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望郎媳”到女红军

邓六金，1911年9月出生在上杭县旧县乡新坊村
的一户贫农家庭。她上有 4个姐姐和 1个哥哥，排行
老六，故取名“六金”。由于家里太穷，邓六金出生十
多天，就被父母送给临近的石院村一户没有男孩的穷
人家当“望郎媳”。邓六金从五六岁就开始烧饭、洗
衣、拔猪草、上山砍柴背柴，尽管如此辛苦，家里还是
吃了上顿没下顿。

1929年 5月，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军队伍来到
上杭，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邓六金在全村第一
个剪掉辫子，投入组织儿童团、赤卫队、妇女会的工
作，成了村里第一个“红军通”。1932年，她又成为村
子里第一批宣誓入党的女党员，开始了从一个童养媳
成长为一名革命战士的人生新航程。

入党后，邓六金先后担任旧县区委青年干事、上
杭中心县委巡视员、妇女部长。1933年 5月，邓六金
被调到福建省苏维埃妇女部，任巡视员，后组织上让
她挑起了福建省苏维埃妇女部长的重担。1934年，中
央军委发出《扩大红军的紧急动员令》，要求迅速“扩
红一百万”来保卫苏区。当时正在瑞金上党校的邓六
金，听到传达后立即赶回家乡，组织开展“扩红”工
作。她首先动员自己的两个姐姐凤金、来金剪掉辫子
加入红军、参加革命，从而带动了三里五乡的青年积
极参加红军、支援前线。不到半月时间，她就提前完
成了“扩红”100人的任务，受到上级表扬。

“死也要死在行军的路上”

1934年，中央红军主力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开
始二万五千里长征。当时，正在瑞金参加中央党校学
习的邓六金，成为第一个身体合格准备参加主力红军
长征的女战士，也是长征开始时中央红军主力中仅有
的 30位女红军之一。她被编入中央工作团，团长是
董必武，副团长是徐特立。后来中央工作团被改编为
干部休养连。这是一支特殊的连队，既有德高望重的
老同志，也有中央首长的夫人，还有师团级以上的伤
病员和待产的孕妇。

邓六金在干部休养连是政治战士，负责宣传群
众、筹粮筹款，还要做好民工的思想工作，协助担架排
和运输班做好工作。邓六金任劳任怨，尽职尽责，还
经常把自己的干粮让给民工吃，自己忍饥挨饿；情况
紧急时，她经常帮民工抬担架急行军，董必武称赞她
是“许多男子所望尘莫及的”。

长征途中，邓六金有一次染上痢疾，一天腹泻十
几次，还发高烧。她被烧得迷迷糊糊，连骑马的力气
也没有了，部队领导考虑到行军紧急，便有意留她在
当地老乡家中治病。邓六金坚决不同意，她对同志们
说：“你们先走吧，别管我了，我在后面慢慢走，我死也
要死在行军的路上。”这时，危秀英（曾
任中共江西省委妇女部干事）主动留
下来陪她一起走。在危秀英的照顾
下，她们一连走了四天四夜，终于赶上
了大部队。

夹金山是红军长征途中翻越的第
一座大雪山，海拔 4000多米，山顶终
年积雪，空气稀薄，渺无人烟。邓六金
和危秀英等女同志连推带拉地把伤员
弄到了山顶，因劳累过度，邓六金“哇
哇”吐了几口鲜血，差点牺牲在雪山顶
上。

邓六金凭着对革命的坚定信念和
坚强毅力，坚持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
征路。

“孩子们叫什么我都高兴”

1935年9月，红军到达陕北后，邓
六金担任中央组织部妇女部部长职
务。后来蔡畅大姐要她去陕甘边区庆
阳县委任组织部副部长，她愉快答应，
再后来调回中央妇女部任巡视员，她
二话没说，在新的岗位上继续为党和
人民的事业奋斗。

1938年底，正在延安中央党校学
习的邓六金，和党校同学涂振农、陈
光、饶守坤等 20多人，跟随时任中央

东南分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曾山，离开延安取道西安
去南昌。从此，二人为了共同的革命信仰，互敬互爱，
互帮互助，相濡以沫，共同为实现的远大理想而奋斗。

辗转到达皖南云岭新四军总部后，邓六金被分
配到中共中央东南分局的妇女部工作。李坚真任
妇女部部长，章蕴任副部长，邓六金任巡视员。当
时，妇女部负责领导东南 8 省的妇女工作，组织各
地成立妇女抗敌会、妇女协会、妇女救国会，参军参
战、发展生产、支援前线，在抗日救亡中发挥重要作
用。李坚真、章蕴、邓六金也被人们昵称为“新四军
三大姐”。

1948年4月，华东局决定在青州大官营村创办华
东保育院，让她负责筹建。她把全部心思投入到培育
革命后代和抚养烈士遗孤的工作中，先任保育院的政
治协理员，后担任副院长、院长。上海解放后，华东保
育院奉命南迁上海。邓六金带领教师和员工，精心呵
护着 100多个孩子，历经千辛万苦到达上海，把孩子
们安全交给他们的父母。

保育院迁至上海后，邓六金呕心沥血，精心管
护。1950年，保育院还被评为华东局直属机关第一模
范单位。她历任华东局机关保育院协理员、副院长、
院长，直到1953年2月。

1952 年，邓六金家从上海搬到北京。1953 年 2
月起，邓六金先后担任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人事处
副处长、中央人民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人事处副处
长、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
监察委员会驻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监察组副组长
等职。

1964年5月，邓六金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驻国
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监察组副组长。局领导知道她
办过保育院，就委派她管三个幼儿园。这三个幼儿
园，一个日托，两个全托，分别在西郊、东郊、南郊，共
有 300多个孩子。每天，她在三个幼儿园之间奔波，
调查研究，帮助解决各种难题。

1982年 12月，办理离职休养手续后的邓六金依
然把自己与孩子们连在一起。她担任全国妇联关心
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和中国儿童福利基金会的理事，
动员各方面支持中国儿童福利基金会，支持儿童教
育事业。几年下来，为基金会筹集几十万元资金，为
孩子们贡献余热。1997年，邓六金联络海外侨胞捐
赠 30万元港币，在上杭县旧县乡建起“金城希望小
学”。全国各地，还有许多希望小学的建立，与她的
关心分不开。

（来源：闽姐姐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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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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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奋斗和智慧书写不平凡的故事
——记“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付重先

他15年如一日干一行爱一行，他勤学、严谨、
耐心、拼搏，他在平凡的岗位上，用奋斗和智慧书
写不平凡的故事。他就是福建永荣锦江股份有
限公司高级合伙人、技术研发部副总经理、“全国
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付重先。

攻坚克难，在拼搏中绽放

自付重先进入锦纶行业以来，先后涉足机电
领域、化纤生产管理锦纶技术研发等领域，从一
线电工到现在的技术研发部副总经理、助理经济
师，他始终坚守奉献的初心，不断学习、实践、追
求在工作中以身作则，勤勤恳恳。

工作中，付重先勇挑重担，毛遂自荐前往一
线加班加点参与百日攻坚行动项目的安装。为
了保证项目能顺利推进，他身先士卒，严格安排
倒计时任务，带领全体项目安装人员心往一处
想、劲往一处使，全身心投入到攻克设备安装和
试机生产的难关中，夜以继日调试新到的各种进
口机器设备。在他的努力下，项目建设提前圆满
完成了预定的各项计划。

除此之外，他还参与福建永荣锦江股份有限
公司锦江一期、二期、三期、四期项目建设，在他
的带领下，各期项目都超预期完成并且顺利投产
使用，为福建永荣锦江股份有限公司创造了较高
的经济效益。

锐意进取，在创新中提升

福建永荣锦江股份有限公司秉承“绿色生
产、和谐发展”的理念，在绿色产品研发、节能
减排、危废处理方面，不断努力，创新推进，“十
三五”期间在绿色制造方面获得多项奖项及认
证。

在工作过程中，付重先不断探索与追求，在
工作创新领域取得了十分优异的成绩。他深知，
只有持续的创新改革，进行规模化设计，研发及
引进新技术，优化产品结构，企业才能走得更
远。通过长期不懈地学习、实践、钻研，他已获得
27项实用新型专利，以及3项发明。

多年来，他一直响应公司节能降耗的政策，
带领团队共完成 968件提案改善内容，个人完成

21项节能降耗改善方案，为公司节省大量用电消
耗、机器保养等费用，同时也为公司引进了多项
技术上的创新改革。相关节能改造项目建成投
入使用后，公司各项耗能明显下降。

树立楷模，当好带头人

在付重先的带动影响下，公司每年申报和授
权的专利数量都有突破和增长，这些专利在公司
生产与经营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不仅为公司解
决大量的生产问题，还为公司节约资金、增加经
济效益以及助力开辟市场。

他还与部门员工配合，积极申报科技项目，
推动公司开展产学研等技术交流与合作，持续在
差别化、功能性、绿色性及仿天然性锦纶长丝上
研发创新，在纺织领域建立起相关的产品开发流
程，迎合了市场需求。

付重先说：“劳模作为一个标杆，不仅要做好
自己的工作，还要宣扬正能量，带动大家一起为
企业、行业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做贡献。”

（来源：长乐区融媒体中心 记者：柯抒琳）

邓六金：从闽西苏区走出的女红军战士

匠心之造 精于方寸
——记明溪县微雕艺术大师毛祚胜

微雕，与宝石、宝剑、宝扇统称为
明溪县“三宝一绝”，其艺在微，其意
在精。一块寻常石料，在明溪巧匠毛
祚胜的精工雕琢下，于方寸之间尽显
精妙绝伦。

一件微雕作品的完成，需要经历
选材、切胚、精雕、抛光等繁琐工序，
而最难之处并非于此。毛祚胜说：

“有一次我创作作品时，突然鼻子一
痒，打了个喷嚏，当我反应过来时，石
料不知道飞到哪儿去了，久寻不得。”
微雕之材，大不过指甲盖，小至于一
粒米，在如此雕刻材料之上，要篆刻
复杂的人物、花鸟、山水，甚至是千百
字文章，不容得些许马虎，轻则破坏
美感，重则功亏一篑，创作难度可想
而知。

毛氏雕刻技艺代代相承，传至毛
祚胜时已历七代。幼时的他，偶然间
看到其父毛新华在小石料上创作，心
生好奇，便向父亲求教，然而父亲并
没有答应。一次，毛祚胜趁父亲外
出，便自己挑选了一小块石料，想要
尝试用父亲的工具雕刻作品。一天
过去，他终于在石料上雕出了精美的
图案。紧接着，他想起父亲在雕刻后
会对作品进行打磨，便依样学样打磨
起来。经过一番打磨，他的第一件作
品应运而生。父亲回来看到他的作
品，大为赞赏：“可塑之才！”从此以
后，但凡毛新华创作作品，毛祚胜都
紧随左右，悉心学习雕刻要领，微雕

事业一路高歌猛进，取得了一定造
诣。

毛祚胜对于“壶”的创作情有独
钟，他说：“因‘壶’与‘福’谐音，寓意
幸福吉祥。”其创作的《中国梦》就是
典型的以壶为主要题材的微雕作
品。整体来看，作品造型为长方形挂
摆件，正中显要处是一个篆书雕刻着

“中国梦”字样的大灯笼，金光灿灿，
绚丽夺目。紧绕大灯笼周围，是整齐
划一的博古架，上列 279个“壶”，这
279个“壶”代表着279万三明人民心
中祈福伟大祖国国运昌盛、和谐幸福
的美好“中国梦”。

毛祚胜对精微艺术的执着，使
他在国内各大工艺美术赛事上绽放
光芒。作品《文房雅玩》荣获 2015年
中国（莆田）工艺美术“百花奖”金
奖；作品《雅俗共赏》荣获 2015年第
十七届中国（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
精品博览会金奖；作品《孙子兵法》
荣获 2016 年第九届中国海峡两岸
（厦门）文博会银奖；作品《中国梦》
荣获 2017年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
金奖、2018年福建省第八届“百花文
艺奖”二等奖……2019年，明溪微雕
技艺入选第六批福建省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

30 余年的潜心钻研，使毛祚胜
在工艺美术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
就。如今的毛祚胜，是国家一级（高
级）技师、高级工艺美术师、福建省工

艺美术名人、福建省技能大师工作室
负责人，福建省雕刻艺术大师、福建
省民间工艺大师、三明市工艺美术大
师，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国
工艺美术协会会员、中国工艺美术学
会会员、福建省级创业导师、福建省
寿山石文化研究会理事、福建省工艺
美术学会理事、三明市工艺美术协会
副会长。2019年明溪县民间文艺家
协会换届中，毛祚胜被推选为明溪县
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

毛祚胜热心于公益事业，他创办
明溪县朝南北蜜蜂专业合作社，带动
58户贫困户就业，及时发放分红款，
帮助贫困户脱贫致富；在全县中、小
学开设微雕公益课堂，传承和发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前往三明市戒毒所
开展第三届青少年戒毒人员创业培
训，引领他们走上正确道路；捐赠作
品《寿山石奇珍微雕博古瓷屏》（市场
参考价格12000元）参加2019年福建
省助学济困公益协会首届“拾珍助
学”义拍会；经常资助明溪县内贫困
学生，帮助他们完成学业。毛祚胜表
示，他将继续投身各类公益事业，以
实际行动传递爱心。

一件件作品，一方方印石，形在
方寸，意在深远，承载着毛祚胜精微
艺术的玄妙。精于方寸，知微见著，
这正是毛祚胜精微雕刻艺术的匠心
所在。

（来源：明溪文联 作者：张诗琪）

邓六金（1911—2003年），福建省上杭县旧县乡新坊村人，1929年加入少年先锋队，参加本
地农民运动；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参加中国工
农红军。她是与邓颖超、贺子珍、康克清、蔡畅等人一起走完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央主力红军中
的24名女红军之一。

从上杭紫金山下走出的客家女儿邓六金，1932年，在这里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
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1934年10月，邓六金随中央主力红军踏上万里长征的征途。

邓六金（前排中）和女红军战友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