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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特派员风采

刻苦钻研，水产项目结硕果

海是霞浦最大优势、最大资源。对渔
业来说，项目的示范带动作用是巨大的。
在各类水产养殖项目和研究面前，叶启旺
展现出惊人的毅力和钻劲。

“8 岁时，我母亲在溪南镇台江当老
师，学校附近有水产试验场，看着技术人
员进进出出，做各种实验，羡慕。”叶启旺
笑道，当时就在心中埋下了蓝色种子，而
后考入厦门水产学院，更加坚定了回霞浦
助力水产养殖的信念。

刚毕业，叶启旺就参加了国家“七五”
攻关项目——东吾洋中国对虾放流技术和
增殖效果研究，负责中国对虾越冬技术工
作。为了全心投入工作，他剃了光头，春节
期间也没有回家过年，坚守在生产第一线。

有一次，在操作吸污池底时，不慎移动
了出水口的玻璃盖，水“哗”一声流到排水
渠，眼瞧着亲虾（用作繁殖虾苗的已达性成
熟的雄虾和雌虾）有被冲走的危险，他顾不
上其他，抓起一块玻璃盖，立即跳入池水
中，及时堵住了出水口。当时正值寒冬腊
月，他冻得浑身皮肤发紫，上下牙打颤。

2001年，叶启旺首次在闽东地区育出
大批量南美白对虾苗，同年开展南美白对
虾养殖示范获得成功，带动了全市南美白
对虾养殖，他也被授予宁德市对虾养殖首
席专家。

2004年，叶启旺参加省科技厅重大项

目，他负责大弹涂鱼土池育苗，当时这个
项目世界上无先例可借鉴。为摸索大弹
涂鱼在土池产卵、孵化和仔稚鱼生长规
律，他长期驻扎乡村，与烈日、滩泥相伴，
起早摸黑观察、试验，并及时向驻扎在台
江试验场的两位厦门大学教授反映情况，
共同探讨、调整试验方案，终于首次在土
池育出鱼苗。2006年，该项目被雷霁霖院
士领导的专家组鉴定认为：大弹涂鱼规模
化土池育苗技术居国际领先水平。

2013年，叶启旺在多年做项目的基础
上，从养殖模式、水位、肥料、收捕四方面
对大弹涂鱼传统范式进行了颠覆性创新，
总结创建了大弹涂鱼高效养殖模式，一年
多养一茬亩产翻倍，并在全省推广，每年
新增效益数亿元。

此外，叶启旺还带头引进斑节王、虎
斑乌贼、红毛菜、海葡萄、虾夷马粪海胆等
养殖，均获成功。“今年申报了‘北方海胆
品种南移养殖’项目，希望通过几年努力
把霞浦打造成南方海胆养殖基地。”叶启
旺说，他所在的水技站虽然人少，但一直
走在全县养殖的前沿，引领霞浦水产养殖
不断前进。叶启旺在 2017年、2018年连
续两年被聘为省科技特派员。

授人以渔，传技育人终不悔

多年来，叶启旺利用蹲点、育苗、实施
科研项目及下到生产第一线等机会，开展
试验、示范、推广、病防等，做好传帮带工
作。他培训、指导的一大批学生、助手、渔
民，都活跃在渔业战线上。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工作以
来，叶启旺发表了 40多篇论文，数量和质
量在全省渔业系统基层技术人员中出类
拔萃。他勤于总结，参与编撰了不少教
材，内容涉及大黄鱼、大弹涂鱼、对虾养殖
等。

他负责编撰了霞浦县内陆水域水产
养殖规划，独立撰写了宁德市对虾养殖现
状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参与编写行业
标准“大黄鱼繁育技术规范”，参与主编

“全国农业职业技能培训教材”之一大黄
鱼养殖技术丛书编写（初、中、高），独撰了

中国知网“智慧农民十万个为什么”原创
电子书籍《大弹涂鱼养殖技术50问》，独撰
了省科技出版社出版的《海水养殖技术问
答》大弹涂鱼养殖章节，参与编写了“中国
海带产业发展研究2018”系列丛书。

长期以来，霞浦县渔民的大黄鱼、大
弹涂鱼、对虾及新品种养殖等技术基本都
由叶启旺传授，他还汲取最新技术，结合
本地实际情况制作了通俗易懂的课件。

“我每年都要培训渔民上千人，给这
些渔农民上课是很‘难’的。”叶启旺说道，
渔农民素质和文明程度略低些，只要他们
不喜欢听，立马拍屁股走人，根本不考虑
上课老师的面子和感受。如何吸引学员，
不要让学员半途开溜，在不知不觉中把渔
业知识传给他们，很考验老师功力。

有好几次，政协会议上发言后，一些
委员私下问叶启旺，你发言没讲稿，还不
重复不 嗦，是否有写稿并背下来。“那是
常给这些挑剔的学员上课锻炼出来的。”
叶启旺笑着说道，授课要“看菜吃饭，量体
裁衣”“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还要密切
关注学员的动静，一旦发现他们蠢蠢欲
动，立马要抛出一两个段子，让他们振奋
精神，继续听课。此外，叶启旺还受邀到
全省、全市及沿海市县授课，提供咨询和
培训服务。

由于在培训方面表现突出，叶启旺被
选为霞浦县中华职教社和科协常委，还是
霞浦县关工委科技服务队志愿者，县气象
局海水养殖气象服务外聘专家，多家水产
公司、合作社技术顾问。

不辞劳苦，为民服务助发展

叶启旺深知，海水养殖风云变幻、艰
辛不易。他常常深入渔排、虾塘、海区为
渔民排忧解难，节假日也不例外。

2017年 1月，霞浦外浒海区海带烂苗
严重，他闻讯后，第一时间带领技术人员深
入海区调查，并提出解决方案，3000多亩海
带免遭损失，经济价值达6000多万元。

一个周日下午，叶启旺在家休息，突
然一阵急促敲门声响起，开门只见一名陌
生女士焦急地向他倾诉，原来该女士养在

北壁的鲍鱼，这几天每天死亡好几担。女
士心急如焚，辗转找到了叶启旺。在简单
了解情况后，叶启旺立马驱车90多公里赶
到北壁渔排解决问题。

霞浦县渔排养殖多年，有的底泥淤积
达好几米，影响养殖条件和水生环境。海
马齿和海葡萄既能食用，又能帮助生态修
复，叶启旺先引进海马齿，并教养殖户该
怎么养。

要产生更好的生态效益，还得种海葡
萄。当时，福建省水产技术总站硕士生刘
燕飞来霞浦挂职，叶启旺获悉她在海葡萄
养殖方面很有研究，便主动与她联系合作。

为了让项目及早顺利开展，他先垫付
大部分资金。海葡萄从越南引进，到达当
日，他冒着酷暑和蚊虫叮咬，布气石、制作
模式框架、逐一剔除病烂的植株……从中
午一直忙碌到深夜。

看到 50多岁的叶启旺与年轻人一起
劳作，刘燕飞由衷地说：“叶站长是个实实
在在做试验的干部，他心里唯一想的就是
试验成功，造福群众。”在他和团队的努力
下，海葡萄在自然海区和室内水泥池养殖
均获得成功，被全国水技推广体系发展报
告收录为各地取得的技术成果。

2017年底，闽东最大规模土笋养殖基

地负责人许舒溪求助霞浦县水技站，希望
通过科研打破土笋种苗繁育的瓶颈。

“土笋养殖苗种主要依靠采捕野生资
源，2015年前，霞浦附近自然海区一年能
收约20万公斤种苗，到2017年连5万公斤
种苗都收不到了。”许舒溪表示，土笋虫种
苗繁育已成燃眉之急。叶启旺就帮助开
展《土笋规范化养殖与生产性育苗研究》。

经过 4年示范基地建设，叶启旺对土
笋养殖工艺进行了优化，不仅减少了污
染，简化了工艺，还降低了成本、提高了土
笋生长速度和产量。

“近几年，我县整治互花米草花费千万
余元，但收效甚微，我转变思维，发现土笋极
适宜在互花米草区域腐殖质多地质较硬的
土壤生长。”叶启旺说道，他及时联合省水技
总站申报了2019年渔业结构调整项目——

“土笋生态繁育技术”，现项目已成功验收，
同时东吾洋土笋资源得到较大恢复。

多年来，为了那片蓝色希望，叶启旺
始终牢记自己是一名平凡的科技工作者，
把自己的聪明才干奉献给渔民群众。他
坚信奉献不一定要惊天动地、气壮山河，
也可以像春雨那样润物无声，像小草那样
染绿大地，在默默奉献中闪耀光芒。

（通讯员 李巧鸿）

以工匠精神铸就企业发展之魂
——记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头人、福建龙马环卫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焊装车间主任闵龙林

率先垂范，技能卓越创佳绩

闵龙林参加工作之初，就以刻苦钻
研、勤奋上进的精神赢得车间工人赞赏。
他仅用1年时间便熟练掌握了原本需3年
时间培训才能熟练掌握的操作技能，迅速
成长为车间生产骨干，并运用掌握的理论
知识和实践经验，为公司技术部门提出多
项技术改进措施和工艺改进方法，为企业
实现可观经济效益。

闵龙林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脚
踏实地，始终坚持工作在前，休息在后。

在企业改制转型期，他勇挑重担，做好本
职工作；在车间员工抱怨工作突变、闹情
绪时，他坚守工作岗位，做别人不愿干、难
度大的工作；闲暇时刻，他不忘开导同事，
减少他们心中顾虑，保证工作进度按时完
成。

作为一名老党员，闵龙林严以律己。
他30多年如一日在工作岗位上奋斗，日夜
不辍。身为车间主任，工作上，他对车间
工人进行军队化管理，生活上他又对同事
给予人性化关怀。他以身作则，带领员工
闯一个又一个生产难关，确保公司每月生

产任务保值超量完成。
30多年来，闵龙林工作业绩突出，佳

绩频传。1993年，他被原福建龙马集团龙
岩拖拉机厂评为“先进生产工作者”；
1996—1997年度，被福建龙马集团公司党
委评为“优秀共产党员”；1997年度，被福
建龙马农用车制造有限公司评为“先进工
作者”；1998年，他负责的QC小组被龙岩
市标准化质量管理协会评为“龙岩市优秀
质量管理小组”；2011年度，被福建省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授予“福建省技术能
手”称号。同时，他还是 2012—2015年福
建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的领头人；2015—
2018 年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头人；
2016年荣获“国务院特殊津贴”。龙马环
卫相关负责人表示，几年来，闵龙林在公
司技能人才的培养与氛围营造上起到良
好带头作用。

传承创新，促企业高质量发展

闵龙林表示，龙马环卫将员工培训摆
在促进企业生产经营和可持续发展的重
要位置，在制度和硬件上为员工培训提供
完善保障。2012年，龙马环卫成立国家级
技能大师工作室以来，依托这一平台，通
过纵向交流、专业培训、自学钻研、技能攻
关的方式，提升自身综合素质、用扎实的
专业知识和丰富的实践阅历，攻克各项技
术难关，处理各种疑难问题。

闵龙林技能大师工作室坚持理论联
系实践，将技术理论与工作实践相结合，
以解决生产实际问题为出发点，引导技能
大师工作室成员创新性地解决生产中遇
见的问题。大师工作室学员林美焕表示，

“大师工作室成立以后，带动我们学习技
能，产品质量有了很大提高。”

大师工作室从技术攻关和协作两方
面着手，促成企业良性运转。闵龙林注重
推广先进操作和管理方法，制定了《总装
车间质量管理规定》和《总装车间管理规
范条例》分解调试送检质量管理目标，如
《中、大型清扫车、清洗车调试技术规范》

《后装压缩式垃圾车调试技术规范》。建
议实施后，发车首次故障天数不断提高，
时至今日，发车故障率降到25天/台，大大
提高产品质量。

技术改进为企业带来巨大经济效
益。多年来，闵龙林技能大师工作室协助
团队成员参与研制新产品48个，获得省市
专利奖3项，优秀新产品奖1项，技术水平
和经济效益显著提高。公司立足环卫机
械领域，充分利用机电一体化技术提高环
卫装备产品的安全舒适性、可靠性、智能
化程度、人机交互性，充分利用节能环保
技术和优化设计结构等不断创新，把环卫
专用设备做成精品，减少对大气的排放，
为低碳经济做贡献。

闵龙林依托技能大师工作室创建良
好的公司内部学习氛围，在技术攻关和高
技能人才培养方面开展一系列活动：培
训、讲课、技能传授、技术攻关与改进研
讨、合理化建议汇总等。

技能大师工作室还配备了大量教材，
统一放于公司图书馆中，以供大家日常查
阅与学习。

闵龙林不断创新学习方式，传授技术
经验，提高员工技能，改善工艺流程，使生
产效率显著提高，企业取得良好的经济效
益，为国家和当地政府带来可观的税收。

授技育才，人才培养结硕果

作为技能大师领军人才，截至 2017
年，闵龙林先后培养了钳工高级技师 21
人、技师23人、高级钳工154人、中级钳工
81人、初级钳工 22人，培养了一批批高素
质技术人员，为公司的迅速发展提供人力
支持。

技能大师工作室建立以来，闵龙林先
后与 100多名徒弟签订师徒培训协议，将
所学知识和积累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
员工，积极做好“传、帮、带”工作，进行多
项技术的革新攻关协作，总结推广先进工
作方法，为企业节约能源和劳动工时，节
省资金，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

闵龙林的徒弟为公司发展建言献策，
积极参加省市组织的各类竞赛，成绩瞩
目。2015年，在公司承办的龙岩市“福龙
马杯”电焊工职业竞赛中，他的3名徒弟获
得前三甲的好成绩，焊接水平在龙岩市名
列前茅；2016年，在龙岩技师学院承办的
龙岩市装配钳工技能大赛中，他带领的 4
名选手包揽一二三等奖，其中第一名的胡
秀金还荣获龙岩市技术能手称号。

在高素质人才培养方面，闵龙林也做
出了积极贡献。公司每年招聘多名应届
大学本科毕业生进入总装车间，在技能大
师工作室培养指导下，他们不断发现问
题、解决问题，并逐渐成长为装配技术的
核心人才走上管理岗位。

闵龙林表示：“今后，我会把我的技
能传授给公司的每一位员工，让每一位
员工的技能都提高一个等级。每个员工
都提高了技能，那么企业效益也就自然
提高了。”

闵龙林勇当先锋、敢于实干，不断创新
改进技术，大幅度提高环卫作业效率，为国
家和社会创造价值。闵龙林表示，“我们有
长效的激励机制，已经形成了弘扬工匠精
神，营造技能人才培养氛围，现在涌现出一
批积极向上、技能突出的员工队。”

闵龙林带领工作室成员积极参加公
司组织的售后服务万里行活动，为全国各
省市地区卖出的产品免费做车辆现场维
护，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

因为有闵龙林这样的大师做表率，福
建龙马环卫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产品的创
新水平、营销服务水平、生产工艺制造水
平、市场竞争优势不断提升。眼下，龙马
环卫正以“环境卫生整体解决方案的领先
者”为目标，努力为中国环境卫生事业做
更大贡献。

技工小天地，人生大舞台。闵龙林从
一名初出茅庐的青涩新手，通过自己不断
的努力，在技能人生大舞台上舞出大师精
彩，以工匠精神为企业铸就发展之魂。

（通讯员 李剑）

闵龙林，瘦高的个子，行如风坐如松，处处流露出军人气质。公司同事都

习惯称1964年出生的闵龙林为“老闵”。1987年退伍后，闵龙林做过油泵厂铣

工、机械厂装配车间工段长和车间主任。经过30多年的磨砺，闵龙林已经从一

名普通工人成长为国家级技能大师、钳工高级技师、国务院特殊津贴高技能人

才、福建省技术能手、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头人。

闵龙林现任福建龙马环卫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焊装车间主任，在企业发挥

技术带头作用，带领员工一起学技术、练本领，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实现减能

增效。近年来，龙马环卫产品质量和管理水平不断提高，核心竞争力持续提

升，多项指标处于行业先进水平。2015年，龙马环卫荣获龙岩市政府质量奖。

为了心中那片蓝色的希望
——记福建省科技特派员、宁德市霞浦县水产技术推广站站长叶启旺

“今年，我负责开展的土笋（可口革

囊星虫）规范化养殖与生产性育苗研究

项目取得突破，特别是对土笋养殖工艺

进行了优化，使土笋产量每亩从 0.7 吨

提高到每亩 1.3 吨，亩产值达 10 万多

元，亩利润近5万元，群众养殖积极性很

高。”近日，在霞浦县长春土笋养殖基

地，叶启旺说道。

叶启旺，宁德市霞浦县水产技术推

广站站长、省科技特派员、省十佳知识

型职工标兵、全国“最美农技员”、全国

“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在岗30多年，

为了心中那片蓝色的希望，叶启旺勤做

项目、传道育人、服务为民，在鱼虾学问

上精耕细作，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奉

献，取得非凡成就。

叶
启
旺
（
中
）
助
渔
民
增
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