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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炎夏日，果蔬飘香。连日来，在宁德
市寿宁县凤阳镇官田村千亩高优农业示范
园区内，工人们正加紧对葡萄进行施肥、疏
果。“再过两个月，葡萄就可以采摘上市了。”
返乡创业青年缪文钦说。

2011年，一次回乡过节的契机，让在深
圳经营茶叶店的缪文钦看到了家乡发展现
代设施农业的光明前景，于是萌生了返乡创
业种植巨峰晚熟葡萄的想法，并希望凭借葡
萄产业的发展，为乡亲们带来致富的机会。

创业初期，缪文钦从自种 100多亩葡萄
开始，向有经验的种植户请教，邀请福安、周
宁等地专家前来上课或现场指导。期间，他
主动引导村民改变观念，搞特色种植，扩大
生产规模，走专业化道路。在他的带动下，
2012年，官田村发展葡萄 350亩，走出规模
化种植的第一步，种植品种以巨峰葡萄和夏
黑葡萄为主。不少村民看到效益后，纷纷加
入葡萄种植队伍。随着种植规模的扩大，缪
文钦带头成立了寿宁县祥瑞葡萄种植专业
合作社。

村民的自发加入，不仅盘活了抛荒地，
还吸引在外务工人员回流，为农村的发展注
入资金和人气，让乡村重新焕发生机活力。
同时，合作社从资金、技术等方面帮助种植
户，提高种植效益。在销售问题上，合作社
大力推广高山晚熟“锌葡萄”品牌，统一商
标，取得绿色食品认证，为社员提供销售服
务平台，稳定销售渠道。

经过不断努力，合作社发展规模不断壮
大，截至目前共吸收社员 107人，种植葡萄
1350 余亩，辐射带动凤阳全镇种植葡萄
10000余亩，年产值达1.5亿元。

缪文钦不仅自己富了，还帮助 35名贫
困户成功脱贫。今年 50多岁的缪焱光，原
本家境困难，全家仅靠他微薄的收入支撑。
2013年，缪焱光加入合作社，种植了 10亩葡
萄。期间，合作社为他担保贷款，提供“一对
一”技术帮扶。2015年，缪焱光一家人住进
新房，如今一年稳定增收 8万~10万元。提
及眼前的美好生活，缪焱光直言很感激。

葡萄种植让村民搭上了“致富”快车，但

仍有一些贫困户因病残等原因无法进行田
间劳作。如何为这些特殊群体找出一条稳
定增收的新路子？2018年，一个名为“我有
一亩葡萄园”的全新扶贫模式逐渐成型。

“我们与政府合作，针对全镇因病因残
的 26户贫困户，由政府出资向合作社租下
30亩葡萄园，交由合作社托管，以每亩每年
1万元的收益分配给失去劳动能力的 26户
贫困户。”缪文钦说，扶贫新模式成效显著，
实现了贫困户、政府、合作社三方共赢。

从“茶老板”到全镇葡萄产业“领头羊”，
转眼近10年过去了。如今，葡萄已成为凤阳
镇的支柱产业，在缪文钦的示范引领下，乡亲
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他也因此荣获宁德市

“十佳农民”“十大爱心青年企业家”、“宁德市
劳动模范”、“福建省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

在带领乡亲们致富奔小康的路上，缪文
钦从未停下脚步。从去年开始，缪文钦积极
推动中央作物厨房项目落地，以科技力量推
动葡萄产业朝着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信
息化、企业化方向发展。 （闽东日报）

发明贝壳通花技艺

工艺品蜚声海峡两岸
海韵如画，海韵如歌。走进谢定水艺

坊有限公司，犹如漫游绚烂多彩的贝壳世
界，让人感悟到海洋文化的博大源远。谢
定水以他对大海特有的情怀与理解，驾驭
着缤纷的色彩，舞动着浪漫的线条，给贝
壳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他带领小小贝
艺由传统走向现代文化创意，实现艺术上

质的飞跃，造型艺术和审美感观在突破中
更具神秘性和观赏性。

今年 58 岁的谢定水，从事贝雕研究
30多年，他发明利用贝壳切片制作通花贝
艺工艺品的技术——贝壳通花技艺，让贝
雕技艺首次列入国家创新发明专利，成为
国内首个能把贝壳最美最神秘的中心点
呈现出来的高人。谢定水说：“现代的贝
壳艺术工艺品及装饰应用，是社会一种美
学价值的存在，如何实现创新手段与贝壳

天然物独特美相结合的精心设计，开拓出
更多符合时代感的产品，既保留贝壳天然
性、轮廓性、本色性，又融入文化内涵，用
人文气息的设计理念，来凸显民族风格和
社会需求，我们背负着一种创作的责任
感。”

谢定水将各种贝壳进行解剖，把它们
切成厚为 0.5～0.8cm的贝片，每个贝壳仅
选取两条切割线之间的那片切片，其两侧
都是开放的螺旋孔，具有特殊的镂空艺术
效果。他惊奇地发现贝壳内部独具自然
美、镂空的结构以及绚丽的色彩，每个螺
片都呈现出从大到小的螺旋通道，每个贝
片都是独立的艺术造型之物。

为提高通花贝雕工艺美术品观赏度，
谢定水利用贝壳切片产生的纹理、肌理、
色泽进行艺术创作，经切片打磨、抛光、除
去表垢层后，露出贝壳原生态色彩及螺
纹，展现出贝壳的镂空螺旋孔，然后将多
片天然螺旋形贝壳的切片互相粘连形成
特定形状的工艺品。由于切片之间具有
各种通孔，每个切片自身特别是螺旋形贝
壳切片也具有多个镂空的螺旋孔，使得整
个工艺品具有特殊的镂空艺术效果，且观
赏角度不同呈现出不同的视觉效果，工艺
品纹路美观。

谢定水的贝雕作品，首次在台北参展
便引起工艺美术同行的连连赞叹，参展的
通花瓶、通花盘、贝壳装饰画、贝壳油画框
等展品被抢购一空。台湾生物学家翁教
授对谢定水的贝壳通花产品情有独钟，眷
念不已。他应漳州市政府之邀参加“第二
届海峡两岸现代农业博览会·第十二届海
峡两岸花卉博览会”后，立马赶到东山岛，
与谢定水再叙贝艺情缘。东山贝艺，为两
岸文化创意产业的交流合作，再谱一曲

“友谊地久天长”。

谢定水的贝雕作品还揽获诸多大奖，
作品“贝壳通花瓶”先后获得第五届福建
省工艺美术精品“争艳杯”大赛金奖、第三
届海峡两岸（厦门）文化创业博览交易会

“最佳创意产品铜奖”、2011年“金凤凰”创
新产品设计大奖赛银奖，被福建省工艺美
术陈列馆列为珍品收藏；作品“贝壳银饰
神兽壶”获第六届福建省工艺美术精品

“争艳杯”大赛铜奖；作品“贝壳龙虾篓”获
第六届福建省工艺美术精品“争艳杯”大
赛银奖；作品“贝壳通花盛世宝鼎”先后获
全国休闲农业创意精品华东赛区“产品创
意”金奖、2012年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铜
奖和全国休闲农业创意精品大赛金奖。

创意与文化元素结合

推动贝雕艺术创新发展
谢定水将贝雕工艺从传统平面的堆、

贴、镶嵌创作延伸到立体雕塑创作，如贝
壳通花瓶、贝壳蟹子篓、贝壳龙虾篓、贝壳
宝鼎等一系列精彩的工艺品，犹如出水芙
蓉竞相绽放。

谢定水的贝雕艺术独到之处，就在于
善于把创意与文化元素相结合，布局上吸
收国画精髓，以传统的螺贝镶嵌技法为基
础，汲取浮雕、半浮雕、圆雕、镂空、薄艺、
贝堆等工艺之长，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

“通过对贝壳通花系列产品的成功研
发，我从中体会到自然美与人文美相结合
带来的手工制作美，还带来了经济价值，
为国内贝雕工艺美术领域增添了一种新
的造型艺术，尤其突出了大型贝壳产品立
体形象，把握了美的规律来造型，得到了
直观性、空间感和质量感，从而融入人们
生活空间的一种具有物质文化与精神产
品的双重属性。”谢定水喜悦之情溢于言
表，“我正在构思创作更大的立体贝雕作

品，准备冲击吉尼斯世界纪录。”
谢定水善于以古典文化为元素，以独

特的文化创意，耗用 12000多个螺壳切片
创作圆腹、立耳，突出古代铜鼎卷尾兽形
三足的“通花贝壳宝鼎”，借鉴古代青铜器
物的造型艺术，匠心独运，打破常规大胆
结合银艺装饰点缀，更具艺术美感，填补
了省内这一艺术空白。

传承技艺

矢志做大做强贝雕产业
谢定水的作品极具艺术视觉冲击力，他

获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授牌成立
“福建省贝雕技能大师工作室”，有力地推动
了贝雕创意艺术的创新发展，使我省濒临消
失的贝雕产业得以复苏且渐入佳境。

“贝壳通花艺术是福建的一大特色，
乃至全国第一，但要重现辉煌仍需努力。
如何更好地传承、更好地创新发展值得很
好的思考。”福建省工艺美术研究院余卫
平院长说。

谈及未来的发展，谢定水说，贝壳是
大海对人类的馈赠，在这绚丽多彩的贝壳
世界里，还有他未发现的艺术价值。“立足
海岛传统特色，开发出具有海岛地方特
色、主题鲜明、适销对路、能代表东山旅游
形象的贝壳通花系列旅游产品，实现以创
新特色求发展，以文化创意求创新，做大
做强，努力成为我省贝雕产业龙头企业。
当然更重要的还在于技艺的传承。能带
出几个好徒弟，是我的社会责任，否则即
使创新出再好的技艺，没有人继承也不
行。”谢定水现有 5个高级工徒弟，他期望
更多的年轻人来传承这项技艺，让贝雕这
门艺术走向更美好的明天，使贝雕传统工
艺美术行业绽放更灿烂的文化艺术之
光。 （通讯员 黄辉全）

让贝雕绽放文化艺术之光
——记福建省贝雕技能大师、省级工艺美术大师谢定水

2009年11月11日，台北首届“海峡两岸文化创意产业展”上，一尊

来自福建东山岛的蕴含“吉祥平安”的贝壳通花瓶，绚丽多彩，格外吸睛，

站在不同的角度观赏，会呈现不同的视觉效果。台湾工艺界同行对这一

艺术珍品的绝妙文化创意连连称赞。

这一艺术珍品的发明者，就是福建省贝壳通花艺术专利发明人、省级

贝雕技能大师、省工艺美术大师谢定水，一位年近花甲、淡泊而执着的老

艺人，因创造这一神奇艺术而蜚声海峡两岸。

省工艺美术大师谢定水在制作贝壳宝鼎

探索茶工艺，盘活抛荒茶园

35年前，20岁的陈育才在宁德农
校茶叶专业学习。毕业后他经常利
用闲暇时间研究茶叶，和专家交流，
是一位有着30多年经验的“茶专家”。

2018年，陈育才作为科技特派员
赴南安市皇旗尖生态茶园开展科技
服务，开启了茶叶领域的一系列新探
索。在皇旗尖眉峰茶厂，陈育才首先
盯上茶厂的“抛荒茶园”。

前几年，由于种植铁观音茶经济
效益高，刺激了茶农大量种植铁观音
茶树。经过几年发展，铁观音茶面积
产量大幅度提升，产业存量剧增，市
场出现同质化竞争，销售压力随之加
大，造成铁观音茶叶市场低迷，严重
影响了茶农的积极性，出现了大量

“抛荒茶园”，急需探索新的发展途径。
“两三百亩的‘抛荒茶园’看着实

在可惜，我就想试着以长年抛荒铁观
音茶园的茶青为原料，在参照高香红
茶、传统铁观音、清香型铁观音制作工
艺的基础上，调整和改进部分工艺流
程及参数，进行初制试验。”陈育才说。

就这样，陈育才开始了大胆尝
试。他常常待在制茶间熬夜制茶，邀
请高级评茶师进行感官审评，对 3种
工艺成品茶的内含物、含量等进行测
定。

陈育才介绍，3个茶样的总分以
传统工艺铁观音茶的制法评分最高，
氨基酸含量也最高，此外通过香气测
验，野生茶也比普通茶叶多了 10多
种香气。而且，茶汤色和滋味与普通
茶叶相比，区别也非常大。

“野生茶的茶汤比同时期生产的
普通茶叶的汤色更浓，滋味醇厚，而
且十分耐泡，有的能泡 10多泡，汤色
和滋味依然不变，香气、野味十足。”
陈育才介绍，传统工艺制成的茶叶储
存也更加简单，只需要常温即可。

试验成功后，陈育才便组织周围
的茶农开展技术培训，传道授业解
惑。

这一制法也让许多茶厂“眼前一
亮”，眉山天文茶厂就是其中一家。“其
实从我父亲那一代开始，做的就是这
种‘土茶’，我很感兴趣就跟他一起探
讨研发，‘抛荒茶园’盘活了，茶叶销路
也增加了，受到许多人的青睐。”眉山
天文茶厂负责人陈天文表示。

在陈育才的努力下，“抛荒茶园”
“焙”出芳香，慢慢盘活了一方茶园。
据了解，2018年以来，陈育才在皇旗
尖生态茶园开展技术培训 3场，参训
人员约达 96人次；铁观音野生茶制
作技术新工艺研究与推广 150亩，实
现亩产值 2500元；示范推广新技术
1500亩，惠及农户 60多户，转变了传
统的种植模式，年产值 330多万元，
提高了经济效益，并促进科技转化为
生产力。

开发新品种，助茶农打开销路

陈育才的到来，为眉山乡茶农带
来了一定的效益，但他不满足于此。

陈育才在茶叶研究上从未止步，
他专注新品种培育，通过参加茶论
坛、请教茶叶专家、参观茶厂等方式
提升专业技能。

在他看来，眉山乡三面环山、气
候温润，种植的茶叶品质高、“底子”
好，如果加以品种开发，也能帮助茶
农打开销路。

近年来，花香型红茶受到许多消
费者青睐，陈育才开始进行花香型红
茶试制性试验。

为让花香味更浓厚，陈育才反复
试验，先后制作了 10 批、5 次茶叶。
采摘一批茶青，制成茶叶，除了耗时
费力，也要花费不少人工费和采摘
费，但他从无怨言。

他以金观音、本山等 6个乌龙茶
高香品种鲜叶为原料，进行制作分
析，通过比对后发现金观音所制的乌
龙茶香气馥郁悠长、花香明显、滋味
鲜醇。

执着的陈育才说：“就是喜欢做
这件事，也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开发
新品种，打开市场，缓解茶叶市场走
低的趋势。” （通讯员 黄毅）

科技特派员风采

30多年坚守，只为茶飘香
——记南安市科技特派员陈育才

在泉州南安市眉山乡眉峰茶园，

科技特派员陈育才正忙碌着。每个

月他都会驱车到眉山，精心研制茶

叶、推广制茶技术。

作为一名科技特派员，他盘活抛

荒茶园，并将改良的制茶工艺传授给

茶农，带动农民增收、农业增效。

于国胤：投笔从农的“乡村合伙人”
“最近鸭蛋销量好，把我忙得晕头转

向。”于国胤满脸笑容地“诉苦”。于国胤是
福州市罗源县松山镇北山村北山湾农业专
业合作社的“鸭司令”，前段时间，他的鸭蛋
上了罗源县长直播带货名单，日销售额首次
突破1万元。

31岁的返乡大学生于国胤，已经创业5
年。“乡村振兴，更需要产业支撑。”他辞去公
务员工作，回乡当起了农民。他和另外两名
大学毕业生组成“乡村合伙人”，上山养鸡，
下海养鸭，稻田养鱼，带领村民增收致富。

投笔从农，回家当“乡创客”

在松山镇外洋村农生家庭农场，于国胤
一边给鸡投食，一边按下腰间的扩音器按
钮，《茉莉花》的旋律旋即飘荡在山间，成群
结队的河田鸡涌到他身边，啄起了饲料。他
笑着说：“我的鸡都是听着音乐长大的。”

上山养鸡是于国胤创业的第一步。2016
年 8月，他辞去公职，回农村当了一名“乡创
客”。田园生活并不浪漫，自小生长在农村的
于国胤一清二楚，他的家人也极力劝阻。

“罗源湾畔环境优美，农业大有可为！”
于国胤很坚定，拿出积蓄，并向政府部门提
出创业申报，获得 10万元小额担保贷款，解
决了创业资金难题。

为建养鸡场，他徒手开荒，双手伤痕累
累；进出农场没有水泥路，他就一人扛建筑
材料；养殖是一门技术活，他参加了不少培
训，四处取经。

即便如此，他还是交了不少“学费”：缺
乏门路，买来的鸡苗品种不好、成活率低；喂
食、打疫苗、管理鸡群、销售送货，异常辛苦。

2017年 7月，于国胤终于打开局面，与
一家大型生态农场合作，引入“互联网+农
业”生态养殖模式。

于国胤说：“农场采用半放养、纯绿色的
林下养殖方式，各处安装摄像头，随时随地监
控鸡群活动情况。每只鸡都佩戴NFC脚环，
用手机就能追溯它的出生、打疫苗和出栏日
期等信息，让客户放心。”

以前，他自己要养鸡、跑销售、送货，现
在只要看订单、交货就行了。

拓展产业，下海当“鸭司令”

于国胤的“田园梦”，吸引了有着共同梦想
的于贤良、于孙懿。去年，3位年轻人一拍即
合，成立了北山湾农业专业合作社。

北山村拥有一片茂密的红树林和资源
丰富的滩涂，盛产各种鱼虾贝类，是养殖鸭
子的好地方。3人决定在海边开辟 20亩麻
鸭养殖场。

他们不仅敢于“折腾”，而且善于“折
腾”。3人各有所长，分工明确。于国胤负责
日常管理，农林学校毕业的于贤良负责技术
管控，营销专业的于孙懿负责网络营销。

“榕树下、大海边，一片滩涂一片鸭……”
从今年开始，定时在海边直播卖货，成了于
孙懿的日常工作。

通过直播，他们让农产品搭上电商快车
道。在他们的努力下，鸭子达到 3000只，产
蛋高峰期每天有1000多枚。目前，鸭蛋销路
以线上为主，线下主要由当地村民购买，年销
售额50多万元。

于国胤说：“稻田里的鱼还没长大，就全
部被预订了。这里的水稻是获得国内金奖的
品种，也不用担心销售问题。”他们还租了不
少荒田，正在打造 120亩稻鱼共养基地。他
们的“田园梦”越来越大，也在不断反哺当地。

在农场门口，于国胤众筹修建了亭子，
给村里老人纳凉。合作社帮助 5名脱贫户
解决就业和产品销路问题。有的脱贫户在
合作社打工，每月增收 2000多元，有的还将
鸭蛋卖给合作社，不愁销路。

于国胤说：“北山村是老区村，文化旅游
资源丰富，我们计划把创业项目融入村里的
旅游规划，带领大家吃上‘旅游饭’。”

（通讯员 郑瑞洋）

返乡创业青年缪文钦：种下一串甜蜜果，带动乡亲过上好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