余载

来，坚持以高标准打造一流公司。

他所掌舵的信和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信和），在国内外

市场接连中标多个关键性项目，显

示出不凡实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