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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关种业难题
1997 年，从福建农林大学植物

保护专业毕业的彭元层，进入蕉城
区良种繁育场工作。20多年来，他
连续承担省、市农作物新品种区域
试验任务。在团队的共同努力下，
彭元层先后完成水稻、玉米、马铃薯
等500多个新品种区域试验任务，为
福建省新品种的审定推广提供了可
靠的试验数据。

“每接到一个试验任务，不仅考
种工作量非常大，还要做好品种试
验过程的记录工作，出苗期、出苗
率、病虫害等各方面都不能落下。
每个新品种要想达到推广标准，需
要多年的区域试验和生产试验才
行。”彭元层说。

繁重的试验工作没有让彭元层
懈怠，相反，他在种业技术攻关上下
足功夫，积极开展科企合作。

2016 年，针对近年来草莓品种
严重退化问题，彭元层积极推动区
良种场与省农科院生物研究所合
作，在蕉城区虎贝镇万融农业、天冠
山水果专业合作社育苗基地开展无
土原种苗培育，推广红宝、红颜、妙
香、天仙醉等脱毒草莓新品种，3年
累计培育原种苗 30万株，并采用原
种苗扩繁生产草莓栽培苗 2500 万
株，推广到七都、赤溪等乡镇，以及
福州、莆田、泉州、厦门、漳州、广州
等城市，种植面积达5000亩，每亩增
收 3000元。与此同时，彭元层与省
农科院团队获得“利用废菌棒培育
草莓苗方法”“草莓防病害栽培基质
及其制备方法”两项技术发明专利。

“送技”下乡

助农增收致富
“探索推广引进新品种，目的在

于带动更多的农户增收致富。”彭元
层说。

活跃在试验项目中的彭元层，
同时还身兼科技特派员的职责。致
力于培养“土专家”“田秀才”的他，
时常走进田间地头，利用自己的专

业特长，推介优质品种。在挂钩帮
扶洋中镇钟洋村期间，彭元层积极
举办甘薯高产栽培技术培训班，引
进烟薯25、普薯32等甘薯新品种，示
范推广 200 多亩，平均亩产值 7000
多元，产值 150多万元，辐射带动农
户100多户。

“我们积极推广农业‘五新’技
术，不仅是要帮助农户增收，更多的
是希望转变农民的思想观念，使他
们更愿意接受尝试新的品种，应用
新的技术，促进蕉城农业的健康、可
持续发展。”彭元层说。

现场讲解、入户面授、集中培训
……以田间为课堂，彭元层有针对
性地对农民进行技术培训，帮助他
们解决生产中遇到的技术难题。通
过实用技术的推广应用，使示范户
实现户均增收 3000多元，使种植大
户成为当地科技致富带头人和典型
示范户。

新品种的种植推广，销售环节
是关键。为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
彭元层还扮演起“中间商”角色，积
极通过线上预订和线下活动等方
式，引来更多客商。“随着农业的发
展，新时代背景下的科技特派员，

‘送技’不仅是单纯的技术指导服
务，更要为农户在品种选择、生产、
销售等各个环节提供全方位的助
力。”彭元层说。

挂职老区“造血”

助力乡村振兴
东源村地处虎贝镇区东北方向

5公里，距城区 51公里，系革命老区
基点村，曾是老一辈革命家叶飞、阮
英平、曾志等人长期战斗过的地方，
拥有“百丈岩”、天峰亭后方医院等
革命遗址。

2018年9月，主动请缨前来挂职
担任驻村第一书记的彭元层，举办水
果玉米栽培技术培训班，推广新品
种。同时，充分发挥高山环境优势，
探索出“做优高山生态农业，发展红
色旅游经济”的发展思路。通过引进
水果玉米、甘薯、猕猴桃、黄桃等新品
种，带领群众发展生产，成功打造“苏
区客栈”，实现农旅融合发展、村民发
家致富，为革命老区村的发展奠定基
础。由于工作认真、成绩突出，他被
虎贝镇党委评为“优秀共产党员”。

“挂点帮扶不能来虚的，要根据
村情，因地制宜，结合群众的需求和
发展意愿，帮助村民真正实现‘造血
式’脱贫。”彭元层说，“下一步，我将
和村两委一同努力，继续围绕农旅
结合的发展模式，发挥红色旅游优
势，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变田园为景
区，变农家为客舍，带动产业融合发
展，不断激发内生动力，促进乡村振
兴。” （通讯员 张城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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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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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思妙手

廉竹化奇珍
王新明生长在以木雕工艺闻名的

坝下村，自小随家人在木料堆里打磨，
不仅练就了过硬的雕刻技艺，还对雕刻
艺术产生了深厚感情。为了提高雕刻
技艺，王新明四处拜师学艺，甚至到一
些有名的师傅家里做工，观摩他们作
品。还不到 20岁，王新明就已经在当
地小有名气。

20世纪 90年代中后期，木雕行业
低迷，王新明没钱买名贵木材继续家传
行当，却又放不下心爱的雕刻技艺。他
将目光锁定价格低廉的 竹，把濒临失
传的“精微透雕”绝技应用于竹雕，并采
用“欲断先连”等工艺手法，独辟蹊径开
启了竹雕生涯。

王新明利用竹根的自然形态删繁
就简，在方寸之间雕刻山水、人物、楼
阁、鸟兽。他将木雕的手法融入到竹雕
的雕刻技巧之中，刀法精巧、灵活运用、
求新求变，作品多源自顿悟，空灵而飘
逸。他观察飞鸟游鱼、山水草木、悲欢
离合，有感于心，于是信手拈来，便成一
方佳作。“看天上飘浮不定的云，觉得它
外形像一个动态的老人，或者墙壁上黑
黑的水迹，看着像国画中的泼墨，我就
从中取材，将它们表现在竹刻上面。”王
新明说。

王新明喜欢随原料形状的变化而
创作作品。他拿起书桌上一只形状古

朴的烟灰缸说道：“这是我在路边捡到
的一块树根，觉得似山似石，很有意思，
就取回来挖空、磨光，取其天然形状而
成。”被人丢在路旁的原料，经过看似简
单的加工后，颇具“灵性”。他的作品
《三重唱》取材于一根朽竹根，掏空朽心
之后，将残余韧皮雕成两片被虫啃得残
破的菜叶，菜叶上3只青蛙“呱呱”合着
三重唱，荣获中国第三届工艺美术精品
博览会铜奖。

此外，王新明在传统的雕塑题材上
不拘一格，推陈出新。他雕刻的观音、达
摩、关公……或坐或卧或登云出世，有的
倚树沉思，有的施展神通歇于巨蚌腹中，
还有的歇于铁鞋之上，令人耳目一新。

技艺创新

艺术表现形式多样
竹刻品易腐、易被虫蛀，王新明为

此伤透脑筋。经过不断的思索和反复
实践，王新明独创 竹圆雕作品及其防
霉、防蛀、防腐工艺，填补了我国仿古竹
雕技艺的空白。

王新明精细的竹木雕刻作品，多次
获得国家级金、银大奖，得到我国著名
古玩鉴赏家王世襄先生的高度赞赏。
他的50余件作品被王世襄先生和国内
外博物馆收藏。

王世襄先生曾以 90高龄之躯，亲
自撰文向海内外艺术界和收藏界大力
宣传推介，评价王新明为“近三百年来
不可多见的竹刻家”，认为他“年轻而

饶有天赋，大有发展潜力”。
王新明的竹雕作品，摆脱了传统匠

人写实的雕刻手法，加入了众多艺术创
新成分。比如雕刻作品中达摩伸出去的
手臂，看起来比例不是很恰当，要比平常
的手臂长很多、粗很多，其实是王新明运
用夸张的手法，来表现达摩的神力；渔夫
捡到的贝壳和珍珠比正常的大很多，意
在以夸张的手法来制造视觉冲击力。

依势造型是王新明艺术的另一个
表现方法。每个竹根的造型都不同，王
新明利用竹根不同的造型创作出合适
的主题，从而表现竹子本身的生长形
态。观音旁边的孩童便是竹根旁边生
长出来的竹牙儿雕刻而成，自然而有雅
趣；竹子生长出来的不规则竹节，成了
达摩身上衣服的褶皱，巧妙而不突兀。

细致的白描与大笔的写意是王新
明遵循的雕刻原理。粗与细结合、静与
动结合才能表现出物的“生动”。在他
的竹雕作品里，细微处丝发可见，粗犷
处一笔带过，给人以灵动的视觉冲击。

重视传承

奋力攀登竹雕技艺之巅
竹雕作品因易蛀易腐、材料价格低

廉，所以并未引起人们广泛重视。同样
的价钱，人们更愿选择象牙、玉石、紫
檀、黄花梨等名贵材质。王新明说：“正
是这样，我们才更重视竹雕的工艺与艺
术。其它作品贵是因为原材料，而竹雕
是因为它的艺术附加值。王老也一直

鼓励我，不能将竹雕创作断掉。”
为鼓励这位年青的竹刻家，王世襄

先生主动为王新明写了斋额“镂居”，并
建议他在作品上刻款，可用“人”，这样
可以防止一些商家侵权、弄虚作假。“仙
游竹木人家”也是王老亲自题词，赠予
这位年轻而执着的竹刻家。

大师的鼓励支持加上自己的执着，
王新明始终坚持竹雕作品创作，他相信
他的“竹”中行一定会走出一片大天
地。王新明的努力终于获得肯定，2000
件作品被新加坡、台湾的博物馆及收藏
家收藏。

艺术界、收藏界行家对王新明竹木
雕艺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他不仅深刻
领会古典工艺意韵，敢于出奇创新，还
能带动农村富余人力资源，把量多价廉
的竹根做到提高艺术附加值百倍以上，
且重视中青年技工及技师的技能讲习
与实训，为企业培养了一批一专多能的
储备人才，为行业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

2012年，王新明竹木雕刻技能大师
工作室被授予“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

王世襄勉励王新明：“希望既有丰
富想象力和灵巧双手的王新明，再加上
努力提高文化水平和艺术修养，定能崛
起八闽，为传统圆雕竹刻开创一个新的
流派。”雄关漫道真如铁，王新明铭记教
诲，朝圆雕竹刻艺术之巅奋力前行，开
创属于自己的更多可能性。

（通讯员 李剑）

廉竹化奇珍 巧工成雕王
——记福建省竹雕大师王新明

莆田市仙游县榜头镇坝下村，空气

中飘荡着木屑散发出的淡淡清香，这里

是“中国古典工艺家具之都”。在坝下街

头，踩着一辆自行车穿梭于车流中的王

新明，很难让人联想到他就是闻名遐迩

的“竹雕王”。王新明醉心于竹雕作品的

研究和创作，闽粤大地常见的 竹竹根，

在他手中化为一件件精美艺术品，一草

一木一物，都似被赋予了生命。

最美科技工作者风采科技特派员风采

近日，省级科技特派员、福鼎市渔业局水技
站站长王朝新来到福鼎市沙埕镇中心渔港新型
渔排，仔细观察大黄鱼的生长情况，面对面、手
把手地指导养殖户解决生产过程中遇到的难
题，探讨发展方向。

沙埕港周边渔民有着20多年的大黄鱼育苗
经验。长期以来，为满足当地鱼苗需求，渔民自
发设立育苗室从事大黄鱼育苗。随着规模不断
扩大，鱼苗还销往霞浦、罗源、蕉城等周边的大
黄鱼养殖区，在沙埕港海上逐步形成了闽东地
区最大的大黄鱼鱼苗交易市场，年交易额达到
1.5亿元。

王朝新说：“从事渔业生产都是要冒风险
的，接渔民求助电话已是家常便饭，作为科技特
派员、乡村振兴帮扶工作队成员，我时刻提醒自
己要守护好渔民的希望。”

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5月 15日，福鼎从
农业农村、海洋渔业、林业、茶业等部门选派 42
名科技特派员驻镇村3年，服务升级乡村振兴试
点村和产业薄弱村，指导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推
动每个乡镇成立科技特派员工作站。福鼎市委
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说，科技特派员制度的实施，
进一步激励各类人才在农村广阔天地大展所
能、大显身手，为打造一支强大的乡村振兴人才
队伍，创造了高效能的平台。

为助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2018年以来，
福鼎市已累计向镇村派驻科技特派员145名，采
取“科技特派员+企业+农户”等多种服务模式，
将科研成果转化到企业中，把知识产权入股到
合作社，通过省、市、县三级科技特派员联动，互
相沟通研究解决技术难题，在土壤改良、设施升

级、品种优化、线上销售模式等方面进行服务创
新，引领农民致富、农业增强，进一步带动福鼎
市三大产业发展。

今年 2月虽低温霜冻，但店下镇、太姥山镇
蚕豆鲜荚平均亩产量900公斤左右，亩产值可达
到 6000元左右，收益十分可观。种植户纷纷表
示，蚕豆不受灾害影响且获得好收成，主要得益
于科技特派员林宗学，是他成功引进青海1号新
品种，并推广春化早熟栽培新技术，大大提高了
蚕豆产量和品质。林宗学说：“新品种蚕豆豆荚
粗长，籽粒多而饱满，尤其是口味清甜，很受消
费者喜爱，畅销上海市场。”

王朝新提出实施海上民宿项目，在养殖基
地的基础上建设民宿，发展渔旅文化产业。一
产带二产促三产，增强产业发展后劲。

省科技特派员缪进金为帮农户解决产销问
题，积极参与协调超市、批发市场等11家蔬菜批
发商和恒润农业、太姥山国有农场等专业合作
社、家庭农场和种养大户20多家，开展农特产品
产销对接现场会，建立“商务供销群”微信产销
平台，开展订单农业、产地直销，拓宽蔬菜销售
渠道，促进本地基地蔬菜销售，确保产销平衡，
维护疫情期间市场稳定。

科技特派员吴思逢长期扎根在助农第一
线，创新培训方式，开办“田间课堂”农业种植
技术培训课，以农民为中心，以田间地头为课
堂，使农民足不出户、在家门口就能学到农业
实用知识，深受农户喜爱。在他的努力下，前
岐水蜜桃、东魁杨梅产量不断提高，品质也得
到保证。

（通讯员 蔡雪玲 池荣龙）

科技特派员为福鼎乡村振兴添动能

近年来，福清监狱党委探索新模式，与国有
企业、非公企业及政府单位等党组织进行党建
共建，实现资源整合、经验共享、优势互补、合作
共赢，吸引、凝聚、团结更多的党员群众，开创党
建工作新局面。

2018年 11月，福清监狱六监区（原三监区）
党支部与福建省御金商业管理集团党支部签署
《党支部共建战略合作协议书》，通过组织监区
党员干警参观御金集团、交流“政企联动”经验
以及听取专题讲座的形式，开展结对党建互助，
激励双方党员立足本职、珍惜拥有，调动工作积
极性与主动性。

为推动基层党组织党建共建模式可持续健康
发展，福清监狱党委将监狱资源辐射基层，实行以
福建省御金商业管理集团党支部为主体基层党组
织共建模式，加强党建工作责任制，以党支部书记
为组长，支部委员任组员，明确党建分工，一级抓
一级、层层抓落实；设立党员书屋，开展党性教育；
设立党员先锋岗，引导党员参与创建活动。

福清监狱还结对中国检验检疫集团福建分
公司党支部，开展党建共建活动，吸收国有企业
先进党建经验。同时，与福清宏路街道社区、学
校等搭建党建共建平台，促进党员进入社区、深
入群众，并多次成立法治宣讲团，开展“送法进
校园”活动。

在党建共建过程中，福清监狱帮助企业开
展廉洁教育活动，为企业党员领导干部和重点
岗位人员开展反腐倡廉警示教育，为企业法制
宣传提供教育平台，同时发挥企业在管理创新
基础前沿方面的优势，从企业引入先进管理经
验，提升监狱劳动改造效果，提高服刑人员劳动
改造技能和劳动素养，为刑释人员适时开展社
会帮教。

下一步，福清监狱党委将支持基层各支部
深化结对共建，并通过党建互助、党建指导、开
展党员志愿行动等方式丰富党建活动，提高基
层党组织综合能力及民警专业素质，促进监狱
党建事业可持续发展。（通讯员 赖金平 陈挺）

以党建共建促进合作共赢
福清监狱探索基层党组织共建新模式

扎根基层，让科技在乡村“落地生根”
——记全国农业农村系统先进个人彭元层

彭元层是宁德市蕉城区良种繁育场场长，扎根基层22年，专注从事农作物新品种和

农业新技术的引进、试验、示范、推广工作，是农业农村部“万名农技推广骨干人才”、福建

“最美农技员”。在种业一线默默坚守的他，始终不忘初心，无私奉献，为福建省种业工程、

菜篮子工程和农民增收作出了积极贡献。

彭元层在做玉米育种试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