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矢志不移

成就一代制香大师
“70”后的林文溪干练豁达、富有朝

气，是兴隆香业的第四代传人。出生在制
香世家的他，自幼对香情有独钟，加之受
家族长辈口授亲传、耳濡目染，天赋异禀、
勤学好思的林文溪早己练就了对各种香
料耳熟能详、闻香识物的本领。

肩负家业与香道传承的使命感和天
生对香独特的痴迷与热爱，他毅然踏上了
制香之路。历经磨炼，他全身心投入香制
品的研发、生产、经营，除了传承制香世家
300多年传统十式古制法，还创新了许多
调香技术和制香工艺。

然而林文溪的制香历程并非一帆风
顺。他 12岁开始做香，16岁在永春达埔
镇汉口村香厂当学徒工，18岁被台资企业
高薪聘请为技术员。为了能寻找新的制
香技术和制香工艺，20世纪 90年代，林文
溪曾在一周内跑了7省学习、考察。

“在创业之初，为节省路费，我曾步行

几十公里拜师学艺，为深入考察原料市
场，几个馒头一壶水就是我一天的食物。
为辨别每一种香料，我曾把自己关在房间
里数十个小时……”林文溪淡然地诉说艰
辛的创业经历。

正是这份爱拼的闯劲和甘于寂寞的
执着，使他沉浸在香海里，练就了一种制
香人特殊的敏感和悟性。23岁学成归来
后，林文溪和兄弟开始了企业创新历程。

1994年，他们把方体的禅香竹签改为
圆体，便于使用和美观；1995年，他创造了
雪梨香，选用的是纯天然的法国香料，研
制出了味道和名字都独具一格的一款香
品，点起来与没点保持味道不变，这一次
大胆的创新，林文溪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
金，使他在业内一举成名。

2007年，公司迎来第二次转机，无烟
香的成功发明让他把养生、环保的理念引
入并运用到制香产业；接下来，他们主推
养生系列香，打造“一闻起来，就有大自然
感觉”的香品……在林文溪的手上，兴隆
制香世家得到了很好的传承与发展，“香
道三兄弟”也因此闻名遐迩。

“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
香。”多年来，林文溪如痴如醉地在他的香
世界中刻苦修炼，终于成为一代制香名
师。他把300多年前阿拉伯人蒲氏传统制
香法，去粗取精归纳总结出完整的制香十
式古制法（沾、搓、浸、展、抡、切、晾、染、
晒、藏），使传统神香生产规范化。由于他
在制香产业中的传承与创新，还受邀参加
了中国篾香国家标准和《燃香产品及术
语》国家标准制定。

如今，企业生机勃勃，发展势头引人
瞩目，是永春香“十大香业品牌”、福建省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福建省著名商标、
福建名牌产品、福建省守合同重信用单
位、泉州市民最喜爱的十佳品牌企业、泉
州市品牌农业金奖企业。

传承创新

将传统文化与现代元素结合
“要在竞争激烈的香业市场上占有一

席之地，必须要有自己的特点。”林文溪根
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总结出了黄金箴言。

“别人想不到的，别人不敢做的我就
去做！”这就是兴隆当家人的魄力。

林文溪的系列香品十分注重将产品
的传承和创新相结合，比如一种带有古式
铜锁的香箱，兼容中西方文化的元素，美
轮美奂，精致细腻，具有很强的典雅高贵
感和收藏价值，让人叹为观止。

如何将传统文化与现代元素进行更
好地结合？

对此，林文溪有独到的见解。“很多人
会问我，你的香品如何做到对传统文化的
保护和传承？前提是要融会贯通传统文
化的内涵，汲取其精华，创造性地开发新
产品。”林文溪认为，针对企业而言，要在
传统文化上有所创新、提档升级，充分体
现现代审美的价值。

兴隆香业正是在创新中做好品质，不
断精益求精，推陈出新，硕果累累：林文溪

“香之品·沉香”甘醇肺腑，可药可品，荣获
第二届中国（大连）国际文化产品博览会
工艺美术“文博杯”创新评比金奖；“沉香·

点香沉”一香三味，味味不同，荣获第十二
届全国工艺品、旅游品、礼品暨古玩艺会
优秀工艺美术作品评比金奖；获得一等奖
的“千年沉香皇”更是受到中国香道学会
会长王康的高度赞誉：“形质、工艺均属上
乘，香味纯正，令人心旷神怡，值得推广。”

“香不仅要好闻，还要好看，更要有文
化、有内涵。不仅给人味觉享受，也给人
视觉上的享受，更给人以精神心灵的享
受。”林文溪说。

从《本草纲目》启发中吸取灵感，林文
溪又根据不同草本植物对人体的作用，进
行调整配方，使香有了性别之分。“女人
香”主“净、静”，能帮助消除杂念、平静心
态、促进睡眠，从而达到美容养颜的功效；

“男人香”主“敬、境”，能忘却疲劳、补中益
气，对步入禅意悟境有帮助。

“做产品就像写文章一样，首先要感
动自己才能感染别人。”基于这种认知，林
文溪又在香品中加入了情感元素，使创新
迈向了更高的层次，“我的每个香品背后
都有着耐人寻味的故事，如‘男人香’系列
中的陶瓷帆板式点香器，寓意事业一帆风
顺；‘女人香’系列中的陶瓷柳叶式点香
器，寓意女士青春永驻、婀娜多姿……”这
些香品营造的各种意境，能引发香客的诸
多美好想象、乡愁别绪。

写过诗歌《乡愁》的著名诗人余光中
在鉴赏兴隆系列香品后，欣然提笔，为兴
隆香业题下“一缕清香点兴隆，闻遍天下
拜下风”的优美诗句。

不遗余力

弘扬永春香文化
作为企业家，林文溪所从事的香制品

行业与传统文化息息相关，香制品不仅仅
是民俗产品，更是文化产品。他认为“有
了文化的介入，企业就有了灵魂。文化是
传承与创新的过程，文化产品脱离传统文
化就缺乏根源，离开创新就没有生命力。”

他经常强调，“有根、有力量、有灵魂”。
“有根，中国香都终于落户在永春，这就

是永春的根、福建的根。有力量，全市每个
人都支持我们的香产业，力量是跟创意联系
在一起的。”他把300多年的香世家比作根，
认为不断地创造、创新，企业才有力量；更进
一步说，还要有一些好的文化理念，企业才
会有灵魂。林文溪又把企业的发展比喻为
树木的成长，“它们需要肥沃的土壤，传统文
化就是企业茁壮成长的土壤。”

林文溪一直把自己坚持和信奉的传

统文化理念贯彻进多年的经营管理中。
在产品的包装设计上，他更加注重文

化内涵的拓展。例如，“香之路”系列香品
就融入了海丝元素，不仅在外包装上呈现
海丝之魅、人文之美，就连点香座也设计
成一艘“船”。

“永春香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到永
春的，我们在设计香品时，就充分考虑到
这一历史文化积淀，将点香座设计成船
型，让消费者在静心品香的同时也能咀嚼
永春香史。”林文溪这样介绍。

他曾到日本、韩国考察，深深感受到
当地浓郁的香文化，回来后，他马上组建
了自己的香道表演队，又用时近 1年组织
创作完成中国第一首以香为主题的歌曲，
并衍生出永春首部介绍香业的音乐电视
作品，广泛传播香品养生理念，把香道文
化通过诗画音乐传播出去。

“以前公司是单人做香篆表演，现在表
演则可以多人同时进行，并融合日本、韩国
香道和中国茶道。”林文溪非常注重香道文
化的引入，开设了香道体验馆。现在，他的
香道体验馆已经入驻高速服务区和诸多景
点，五湖四海传播着永春香文化。

在法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
举办的《中国一日·重返泉州》纪念活动
中，林文溪把香带到现场。“这样的宣传契
机是很恰当的，因为早在宋元时期，就是
阿拉伯人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带来了香料，
了解香文化也是了解泉州的一个方面。”
林文溪说，只要能做到对传播永春香文化
有贡献的，他都会不遗余力地去做。

如今，香文化、香产业已经成为永春经
济的新增长点和新增长空间，永春香业不
断迈向集群化、规模化、现代化转型、升级、
跨越发展。事业如日中天的林文溪并没有
安于现状，他又开启了产业链的二期建设，
计划打造香品一条街，让更多文化人走进
香都，了解香历史，传播香文化。他坚信，
只有不断地抢占更高的站位，才能获取无
限的风光，闻香易趣，品位兴隆，香伴一生。

“香中有香”是林文溪终生不懈的追
求，毕生于香中问道，“何谓香中有香？就
是一种从所未闻的，叫人忘也忘不掉的味
道，让人想再去寻找，这就是我要找的香，
哪怕数量再少，代价再大，也要找到，让它
作为一种标杆，贡献给大家。”

这就是香人对香一生的挚爱与执
着。林文溪说，“我把香看得比生命还重
要，不管走到哪里，离不开香。”

（通讯员 吕晓艺）

“香”伴一生 书写制香传奇
——记国际高级沉香制香师、泉州市制香技能大师林文溪

宋元时期，一批满载香料的阿拉

伯商船驶进了东方第一大港——福

建泉州，并给永春达埔带来了一缕馨

香，制香技艺流传至今300余年。香

熏袅袅中，福建兴隆香业有限公司坐

落在群山环抱的“中国香都”——永

春达埔汉口村。

晨曦初露，兴隆香厂的各大车间，

已经可见制香工人忙碌的身影和运载

着成品香缓缓出入的卡车，也可以常

常见到一个有序指导的英姿，那背影

刚毅而坚忍、执着且铮铮，他就是低调

而传奇的制香大师——林文溪。

林文溪生长在一个制香世家，历

经磨炼的他，已经成为制香名师，拥

有国际高级沉香制香师、中国香业协

会副会长、永春香业同业公会副会

长、福建兴隆香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泉州市青年优秀企业家、泉州市制香

技能大师等头衔。

“一香一缘，百转千回”，正是缘

于他和像他一样对生活热爱、对香艺

传统文化执着的人，才成就了永春香

的独特香韵。

创新创业

在 104国道边的宁德市柘荣县宝鉴宅村，沿着
两边秧田畦畦、瓜果挂架的小石子铺就的机耕路而
进，看到一座钢构屋舍，门前大丽花恣意绽放，屋内
馨香缭绕，一切显得低调简约、生态自然，这就是大
学毕业后开始创业的吴承慈姐弟生活工作的地方。

吴承慈在村里一方纯净山水中长大，早早播下
了农业创业梦。6年前，大学一毕业的他就找姐姐
说了自己的想法。福州大学毕业的姐姐吴玉铃在
江苏开办漆艺工作室，已经干了3年，主要承接文旅
开发方面的业务，也算与农业、乡村搭上了边。她
也认为农村农业是一片广阔天地，早有回农村发展
农业观光、农业服务的想法，但那时回村创业的大
学生比较少。没想到弟弟的想法与她一拍即合，姐
弟俩毅然回到村里，成立宁德市承天农业科技开发
有限公司。

刚开始，他们种蓝莓、蔬菜、水稻、茶，不打农药、
不施化合肥，发展绿色食品，走传统外销路子，但因为
没有“冷链车”，鲜果蔬菜不能及时卖出而烂掉，加上病
害多、收成少、用工成本高，一年下来没挣什么钱。

姐弟俩冥思苦想破解之策。经过仔细分析，他
们发现要提高农业效益，必须改良土壤、改变种植
方式，把病虫害减下来，把人工成本降下来，把产品
销售期延长开来。

他们利用各自大学人脉资源，对接厦门大学生
态系，请教农业种植问题，开启系统学习，思路逐渐
开阔起来。本着自然农法种植理念和规划，他们一
边学习，一边实践，利用3年时间对柯岭老家的田地
进行土壤改良，根据测土配方，研制菌肥；同时转变
生产经营方式，制作蓝莓果干、果醋、醋素等，延长
销售期，开展作物轮作，进行网上销售。试验表明，
土壤改良后的茶园、水稻等作物病虫害少，产量高，
而且各项指标检测达到欧盟标准，产品全部进入古
老农耕商城。

姐弟俩在交通方便的宝鉴宅村流转了50多亩土
地，进行农庄式生产。他们严格进行土壤改良，实施
水稻和油菜、土豆和地瓜等作物的轮作，进行订单式
种植。吴承慈姐姐将茶园、水田管理等一系列过程

向订单户直播，得到客户信任，订单爆棚，产品供不
应求，今年500多斤的白茶早早就被销售一空。目前
基地总面积达200亩，其中蓝莓及多肉植物基地117
亩、茶园 30亩、稻田 53亩。基地在吸引大学生创业
的同时，还为农村妇女提供就业和增收平台，其中青
年农民10人（大专以上学历的2人），季节性雇工22
人（妇女18人），许多雇工每年增收3万元以上。

几年来，姐弟俩耕作的同时，认真做农事记录
及实验种植，希望通过最便宜简便的方式达到农业
生产最大化，帮助从事生态种植的农友解决问题。
他们不定期组织村里妇女到农场参观，分享积累的
经验，传授科学的种植方式和菌肥的制作及应用、
新农机的基本使用方式和日常检修等。也由此，

“承天农业”获得了 2014年县级创业补助三等奖，
2016 年省级创业补助三等奖、市级创业补助优胜
奖，2018年被评为大学生创业示范企业。

姐弟俩积极推广土壤改良技术。福鼎白茶企业
早几年就开始对茶园进行改良，但一直未成功，企业
考察了姐弟俩土壤改良成果后，对其改良技术产生
浓厚的兴趣。姐弟俩目前已经承接了福鼎、武夷山
牛栏坑等5家茶叶基地的土壤改良协议。福鼎一家
茶叶基地改良不到2个月时间，茶园病虫害明显比未
改良的茶园少，而且茶树生长也更好，茶园管理成本
大大降低。因为不洒农药，也没有农药残留的问题。

“土壤改良可以减少病虫害，降低劳动成本，可惜
这种行之有效的办法要在农村普及还是有些难度。”
吴承慈情怀满满地说。吴承慈举例，他现在的稻田全
部改良过，秧苗间距40公分，明显比普通农民的秧苗
间距疏，而且不打农药，秧苗插下去基本不需要太多
管理，再利用满江红来控制水生杂草，既能提升水田
腐殖质与氮素，又能有效节约人工投入。有些群众不
太理解这种种植方式，吴承慈解释：“间隔大了，单株也
大，透风性好，病虫害也少，成本低，而产量却高。想要
更多人参与进来，需要一个转变观念的过程。”

吴承慈总结创业经验说：“关键是要选择一条
正确的路。当然这其中要根据现实情况不断调整、
不断总结、不断学习。” （通讯员 潘文书）

创新种植方式 助力乡村振兴
——访大学生创业者吴承慈

9月18日—20日，中国海峡人
才市场流动人才党委 2020年第七
期支部书记（党员骨干）培训班在龙
岩长汀举办。培训班由中国海峡人
才市场流动党员中心主办、培训中
心承办。流动人才党支部书记、支
委、党员骨干等共56人参加培训。

培训班邀请长汀县纪委监委

专家讲授《学习新条例，践行新担
当》、长汀县委党校教授开展《习近
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专题辅导；
组织学员赴古田会议旧址、毛主席
纪念园等进行现场教学；开展小组
讨论交流；向中国海峡人才市场驻
村干部张晓思第一书记所在的中
都村开展赠书活动。培训形式多

样、内容丰富实用，理论学习与案
例分享相结合。

培训班旨在发挥党支部书记
“头雁”作用，增强党员理想信念，
弘扬苏区精神，提升党务工作能
力，为新福建实现高质量发展赶超
提供坚强组织保障。

（通讯员 陈建军）

9月 15日下午，福建海峡人力
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党支部联合中
信银行榕城支行，赴中信银行福州
分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学习教育宣传基地”开展
主题党日共建活动。中国海峡人
才市场党组成员、副总经理、海峡
人力副董事长游诚志，福建海峡人
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向
军、副总经理欧振，中信银行榕城
支行行长、党支部书记陈健梅参加
活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学习教育宣传基地”多维
度集中展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福建的孕育
与实践，系统介绍了习近平在厦
门、宁德、福州以及福建任领导期
间的伟大实践。

通过参观学习，党员及入党积
极分子纷纷表示在今后的工作学
习中，要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
护”。作为基层党组织要不断增强
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切实将
国有企业党组织的独特优势转化
为凝心聚力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的核心竞争力。积极响应党中央

号召，切实服务好国内国际双循
环，构建新发展格局，大胆创新、互
帮互学，开展基层党支部“达标创
星”活动，为各自企业的改革发展
开创新局面，谱写新时代高质量发
展新篇章。 （通讯员 蒋丽丽）

发挥基层党组织优势 凝心聚力推动企业发展
海峡人力党支部与中信银行榕城支行党支部开展党建共建活动

增强理想信念 弘扬苏区精神
中国海峡人才市场第七期流动党员支部书记培训班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