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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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海峡人才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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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介绍

蔡鑫英，福州市首席高级

技师，现任福建省东南电化股份

有限公司电仪车间烧碱装置长。

他技术精湛，先后获得50000吨/

年PVC技改项目一等奖、开发高

纯盐酸仪表控制系统三等奖、省

化工仪表工中级技能大赛分赛场

第一名等。他积极致力仪表仪器

的技术革新，先后对仪表进行了

20多项的技术革新。

在福建省东南电化股份有限公司厂
内，经常可以看到一位身着灰色工装、背
着工具包的老工人骑着单车穿梭于各个
车间，这位老工人就是蔡鑫英，负责公司
化工生产仪表仪器的安装、维护和保养。

“我就是个仪表维修工，要说有什么
成就，就是从业快40年了，把这行做深做
透了，别人修不了的仪表我能修！”蔡鑫英
自豪地说。

仪表系统的消防员

仪表，对于这个安全生产级别超高级
的化工企业来说有多重要，几个数据便能
说明。自 2010年福建省东南电化股份有
限公司从市区搬迁至福清至今，厂区规模
从 600亩扩大至 2800亩，人员从最多时的
4500人减少至现在的800人。

减员扩产的重要手段就是生产自动
化，而自动化生产的“眼睛”就是仪表。仪
表出问题可能发生严重安全生产事故，这
个容错率为零的工作，蔡鑫英勇敢地担了
起来。

“蔡师傅是我们公司唯一仪表专业高
级技师。东南电化投资 20多亿元的TDI
（生产汽车海绵座垫的原材料）项目，光仪
表就有 3000多台。他对仪表的每一个环
节、每一条管道、每一个仪器都很熟悉。”
公司分工会主席黄祥清说。

既然是生产的“眼睛”，肯定一刻也不
能“失明”。遇到仪表故障，半夜三更赶进

车间那是家常便饭。“有一次，中氯气处理
工序气动衬塑蝶阀内漏，我半夜 1点接到
通知，半小时内就赶到现场，发现是盐腐
蚀导致闭门卡死，这一修就是3小时，还好
没影响生产。否则设备停一天，光是利润
就要损失400万元。”蔡鑫英回忆起来仍心
有余悸。

有次在TDI生产过程中，员工发现涡
街流量计显示波动，影响生产。蔡鑫英通
过对工艺流程分析，发现原设计仪表流量
计与调节阀安装位置不符合工艺控制要
求，一般涡街流量计安装在控制阀之前，
由于TDI工艺连接涡街流量计直管道短，
调节阀调节产生的流体干扰了流量计测
量，他经过多次实验，最后确定将调节阀
与流量计对调安装，解决了流量计波动问
题，流量显示十分稳定，使TDI生产长期
保持稳定生产，由于他对仪表工艺的革
新，确保了TDI稳产高产，可间接产生经
济效益达数百万元。

还有一次，员工反映烧碱生产 3K氯
压机自控系统有问题。蔡鑫英到现场后，
认真分析研究了 3K氯压机厂家成套仪自
控系统仪表中的数据资料，发现自控系统
存在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厂家成套提供的
PLC控制卡件质量达不到要求，测量变送
器测量数据漂移等造成的。他大胆地更
换卡件和变送器，使 3K氯压机提前投入
生产，确保全厂安全生产，3K氯压机与其
它氯压机相比较，电耗低，长期运行起到

节能降耗，为企业每年节约上百万元电
费。

只要仪表出现问题，领导和同事第一
个想到的就是请蔡鑫英来，只要他一到，
大家就心安了：因为，就没有他解决不了
的问题。

技术革新的热心人

为确保公司生产“安稳长满优”，蔡鑫
英热衷对仪表系统进行小革新、小改造活
动。

一是对TDI系统进行技术革新。TDI
生产系统中，中间产品MTD、TDA储罐液
位测量原设计是以雷达液位计来检测的，
使用过程中蔡鑫英发现经常发生故障，经
过观察了解工艺介质物理性质，发现是由
于MTD、TDA介质须用蒸汽伴热以防止
凝固，汽化的MTD、TDA气体在雷达液位
计处冷凝，形成挂液，使雷达液位计雷达
波错误测量。他大胆地提出改为带法兰
差压变送器来测量的方案，经多次实验，
技改效果良好，彻底解决了MTD、TDA储
罐液位测量故障，当好了生产的“眼睛”。

二是对热电项目进行革新。东南电
化江阴热电项目分为4×130T/H循环流化
床+4MW汽机+1.5MW汽机，总投资为 6
亿元。在联动试车过程中，关键电动调节
阀经常出现卡死、无法控制等情况，蔡鑫
英通过消化吸收厂家资料，了解工艺操作
步骤，发现是由于电动调节阀的执行机构

和阀体连接件不配套以及执行机构的参
数有误造成的，他充分运用自己掌握的电
子技术和机械技能，对电动执行机构的参
数进行了修正，更换了连接件。经过实际
运用，效果良好，使电动调节阀长期平稳
运行，为汽机提前并网发电提供坚实基
础，产生可观的经济效益。

三是对烧碱生产装置的仪表系统技
改。蔡鑫英主持了东南电化新增3万吨次
氯酸钠项目仪表的安装调试并顺利投
产。投产后，他积极跟踪观察仪表的使用
情况，在生产中发现产品生产浓度不稳，
产能低，氯气调节阀和流量计经常堵和腐
蚀影响生产。他深入现场，认真观察，多
次调校，发现是由于氯气调节阀和流量计
安装太靠近吸收塔，吸收塔内次氯酸钠气
体通过管道腐蚀氯气调节阀和流量计。

蔡鑫英深入学习次氯酸钠工艺，并根
据自己对仪表性能的丰富知识，提出了将
氯气调节阀和流量计安装在远离吸收塔
的氯气管道的方案，并与工艺配合修改工
艺流程和仪表控制方案，改间断生产为连
续生产，大大减少了仪表故障，提高了产
品质量，稳定次氯酸钠浓度，使经济效益
显著提高。

光这几年，他就进行了20多项的技改
项目，极大地推进了公司自动化生产程
度，其间接产生的经济效益达千万元。

传帮带的领头人

“走吧，带你们看看我平常每天都在
忙些啥。”跟随着蔡鑫英的脚步，先来到厂
区“心脏”——生产调度中心，在大屏幕
前，他仔细查看压力、温度、流量、液位等
各个数据。一切正常后，开始下车间巡
检。

“正常巡一圈下来要走 8 公里，所以
我都是骑单车。”蔡鑫英的步伐来到了烧
碱车间氯压机前。“我这个月要维修 7台
阀门、15 台变速器，氯压机的气动调节
阀正好要维修。”他敏捷地跳进大管道，
站在阀门前，打开工具包，熟练地操作了
起来。

“我原先是修电路的，原来以为修仪
表比修电路容易，跟班才发现要学习的东
西太多了。”蔡鑫英说，很多出问题的仪表
并不能当场修复，得拆回去慢慢研究，最

大的阀门有的一个就达几吨重，价值近百
万元。

“匠心贵在永恒，更贵在‘传帮带’，做
到薪火相传。”这是蔡鑫英挂在嘴边的话。

姚秋雄是蔡鑫英的徒弟，站在师傅身
边，小伙子看得很认真。蔡鑫英不但自己
积极从事仪表的技改工作，还积极参与

“名师带高徒”活动，将个人所掌握的技术
知识无私地传授给徒弟，做好“传帮带”工
作，其所带的学徒都成为了生产骨干，有
的还成长为车间的管理人员，为东南电化
的发展培训出能打实战的优秀人才，为东
南电化2016年扭亏为盈做出了积极贡献。

姚秋雄说：“师傅教我点儿这，教点儿
那，想干好，就得琢磨。琢磨会了，就感到
挺有意思。”

“师傅怎么教我的，我就怎么教他
们。徒弟入厂，岁数都小，都有波动。后
来，我告诉他们光当工人不行，必须当个
技术工人。现在这几个徒弟都独挡一面，
也开始带徒弟了。”蔡鑫英认为，带徒弟是
一种技术分享，分享的过程是快乐的。教
徒弟能促使师傅不断学习新知识、掌握新
技能，徒弟的成功也是师傅的成功。

“俗话说，众人拾柴火焰高。我的能
力是有限的，把自己的技术绝活传授给青
年工人，帮助他们快速进步，带动更多的
人学本领、练技术，才是工匠应该做的。”
蔡鑫英说。

近年来，蔡鑫英先后获得50000吨/年
PVC技改项目一等奖，开发高纯盐酸仪表
控制系统三等奖，省化工仪表工中级技能
大赛分赛场第一名，省化工仪表高级仪表
工比赛第二名，福州市化工仪表技术能
手，自制部件修复进口涡轮流量计一等
奖。

2017年 5月，蔡鑫英获评福州市首席
高级技师。这个殊荣，当年全市也仅10人
获得。

“人生没有等来的精彩，只有干出来
的辉煌！一路走来，我是累并快乐着！每
次克服掉困难，解决完问题，我就感觉特
别开心！”面对荣誉，蔡鑫英表示，要懂得
感恩，要用自己的所学，实干苦干巧干回
报企业，为企业高质量发展尽力尽责。也
许，这就是一位技能大师的初心和情怀。

（通讯员 吕晓艺）

“别人修不了的仪表我能修！”
——记福州市首席高级技师、福建省东南电化股份有限公司电仪车间烧碱装置长蔡鑫英

文化传承文化传承

传承创新中绽放“大漆”之美
——记“大漆”工匠林维銮、林维惠兄弟

“大漆”是与丝绸、陶瓷一样名动
天下的中国独特元素，在我国，“大
漆”被称为“国漆”，在国外，“大漆”又
常常被人们称为“中国漆”。漆在中
国的使用有8000多年的历史，它赋予
了器具丰富的色彩，刻画了中国最美
的记忆。

从继承父辈手艺，默默从事寺庙
装饰，到另辟蹊径，毅然转向漆艺创
作，来自福州市罗源县碧里乡溪边村
的林维銮、林维惠兄弟俩，来到福州市
闽侯县上街镇的根雕创意园，历经 4
年摸索，秉承“罗源工”精工细作的理
念，在脱胎漆器的技术基础上大胆突
破、跨界融合，闯出一条独具特色的

“大漆”复兴之路。

创新漆艺

实现“大漆”的无限可能
“这一套红黑色调的‘兰亭雅集’，

灵感来自王羲之的《兰亭序》。那天我
读到其中一句‘流觞曲水’，顿时产生无
限的想象空间，便有了这个茶盘的创
意。”林维惠介绍手中自制的漆艺茶盘，
眼中满含珍爱。约三尺长、八寸宽的黑
色茶盘上，“流淌”着一条蜿蜒迂回、曲
线曼妙的“红河”，品茗间仿佛看见文人
墨客在溪流边吟诗唱和、风雅非凡；“红
与黑”的经典碰撞，漆面如缎的美妙触
感，使得传统与时尚完美交融。

在茶盘的灵感引领下，一整套以实
木为胎、“大漆”为面、红黑为主色、中国
风为格调的“兰亭雅集”，完美铺陈在两
兄弟的工作室“漆研堂”中，并成为他们
近期的主打产品，供不应求。

兄弟俩介绍说，茶桌的实用特点决
定了作品多以木质为原胎，而技术上则
与福州传统的“脱胎漆器”一脉相承，主
要区别在于去掉了“脱胎”的环节。“给
茶桌、茶盘上漆不难，可要实现陶瓷和

‘大漆’的结合，当初可费了不少神。”林
维惠回忆说，几度失败后，一次偶然的
机会，他们得到福建漆艺大师、闽江学
院美术学院教授周榕清的指点，顿时打
开了漆艺殿堂的大门。

在周教授的点拨下，兄弟俩逐渐明
白了陶瓷上漆的要领，如表面先变粗
糙、掌握烘烤的火候、调整“大漆”配
方。他们不厌其烦地反复实验，把一批
半成品分别进行浸泡、水煮、暴晒，每天
观察、比对、分析、总结，直到陶瓷与漆
面完美贴合。

除了给陶瓷上漆，兄弟俩还尝试在
各种金属、石头上进行漆艺创作，甚至
寻求 3D打印的突破，在产业发展的跨
界融合上积极探索。“‘大漆’在我国有
8000多年的悠久历史，是珍贵的‘非遗’
文化。我们这一代既然选择了传承，就
要有创新的意识和使命。‘茶空间’系列
成熟后，我们将把漆艺拓宽到更多空
间，实现‘大漆’的无限可能。”哥哥林维
銮坚定地说。

手工细做

满足多元化市场需求
说起“大漆”，兄弟俩如数家珍。他

们从小就跟随父亲，在村镇、县甚至市
的大小寺庙，从事修缮、装饰工作，早就
和雕刻、油漆等结下不解之缘。

“2016年的那天，我们在三坊七巷
的一个展厅里发现，小小的漆艺茶盘，
竟标出 9000 多元的高价，顿时震惊
了。能不能让‘大漆’不要这么高高在
上，而是进入寻常百姓家？不如我们
试一试。”就这样，他们凭借从小积累
的技术，开始尝试从寺庙装饰转向漆
器制作。

漆艺是福州的历史文化名片，被列
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然
而漆的开采却并不广为人知。两兄弟

说：“百里千刀一斤漆。”采漆工人通常
要走几百里、割上千刀，才能采到一斤
的漆。“大漆”因来之不易、取材天然、健
康环保而价格昂贵，兄弟俩只能通过尽
量缩短工期来降低成本。他们精心设
计“荫房”，让光照、温度、湿度等变得可
控。“天气不可能配合我们，所以我们就
要在荫房里调配‘天气’。每样作品都
要进出‘荫房’20多次才能完工。”

兄弟俩说，做漆要有适宜的天气，
几乎是“人做一半、天做一半。”周杰伦
在《青花瓷》中唱道“天青色等烟雨”，待
到烟雨迷蒙时才能烧制出梦幻的天青
色，就是这个道理。

“荫房”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天
气、提高了效率，然而漆器的制作仍有
太多不为人知的繁琐工序。在“漆研
堂”的双层工作楼里笔者看到，工匠们
正埋首于各自的活儿：楼下是相对粗放
的木胎切割、裱褙、造型、打磨，楼上是
精细度不一的打链、刷漆、水磨、推光、
揩青等加工环节，每个作品的成型竟然
需要四五十甚至上百道工序。

“‘大漆’与化工漆相比材料珍贵得
多，所以不能喷漆只能手刷，推光的工
序更是非人工不行，缺少耐心、没有工
匠精神是干不了这行的。”哥哥林维銮
说，由于诸多因素造成大漆制品价格相
对昂贵。于是他们在构图过程、制作工
序上形成梯度，在不影响质量的前提
下，适应多元化的市场需求。

精益求精

从壮大团队到产业振兴
林维惠神情专注地用尖尖的镊子

夹取细碎的蛋壳，粘上漆后拼贴在一张
茶桌的仙鹤图案上。大小不一的细碎
蛋壳，或疏或密地细致粘贴着，呈现出
仙鹤白羽的渐变，实在惟妙惟肖。

“一天还完成不了一只。这幅《瑞

鹤图》有 20 多只白鹤，我已经完成大
半，用时超过一个月。”林维惠说，大漆
呈深褐色，彩色矿粉调不出白色，只能
用蛋壳来代替，这手法在传统“漆画”中
也经常用到。望着桌案上振翅群舞的
仙鹤，刘禹锡笔下“晴空一鹤排云上，便
引诗情到碧霄”的意境翩然浮现，这“漆
研绝技”竟美若“七言绝句”！

漆艺作品不仅美在意境，还美在
手法，每一道工序都讲究周到、细腻、
圆润、饱满，“推光”工序更有极致的要
求：将发丝揉成团、蘸取面粉，经由女
子的手，在漆器表面耐心推磨、直到顺
滑如绸缎。发丝、面粉、女子的手，无
一不是温润柔和的代名词，如此“温
柔”的协奏，才能谱出漆器行云流水般
的绝美韵律。

“福州在我国享有‘漆都’的美誉，
全国漆艺协会也设在福州，不久前市
里还印发《福州市漆艺保护与产业发
展规划》，可见当下福州的漆艺发展可
谓天时、地利、人和兼备，处于蒸蒸日
上的朝阳态势。”周榕清说。两兄弟补
充说，目前他们只需专注于“茶空间”
产品的自由创作和私人订制，自有茶
企业或网上销售团队主动联系订购，
完全不用愁销路。

借着“非物质文化遗产”备受关
注、大力发展的东风，两兄弟逐渐带出
了一支数十人的罗源漆器制作团队，

“家乡罗源一直名声在外的就是‘寿山
石雕刻’，‘罗源工’也因而出名。我想
我们绝不能辜负‘罗源工’的美名，也
要精益求精，力求完美，就算做到 80岁
依然热爱，依然坚持。”林维銮说，接下
来他们考虑和罗源县职业中学合作，
开设漆艺展馆或课堂，引领更多家乡
人认识、从事漆艺，让“国漆”这一传统
文化产业不断发展壮大，绽放异彩。

（通讯员 洪映）

在宁德市柘荣县，有一个由平
均年龄仅28岁的年轻人组建的公
司——宁德视方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公司墙壁上“专业负责、稳健
经营”的企业宗旨，“及时、专业、专
注”的企业精神，诠释着公司负责
人杨云的自信、沉稳与笃定。

2014年大学刚毕业的杨云进
入婚庆行业工作，这段工作经历，
让他看到了文化传媒行业的潜
力，激发了他对文化传媒行业的
浓厚兴趣，萌生返乡创业的想法。

他的想法得到志同道合的朋
友们支持。凭着对梦想的执着，
他在 2018 年重整宁德视方文化
传媒公司，开启筑梦之旅。

所有梦想，都要历经千辛万苦
才能到达，由于柘荣县市场小，并
且已有多家企业在此深耕多年，想
从中分一杯羹着实不易。他改变
经营思路，决定从年轻人入手，将
婚礼布置做得时尚不奢华，张扬而
又兼具内敛，很快得到年轻人认
可，打开知名度，庆典、展会等的策
划、承办随之慕名而来。

同时，他还经营“柘荣本地头
条”，以本地用户生活为中心，提

供多种特色应用，比如用户可以浏览丰富的资讯
文章和短视频，可以进行事件爆料，可以了解最新
的商家优惠信息，可以报名参加本地活动，可以发
布求职招聘、二手买卖、房屋租售等分类信息，还
可以在本地圈发帖晒照，与同地域用户互动交流，
快捷实现快递查询、车票预订等便民服务。“本地
头条更多的是公益性质，目的也是宣传柘荣，并借
这个平台扩大公司知名度。”随着点击量的增加，
广告业务也开始有了起色。

公司成立至今，社会效益显著提升，荣获
2018年县级大学生创业补助二等奖。

目前，公司已经形成主营各类广告设计、制
作、代理、发布，并集演艺、文化交流、活动策划及
布置、婚礼策划及布置、视频拍摄及制作等服务于
一体的大创企业。

杨云说：“多年的创业生涯带给我不一样的黄
金岁月，我收获了许多友情，也锻炼了自己，成长
了自己。只有不断学习，适应形势变化，勇于面对
问题、勇于探索，才能使自己适应工作不落伍。”

（通讯员 潘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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