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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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3月11日

疫
情
无
情

海
峡
有
情

﹃
互
联
网+

人
才
公
共
服
务
﹄
再
升
级

承继“连益派”，丰富闽菜疆域

福州是中西饮食文化交汇的一个重
要节点，诚如郁达夫在其《饮食男女在福
州》一文所写的，“城外在南台的西菜馆，
有嘉宾、西宴台、法大、西来，以及前临闽
江，内设戏台的广聚楼等。洪山桥畔的义
心楼，以吃形同比目鱼的贴沙鱼著名；仓
前山的快乐林，以吃小盘西洋菜见称，这
些当然又是菜馆中的别调。”

依山傍海的福建，仰赖得天独厚的自
然环境和物产资源，形成了山珍海味碰撞
交融的独特菜系——闽菜。经历了数千
年中原汉族文化和八闽古越族文化的混
合、交流，以及上百年来的中西文化交融，
闽菜逐渐成为“海洋性”菜系。在这样的
交汇融合中，闽菜中渐渐有了中西结合的

“汉洋菜”，擅长这一菜系的厨师则成立了
“连益派”，便于交流。已 83岁高龄的苏
永安大师，就是如今闽菜大师中少有的

“连益派”。
苏永安 16岁时接触闽菜，20世纪 50

年代时还被派往广州进修厨艺。勤奋刻
苦的他通过一年的进修学习，无论是西餐

还是广式茶点，他都颇有心得，对于厨师
基本功和粤菜技艺更是十分熟悉。

苏永安自广州回到福州后，先是在福
州华侨旅行服务社供职；1961年，福州华侨
大厦在福州著名古园林小荔湾建成，苏永
安被调任华侨大厦副总经理兼餐饮部经
理。华侨大厦在当时号称“福州宾馆第一
楼”，被国家旅游局评为三星级饭店，也是
第一批旅游涉外的星级饭店。自落成起，
华侨大厦数十年间一直被视为福州的地
标，也是众多海外侨胞在福州的落脚之处。

华侨大厦汇集了多名著名餐厅的“连
益派”师傅，苏永安一贯勤学好问，得到了
几位师傅的真传，厨艺不断精进。苏永安
先后在福州、厦门两地学习闽菜制作，全
面掌握闽菜两大结构。

他还师从广州名厨朱彪初、钟煊等专
修潮州、广州菜，期间又到香港西餐馆学
习西餐。他注重吸取众家之长，独创以注
重吊汤、讲究火候、突出清淡、爽口为特
点，菜肴在口味上以闽菜为主，结合粤、
台、西菜特长的福州华侨大厦菜式，在福
建省餐饮行业中独树一帜。

华侨大厦接待的都是有名望的东南
亚国家领袖或是归侨，福建省领导常在这
里宴请，对于菜品的要求非常高。苏永安
大师的厨艺博采闽菜、粤菜之长，又有西
餐功底，在中西菜式的融合间，丰富闽菜
疆域，深受食客爱戴。

精进厨艺，成就大师之路

1981年，苏永安到香港进行为期4个
月的西餐学习，技艺得以进一步精进。
1983年，闽菜大师强木根、强曲曲在首届
全国烹饪名师技术表演鉴定会上一鸣惊
人，双双夺金，荣获“全国最佳厨师”桂冠，
大大鼓舞了闽菜厨师的士气。

不同于首届比赛参赛者的各省推荐
制，1988年的第二届比赛需要在省内先进
行两轮选拔赛，最终选出6人。全国赛场
上，苏永安再续“双强”佳话，用地道的闽

菜和高超的技艺，获一金一银两枚奖牌。

按照赛制规定，每个厨师要制作 4个

热菜、2个冷盘和2个点心。

苏永安获得金牌的菜肴是“糖醋珠帘

鱼”。这道菜以鱼肉包卷虾仁、干贝、荸荠

等馅料，蒸制而成。成菜外形美观，色泽
明亮，肉质鲜嫩，酸甜可口。

全国赛场考评极为严格，限定时间也

十分紧张，方方面面都要顾虑到。苏永安

特地将蒸笼放在炒锅后面，在炒菜的同
时，密切观察蒸鱼的熟度。同时，蒸鱼的

盘子也换成了容易均匀导热的不锈钢长
盘，保证鱼的里外同时蒸熟。

苏永安获得银牌的菜肴是“拉糟石麟
腿”。石麟是生长于福建山区的一种名贵
山珍，被美食家称为“百蛙之王”。野生石
麟极难捕获，需要在石麟“望月”的晚上，
到山涧之间捕捉。

福建民众的风俗是，当晚捕捉的第一
只石麟要脚缠红线后放生，若是第二次捕
获的石麟还是这一只，就要收手回家。这
在体现福建民间信仰的同时，也是一种保
护生态系统的习俗。野生石麟在 2012
年被列入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现餐桌所食
多为人工养殖。

石麟的大腿粗厚，需要用精湛的刀工
细致处理，片开、摊薄，便于腌渍入味、均
匀炸熟，同时也要保证炸后形状美观。

“拉糟”是闽菜中“糟”的烹调方法之
一，是将原料切成小块，用糟以及其他调
料腌渍后上浆，下热油锅炸酥，再用红糟
汁继其他调料颠炒。“拉糟石麟腿”做成
后，可称得上“香到入骨”。

全国比赛现场，考验的是平时的功
底，无法寄希望于超常发挥。无论是刀工
还是锅工，每一位厨师都要达到炉火纯青
的程度才能获奖，这全靠数十年的汗水和
付出做支撑。

多年耕耘，苏永安独创了口味上以闽
菜为主，结合粤、台、西菜特长的菜式，以
注重吊汤、讲究火候、清淡爽口为特点。
这使得福州华侨大厦在福建省餐饮行业
中独树一帜。

在苏永安看来，“连益派”的招牌菜，
无疑就是洋烧排骨。做洋烧排骨要挑选
上好的猪肋排，带点肥肉最好，切成每块
4两，既是为了均匀入味，也为了方便售
卖。油炸排骨香脆，颜色金黄，接下来就
到了调味的关键时刻，酱油负责调味和上

色，白醋帮助软化肉质，再加入白糖和少

许咖喱，这道用料简单的菜肴，滋味的好

坏，靠的全是大厨对火候的拿捏。“先大火

烧开，再小火慢煨，一个小时的炖煮时间，

让调味充分入味的同时，兼顾排骨的酥

嫩，洋烧排，它的颜色和红烧差不多，就用

一些咖喱粉，让它的口味别具风格。一大
口锅做完了，所有人都喜欢，后来啊，不管
是台湾同胞也好，东南亚的这些华侨来
了，都很想念这个洋烧排骨。”回忆往事，
苏永安不禁带着一丝成就感。

苏永安的代表菜还有一道“洋 什

锦”，被称为“连益派”里的佛跳墙。

在烤箱尚未面世时，把铁锅放在旺火

上烧红，倒扣在撒上面包粉的菜上，使面
包粉烤成焦黄。金黄色的“洋 什锦”，食
之嫩脆软润，伴有奶油味。

令人赞叹的还有华侨大厦的甜点，
“连益派”的特色点心——布丁。

黄油、糖、蛋白、蛋黄、牛奶、面粉依次
放入碗中手动搅拌，保持同一方向的匀速
搅动，原料才能打发。没有烤箱的时代，
原料要放入模型上锅蒸熟，然后加入糖汁
和水，最后撒上洋酒白兰地。

做好的布丁口感清甜绵密，每次东南
亚“烟草大王”陈永栽一家人来，都点名要
吃布丁。

尽心尽力，传承发扬闽菜技艺

时代在变迁，现在的厨师已经鲜有动
力去修炼这些费时费神的功夫，技术难度
高的爆炒类菜肴，如葱爆肉丝、爆炒肚尖
胗，在点菜单上早已被抹去；慢工出细活
的功夫菜，如鸡茸金丝笋、灵芝恋月蝉、玻
璃肺基本不见踪影。同时，厨师投入的精
力和高品质原材料也会转化成昂贵的费
用，大部分消费者无力承担。

然而，博大精深的闽菜文化和高超的
制菜技艺，是本土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若是就此消逝，未免十分可惜。苏永
安和福建省闽菜技艺研究会的闽菜大师
们对闽菜现状十分焦心，历时3年，汇集出
图文并茂的《中国闽菜》一书，希望传承与
发扬具有千年历史的闽菜技艺，为闽菜的

抢救与保护留下可供研究与借鉴的善本。

之前，包括苏永安在内的 17位年龄

合计 1307岁的闽菜泰斗，在福州三坊七

巷历史文化街区的文儒闽菜馆，开了一席

闽菜“千岁宴”，以庆贺《福州市闽菜技艺

文化保护规定》的实施。千岁宴上，苏永

安和另一位元老级注册中国烹饪大师林
立和合作，制作了“四素碟”，即腌彩椒、闽
生果、盘龙瓜、腌生藕。闽生果精选外形
完美的剥壳花生过油炸，裹上用猪油、糖
和椒盐做成的调味粉。为了使每颗花生
裹的粉均匀，需要手工来裹粉，保证每颗
花生的味道一致。盘龙瓜的刀工极好，可
以拉成一个长长的跟剪纸一样的龙，没有
断刀。腌制生藕脆甜脆甜。这四个素碟
不占胃，清爽、经吃、开胃，搭配极好。

鉴于苏永安大师在闽菜技艺传承方
面的卓越贡献，2016年，苏永安和姚信锐、
林立和、姚建明、陈依宇等 5位名厨被福
州市餐饮烹饪行业协会授予“闽菜技艺终
身成就奖”。

“苏老不论做人做事都是我们的典
范，他无私奉献，默默培养了众多闽菜大
厨。”福州市餐饮烹饪行业协会秘书长陈
伟杰对苏永安评价颇高。陈伟杰认为，如
今闽菜虽然受到其他地方菜色冲击，但充
满智慧的闽菜厨师们，如果能像苏永安大
师那样，继续融合西餐的食材与料理技
艺，创造出中西合璧的新式闽菜，可以让
闽菜焕发新的生机。

苏永安大师直言：“复兴闽菜的确很
难。我们这些老人，只希望能够再出一点
力，尽自己的心，把闽菜能够传承的东西
留下来。” （通讯员 蔡文静）

高高的个子，举止儒雅，一脸微笑的

陈阳天经常在南平市光泽县总医院外科
专家诊室内为慕名而来的患者看诊、开处
方。陈阳天是福建省人民医院的下派医
疗专家，每月都要来光泽县总医院为患者

诊疗两三次，光泽百姓亲切地称
呼他为“不走的省医疗专家”。

陈阳天，博士，现任福建省
人民医院外三科（心胸外科）主
任 兼 介 入 科 副 主 任（主 持 工
作），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生
导师，共产党员，是省内知名的
心胸外科和介入方面治疗的医
疗专家。2019年 7月 31日，省人
民医院与光泽县人民政府签约，
与光泽县总医院建立医联体合
作。

陈阳天主动要求到光泽
县总医院挂职，他规定自己每
周周一到周三在省人民医院
坐诊手术。周三到周六在光
泽县总医院看诊、手术、讲座，
周六晚上才回去。每周四上
午门诊预约 10 位患者，保证对
每位患者有 20 分钟左右的诊
疗时间。陈阳天还将自己的
手机号码向患者公布，并接受
患者的微信预约和咨询。

2020年的大年初二，在福州
家中过节的他听闻光泽发现新
冠肺炎疑似病人，当天便开车数
小时前往光泽县总医院与院领

导一起商讨防控措施，会诊病人，向医生
传授新冠肺炎治疗方法，向医院领导介绍
省人民医院防控经验。

2020年11月的一个晚上，他照例准备
乘坐高铁赶往光泽县总医院，好在第二天

一早为患者看诊，但进站时发现身份证丢
失，上不了高铁。想着光泽那边第二天已
经预约了 20多位门诊患者，第三天还有 2
台大手术，焦急的他发朋友圈求助顺风车
去光泽，恰好光泽县总医院的 120救护车
当晚返程，当他坐上车到达光泽已是半夜
1点多，第二天一早 8点，他依然准时出现
在诊室为患者看诊。

陈阳天希望将自己擅长的腔镜、介入
等先进外科医疗技术推广到基层医院，让
偏远地方的患者及时得到治疗，不延误病
情。他通过门诊坐诊、手术示范、技术指
导、医疗业务讲座等方式带教光泽医师，
推广 20多项前沿医疗新技术。推出肺结
节、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老烂腿、上消
化道肿瘤、心律失常（内外科）、手汗症等

“专病门诊”；胸腔镜下肺癌、食管癌、纵隔
肿瘤等微创手术和腹腔镜下消化道肿瘤
治疗；气管镜下的异物取出、气管狭窄支
架植入等技术；血管外介入、消化道支架
植入、CT超声引导下的肿瘤消融、肚肾囊
肿、血管瘤等硬化治疗；输卵管的介入治
疗；CT超声引导下的穿刺活检技术。

“你若性命相托，我必竭尽全力。”这
是陈阳天的行医座右铭。他带来的医疗
新技术，让光泽众多患者受益。他为70多
岁的乳腺癌患者做“超声引导下的微波消
融术”微创手术，减轻患者痛苦；为肋骨断
了 5根，因错位严重，疼痛难忍，呼吸困难
的老人用特殊的肋骨头环抱器固定，进行
微创手术复位，快速缓解患者伤痛，原本
要2周以上才能出院的患者通过1周的治

疗便可出院；为患“老烂腿”20多年、皮肤
溃烂的患者做超声引导下的“静脉曲张微
创手术”，做完患者便能下地行走，三四天
就出院。

2019年10月，他先后两次到光泽县偏
远的司前乡义诊。早出晚归，在当地卫生
院为 50多位农民患者当场诊疗，为 10余
位患者进行简单手术。他还为当地“老烂
腿”患者编做“静脉曲张预防操”视频，让
患者互相转发，保健预防。

2020年，他多次带省人民医院康复专
家来光泽坐诊，为患者诊疗。举办肺部疾
病康复讲座，并带领内外科医生在医院门
诊大厅举办肺部疾病义诊，进行肺部结节
诊治、肺癌术后复查、肺部肿瘤预防宣教
等。2020年初，他策划针对全县卫生院的

“超声介入基层行”巡回技术普及活动启
动，为乡村医务人员传授超声介入疗法新
技术。他还通过光泽县卫健系统“健康大
讲堂”普及医疗保健知识。

挂职以来，陈阳天诊疗患者上千人，
手术百余台，让光泽患者就近享受省医疗
专家诊疗。

“提高山区光泽医疗水平的前途漫
漫，但我心如初，希望一定会像明天的太
阳一样升起。”这是他在自己所撰写的《光
泽心记》文中的一段话。

从2019年8月10日他挂职的第二天，
就与光泽县总医院领导一起，召开全院临
床科、医技科主任座谈会，听取各科对医
联体合作的意见和建议。针对大家提出
的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室管理、技术优

势互补等问题进行回答。
他多次与光泽县总医院研究落实与

人民医院医联体有关合作内容，以及医疗
业务高位嫁接省人民医院平台的有关方
案。建立双向转诊体系，在医联体内建立
转诊省人民医院患者的绿色通道，使光泽
许多危重患者可以顺利转至省人民医院
治疗。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大力拓展中
医药适宜技术服务项目（中医非药物疗
法、膏方、中药外治、院内专科中药制剂
等）。开展远程医疗，逐步实现远程会诊、
远程专科诊断（心电、影像等），远程继续
医学教育等功能。加强人才培养，开展住
院（全科）医师培训、专科技能、医疗护理
三基三严等各类培训，建立医院间常态的
技术交流与培训机制。借助省人民医院
的医疗优势，建立闽西北蛇伤中心，建立
中医康复团队，妇科盆底专科。外科方
面，带动光泽县总医院心胸外科的业务发
展，外科人才按专业划分，微创、介入方面
培养医疗技术人才等一系列计划。帮助
光泽县总医院建立胸痛中心，让胸痛患者
有了规范治疗的专业医疗科室。并依托
省人民医院管理、技术、人才等优势，帮助
光泽县总医院提高医疗服务能力和管理

水平，确保省人民医院与光泽医院的医联

体合作真正到位，让光泽医院发展，让山
区患者受益。

陈阳天，这位挂职的年轻医学博士，
不负使命，尽职尽责，心系山区患者，成为
光泽患者口中“不走的省医疗专家”。

（通讯员 王建成）

心系山区患者 做“不走的省医疗专家”
——记福建省人民医院下派医疗专家陈阳天

细火慢炖得真味 中西合璧集大成
——记国家特一级厨师、闽菜大师苏永安

苏永安，1937 年 9 月生，

国家特一级厨师、高级技师、餐饮

业国家一级评委、第四届全国烹

饪大赛评委。原福建省旅游厨业

协会会长。现任福建省及福州市

烹饪协会顾问，福建省闽菜技艺

研究会顾问、专家组组长。

自1954年从事厨师行业以来，他载

誉无数，1988年，参加全国第二届烹饪技

术比赛，获一金一银奖牌。在全国大中

城市第七届联谊比赛获优秀奖。曾被国

家旅游局授予“劳动模范”荣誉称号，被

福建省委授予“优秀共产党员”称号，被

福建省总工会授予“五一劳动奖章”。先

后被授予首批“闽菜大师”“中国烹饪大

师”“元老级注册中国烹饪大师”“全国餐

饮业特殊贡献奖”等称号。

苏永安虽已耄耋之年，但看起来依

旧精神矍铄，身姿笔挺，有一股儒雅风

范。60余载细火慢炖中，岁月中浸透的

人生百味，让苏永安感慨良多，这位“元

老级注册中国烹饪大师”无时不忧心闽

菜的技艺传承，身体力行之余，他无私地

教授着毕生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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