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我一觉醒来，发现自己依然年轻、刚出校门，我还要

选择寄生虫学这门科学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即便再有一

次生命，我选择的也将是这项事业。 ——唐崇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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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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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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16日，中国海峡人才市场流动党员
管理服务中心支部组织党员、党建指导员、
流动党员支部书记，赴福州市鼓楼区温泉街
道东湖社区，开展“加强基层支部建设，共创
和谐社区”为主题的党日活动，参观社区党
员活动室、退役军人活动室、人大代表办公
室等活动场所，向社区捐赠《习近平在福州》
《习近平在宁德》《习近平在厦门》及《习近平
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等党建学习资料共计
500余册（如右图）。

双方还就加强基层党支部建设开展互
动交流，商定在今后的主题党日活动、志愿
者活动、党建活动场地共享等方面展开合
作，以共同促进基层党支部建设。

（通讯员 陈建军）

携手创新党建 互动服务党员
流动党员管理服务中心支部与社区支部共建

“女承父业”，成就“父女双院士”

对于出身于寄生虫病研究世家的唐
崇惕而言，“女承父业”这四个字的背后，
是一段传为佳话的动人故事。

她的父亲唐仲璋是我国著名生物学
家、寄生虫学家和生物学教育家，我国寄
生虫学开拓者。12岁便成孤儿的唐仲璋
通过半工半读励志求学，在人体、经济动
物及人兽共患寄生虫病病原生物学和流

行病学的研究领域付出一生心血，对我国
寄生虫病害的防治和寄生虫学基础理论
的建立和发展，以及寄生虫科学的人才培
养做出了杰出贡献。

唐崇惕耳濡目染，早在大学时代，就
跟随父亲深入血吸虫病区、丝虫病病区做
了大量艰苦、细致的调研和防治工作。

她的治学方向和远大志向，在父亲的
影响下，清晰而坚定。

1954年，唐崇惕从厦门大学生物系毕

业后，分配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生物系工
作，成为著名动物学家张作人的助手，协
助科研并指导研究生的实验工作。1957
年，唐崇惕调到福建师范学院，又成为父
亲的助手。在父亲的学识和学风熏陶下，
她得到了迅速成长。

20世纪 50年代，有一种世界性分布
的人鼠共患西里伯瑞氏绦虫病，在福州附
近各地广泛地传播，就连食谱简单的 8个
月大婴儿都深受其害。唐崇惕和她的父
亲牵挂此事，寝食难安，下定决心要为此
做一些努力。在一次次的家访中她发现，
这名婴儿曾在地上抓食猫饭，猫饭中有一
种蚂蚁，很有可能就是绦虫病的宿主。

经过废寝忘食地取样、试验、解剖和
观察，唐崇惕终于在预想的传播媒介里发
现此寄生虫的幼虫。在用培养皿保存好
幼虫后，唐崇惕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回家把
这个消息告诉她的父亲和“战友”。还在
吃饭的父亲放下手中的筷子，二人重回实
验室，在显微镜下不断求证、绘图，终获成
功。

就是这样的“传帮带”和“并肩作战”，
成为父女之间联系的亲密纽带，也成为他
们共同回忆的美好岁月。

20世纪 70年代，父女两人来到厦门
大学工作。1980年，唐仲璋当选为中国科
学院院士。11年后，唐崇惕也当选为中国
科学院院士。父女共同从事寄生虫学研
究，又同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实为一段佳
话。在外公唐仲璋和母亲的悉心教育与
培养下，唐崇惕的儿子也成为从事寄生虫
学研究的学者。祖孙三代攻克课题并发
表论文，也成为一段美谈。

如今，唐仲璋已经离开了，而那个定
格了父亲过世时间的钟，成为唐崇惕对父
亲永恒的记忆。

被称为“科研候鸟”的“女汉子”

回忆起跟随父亲从事教学科研的往
事，唐崇惕目光愈加柔和。她深情地说：

“父亲常常对我讲，教学和科研要相辅相
成、互为补充，科学研究是探究自然规律
的真理，教学是传播真理。父亲潜心科
研、爱生如子，他的一言一行影响了我的
一生。”

早年间，条件艰苦。唐崇惕带着简陋
的显微镜和解剖器材，足迹踏遍了寄生虫
病流行的穷乡僻壤。从东海之滨、江南水
乡到关外的大兴安岭南北麓、内蒙古大草
原，从青海高原到天山牧场和伊犁河畔，
从山西黄土高原、湖南洞庭湖、江西鄱阳
湖到山东黄河之滨，这位不折不扣的“女
汉子”用脚步丈量土地，甚至被门下的研
究生戏称为“科研候鸟”。

野外田野调查和实验室内的人工感
染实验相辅相成，一方祠堂、一个戏台，摆
上显微镜，就是流动的实验室；打个地铺，
就是临时宿舍，随时随地都能开展科研。

“以实验室为家，以家为实验室”，唐崇惕
在科研上的痴狂和智慧，得益于父亲，践
行于己身，受赞于业内。

“年轻人强则中国强，以后我们国家
的希望还在年轻人身上。”唐崇惕常说，自
己最喜欢人家称呼她“唐老师”。她把从
父亲那里继承来的科研精神和家国情怀，
传承给了她的学生们。

找到感兴趣的领域，开展独立研究的课
题，野外田野调查，独立完成毕业论文……
唐崇惕的学生们身上压的担子，在唐老师
独特的科研训练下，迅速转化成独立思
考、实践创新和脱胎换骨的成长。

唐崇惕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专业人才，
为中国的寄生虫学发展注入新生力量。
她所主持的教育部寄生动物研究室，也成
为全国寄生虫学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并
成为享誉国内外的知名研究机构。

做祖国需要的逆行者、开拓者

“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但科学家是有
国界的。”唐崇惕如是说，也如此行。

动荡岁月，纵使家徒四壁，一家人饱

受疾苦，父亲唐仲璋仍在攻坚克难，潜心
于血吸虫病的研究。抗战时期，因日寇侵
占北平，他不愿在日军占领下工作，愤然
离开。留学美国期间，获悉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的喜讯，他又毅然放弃继续深造的
机会，历尽艰辛回归祖国。

在他的言传身教下，在几十年岁月的
浸润中，唐崇惕也如父亲般在祖国需要的
领域披荆斩棘、探索求真。

每谈及为何做科研，唐崇惕朴素的话
语中不无力量：“当时的中国的确笼罩在
寄生虫病的阴霾里，我们做科研不为人类
健康着想，那就失去意义了！”

于是，在卫生条件极差的流行病区，在
寄生虫疾病面前，在简陋的科研条件下，唐
崇惕和她的父亲选择的是迎难而上。“她不
仅继承了父亲艰苦奋斗的科研作风、祖祖
辈辈除害灭病的奉献精神，还有一颗奉献
祖国的心。即使面对当时西方国家先进的
实验条件和优越的生活环境，她也不为所
动，坚持留在厦门大学从事教学和科研，做
祖国需要的逆行者、开拓者！”厦门大学生
命科学学院党委书记左正宏说。

在唐仲璋、唐崇惕弟子眼中，从对人
体危害性较大的日本血吸虫病和西里伯
瑞氏绦虫病，到对畜牧业危害严重的胰阔
盘吸虫病和肝双腔吸虫病，从寄生虫病害
的防治到寄生虫学基础理论的建立，父女
两代人解决了一个又一个危害国人健康
的寄生虫学疑难问题。他们所具有的家
国情怀和科学家精神，也影响了一批批青
年学子和科技工作者砥砺前行。

“欣逢盛节数年华，未称良师愧佩花。
愿为晏陶充骋力，崎岖路上作泥沙……”在
1985年中国第一个教师节之际，唐仲璋创

作了一首《教师节》诗词，甘为人梯、无私奉
献的崇高信念在诗中一览无余。

“我热爱的是科研，不是背后的身
份。”唐崇惕不止一次这么说。

（转自《中国科学报》记者/温才妃
通讯员/欧阳桂莲）

扎根寄生虫研究的“父女双院士”
——记中国科学院院士、厦门大学教授唐崇惕

在1927年厦门四九反革命事变中，杨
世宁（1906—1927年）烈士同罗扬才一起
被捕牺牲。杨世宁生前是厦门总工会副
委员长，祖籍龙岩溪口松洋村。

1922年 9月，杨世宁前往厦门集美学
校师范部就读。这个时期的集美学校，深
受五四运动以后各种社会潮流和思想意
识的冲击和激荡，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
义、国家主义等各种思潮都在校内传
播。杨世宁从小养成好学习惯，阅读了许
多革命书籍，逐渐觉悟，开始接受马克思
主义世界观。

1924年四五月间，杨世宁与龙岩籍的
同校同学谢景德等人有了比较密切的联
系，彼此的立场和思想认识一致。为了宣
传革命思想，他们共同创办《到民间去》刊
物，旨在了解和研究社会情况，寻找革命
道路。5月间，杨世宁再次与同籍同学组
织出版《新龙岩季刊》，积极宣传新文化，
抨击旧势力。

1924 年秋，罗明等在集美学校建立
“协进社”，杨世宁参加了这个组织。嗣
后，他升入厦门大学和上海大夏大学。不
久，他又怀着渴求革命真理和投身革命的
心愿离开大夏大学，到达他向往已久的全
国革命中心——广州，进入中山大学。他
住在中山大学学生宿舍里，紧密联系思想
进步、渴求革命的闽籍同学许世中、杨和
衷、张任我、苏词源等。他们经常在图书
馆里阅读革命和进步书籍，组织进步青年
进行活动。

杨世宁等人为了把闽籍同学团结起
来，投入到轰轰烈烈的革命洪流中去，为
将来开展福建省的国民革命运动做好思
想上和组织上、人才上的准备，与右派的
孙文主义学会展开了斗争，并倡议组织一
个革命团体。这个倡议得到占学生大多
数的闽籍同学赞同，但也遭到陈伯达等人
的反对。关于这个团体的名称，杨世宁与
陈伯达、宋渊源等人曾经展开了一场辩
论。陈、宋主张命名为福建同乡会，杨世
宁指出这个名称充满着封建宗派色彩，与
反帝反军阀的口号很不契合，提出“福建
革命青年团”的名称，博得大多数人的拥
护。

在筹备阶段，杨世宁四处奔波，广为
联络。5月间，福建革命青年团在中山大
学正式成立。杨世宁、许世中、杨和衷、张
任我、苏词源为主要领导人。该团在中山
大学校门正对面的一座楼房的第二层里
设立办事处。他们又以团名为刊名，自筹
经费，出版周刊，从 5 月至 8 月，共出三
期。刊物在福建学生中广为传播，影响较

大。广州《民国日报》曾经报道过该团的
活动动态。1926 年暑假，有的同学毕业
了，有的返乡度假，福建革命青年团因此
解散，杨世宁也返回福建。

1925年暑假期间，杨世宁回到家乡龙
岩，积极支持龙岩籍集美同学廖昌泰、连
炳文在城区创办龙岩公学。大家在办公
学的同时，还自己集资出版油印刊物《铁
扫把》。该刊揭露豪绅连贡基等人的劣
迹，联系群众耳闻目睹的事实，揭露北洋
军阀的黑暗统治和鱼肉黎民百姓的罪恶，
宣传反军阀反封建反压迫的革命思想。
刊物越办越好，销售由本地扩大到海外。

1926年暑假，杨世宁返回厦门，同党
组织取得联系。杨世宁一心投入北伐战
争，顾不得回乡。不久，他接受组织派遣，
二进广州，为联系北伐军入闽做准备工
作。年底，返回厦门后，他从事发动群众
迎接北伐军入闽的工作。为了加强革命
舆论，杨世宁和许世中等人创办《福建青

年》（半月刊），大力宣传国民革命、推翻北

洋军阀和民众大联合。

1927年 1月，中共闽南部（特）委在漳

州成立，罗明任书记，杨世宁为 27个委员

之一。同月，成立中共厦门市委，杨世宁

任工运委员。

1927年1月21日，为列宁逝世三周年

纪念日，杨世宁写了《要怎样来纪念列宁》

一文，刊登在《全闽新日报》上。这一篇近

千字的纪念文章，充分表现了杨世宁坚定

不移的革命立场和无限忠诚于无产阶级

革命事业的崇高精神。

1927年1月24日，中共厦门市委领导
的厦门总工会成立，基层工会各推出 2名
代表，共 200多人参加，市委派遣罗扬才、
杨世宁等5名党员作为市委代表。会议通
过了总工会章程，公推罗扬才为委员长，
杨世宁为副委员长。

这个时期，在党领导下，杨世宁与罗

扬才具体组织厦门工人进行了一场以“二

五”加薪为目标的波澜壮阔的“罢山罢海”
斗争。

在“罢山罢海”斗争中，杨世宁与罗扬
才表现出了无产阶级大无畏的斗争精神和
出色的组织与领导才能，使斗争节节胜利，

总工会的威望日益提高，基层工会在 4月
初增加到30多个，会员增加到2万多人，成
为大革命时期厦门革命的中坚力量，杨世
宁也成为厦门工人运动的著名领导人。

1927年 4月初，中共闽南部（特）委从
一份台湾报纸的报道中看出国民党右派
要发动反革命政变后，通知各地党组织提
高警惕。4月 8日，为预防国民党右派背
叛革命，厦门市委书记罗秋天召集18个工
人支部书记召开会议，提出为预防万一，
总工会转为秘密活动，如果反动派封闭总
工会，则实行水陆全体总罢工3天。

为了保持总工会与各基层工会的联
系，杨世宁和罗扬才等总工会委员坚守土
堆巷红楼。4月9日凌晨3时，厦门海军警
备司令部林国赓受国民党福建省政府右
派的指挥，一面宣布厦门戒严，一面派出
县政府侦探队长林明和公安局侦探队长
胡震，带驳壳枪队、侦探队百余人包围了

市总工会。杨世宁和罗扬才、黄埔树被
捕，并被扣押在海军司令部里。同时，林
国赓和国民党厦门市党部书记李汉青指
使许春草所控制的建筑工会在浮屿角召
开厦门各界拥蒋护党大会，通过了所谓惩
办罗扬才、杨世宁、黄埔树、柯子鸿等十多
人和接收各革命团体等 5项决议。会后，
以厦门总工会不参加大会为罪名，搜查总
工会，封闭学生联合会，向我工农群众再
次发动进攻。杨世宁和罗扬才等人被捕，
厦门工人义愤填膺。

9日下午，中共厦门市委颜泗和码头工
会负责人柯子鸿率领三四百名工人和各基
层工会代表，不顾敌人的戒严令，冒雨到海
军司令部请愿，要求释放杨、罗、黄等人，并
派了代表谈判。敌军法处长杨庭枢出面欺
骗工人群众，捕杀工人谈判代表。

10日，店员总工会等 20多个团体联
合登报，要求释放罗扬才、杨世宁等领袖，

并派代表到海军司令部交涉，均遭拒绝。
林国赓、李汉青派郭立基、许春草、刘哲民
等7人接管市总工会，下令通缉柯子鸿、颜
泗等人。

11日，林国赓宣布禁止工人、学生的
一切罢工、集会、示威，违者以扰乱治安
罪，格杀勿论，并派出军警密布全市，四处
逮捕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杨世宁和罗
扬才于 5月被秘密解往福州，扣押在福州
警察局拘留所内。

在狱中，杨世宁镇定自若，带着铁链在
拘留所空地上从容散步。他曾请同乡杨某
在探狱时带出话来：“革命不怕死，怕死不
革命，只要革命能成功。”另有一封致杨父
的家书：“儿为国为民而死，死亦甘心。”

6月 2日，福州上空响起罪恶的枪声，
厦门工人领袖杨世宁同他的战友罗扬才
一起壮烈牺牲。

（厦门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

2020年9月，中国科学院院士唐崇惕（图中）为纪念生父中国科学院院士唐仲璋诞

辰115周年，也为支持生命科学领军人才培养，向厦门大学捐赠了100万元设立“唐仲

璋生命科学育人基金”。

作为我国著名寄生虫学家和生物学家，唐崇惕平日生活虽朴素，却毫不“节约”在科

研和人才培养上的心力。

为工人谋幸福的革命战士
——记厦门革命英烈杨世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