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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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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英雄

20多岁的刘亚楼，已是一名身经百
战的“老将”，先后参加了 5次反“围剿”
和长征。在第一次“大围剿”中，刘亚楼
所在的部队在龙冈活捉国民党中路右
纵前线总指挥张辉瓒，毛泽东的诗句

“天兵怒气冲霄汉”“前头捉了张辉瓒”
就赞誉了刘亚楼杰出的军事才能。红
军长征时，刘亚楼参加了大小70余场战
斗，在血战湘江、强渡乌江、智取遵义、
飞夺泸定桥、开辟雪山草地通道、攻占
腊子口等战斗中屡立奇功。

为了提高军事才能，29岁的刘亚楼
受命离开延安到苏联素有“红军大脑”
之誉的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他与刘伯
承、左权等并称该校毕业的名将。刘亚

楼在苏联参加了卫国战争，并被授予少
校军衔。1945年，刘亚楼随苏联红军进
入东北。在平津战役中，刘亚楼任天津
前线指挥部总指挥，指挥第四野战军 22
个师用29小时解放天津，为和平解放北
平创造了有利条件。

空军之父

1949年 10月 1日，在新中国开国大
典的阅兵式上，解放军战机编队从天安
门广场上空呼啸而过，外国记者惊呼：

“中共一夜之间有了自己的空军”。而
在这振奋人心的时刻背后，却是仅有的
飞机凑不够空中梯队，周恩来总理提议
让飞机循环飞行，两次接受检阅。

在百废待兴的新中国，让阅兵飞机
飞两遍是不得已的办法。从那时起，中
央军委决定要加快建立人民空军，1949
年10月25日，毛泽东亲自指定时任第四
野战军第 14兵团司令员的刘亚楼担任
空军司令员，陆军出身的刘亚楼临危受
命，挑起了组建空军的重担。

中共中央军委领导提出组建自己
空军的时候，有人曾嘲讽过：“中国共产
党一穷二白，要想建设空军，无异比登
天还难。”确实，当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不仅没有一支像样的空军部队，也没有
航校、飞机制造厂，就连修理飞机的工
厂都没有。

1949 年 11 月 11 日，中央军委正式
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成立。在之

后的 1个多月内，刘亚楼就组建起 6所

航校，创造了世界奇迹。刘亚楼非常重
视航校的建设，从校址选定、营房修建、
干部配备、教员培养、学员调选、教材大
纲、器材装备、伙食标准，他都具体过问
和指导。航校建立之后，刘亚楼又迅速
组建了空军机关和作战部队，并注重从
严治军，培养空军部队的优良作风。

经过艰难创业和奋力开拓，仅用 1
年多时间，人民空军脱颖而出，迅速成
长。1950年，年轻的人民空军在抗美援
朝战争中取得了“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的辉煌战果。1958年，空军入闽作战，
配合炮击金门，夺取福建和粤东的制空
权，空军首战三比零旗开得胜。1959
年，在世界防空史上首次用地空导弹击
落敌机RB-57D飞机，之后又连续击落
4架国民党美制U-2高空侦察机。201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国产
先进战机的阵容不断强大，空中梯队战
鹰列列。

廉政将军

刘亚楼崇尚节俭，建设空军所需费
用中央虽然有求必应，但他强调，要把
每一个铜板都用在刀刃上，不能滥用中
央的信任。他个人在吃穿住行上，除非
外事活动和重要庆典，从来都不讲究。

1952年 2月 14日，毛泽东到空军司
令部调研，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举手敬礼
时，露出了军服袖口缝补的痕迹，毛泽
东看见了，就关切地说：“亚楼哇，我批

准你做两套新衣服吧。”刘亚楼连声谢

绝，说这套衣服换个领子，袖口重补一
下，还能再穿半年。

这事传开后，空军政治部主任王辉
球专门找来空军直属政治部主任徐有
彬，商量道：“刘司令也太节俭了，听说
他家负担重，我们有干部福利费，可以
救济救济他。”救济一个司令员，这可是
前所未闻之事。徐有彬表示同意，并一
同“策划”了救济之事。这番“密谋”不
知怎么传到了刘亚楼耳中，他找来王辉
球质问。王辉球从此再不敢提“救济司
令员”之事了。

国家困难时期，纸张缺乏，连印小
学课本都没有好纸。刘亚楼在杭州主
持编写空军条令、教材时，管理部门表
示通过正常渠道能弄到好纸，保证编写
人员的需要，但刘亚楼仍提出一项严格
要求：除最后定稿本外，一律使用“更生
纸”，谁也不例外。

刘亚楼眼睛不太好，每天要亲自审
查几万字的稿子，而且要逐字逐句地推
敲修改，质地粗糙且发黄的“更生纸”看
起来异常吃力。编审组秘书长姚克 于
心不忍，就交代有关人员，给刘亚楼司
令员送的审校本都要用好纸印。刘亚
楼发现后一点也不领情，马上在稿本上
批注：“为什么我就应该特殊？让我带
头破坏我的规定，这不是关心我，是陷
害我！”为此，他专门召开编写组长会
议，郑重宣布：“凡用好纸单独给我印的

稿子，我一不看，二要批评。”
工作人员生怕看坏司令员的眼睛，

明知要挨批，还是从管理局要了些普通
但比“更生纸”好些、白些的稿纸放在他
的办公桌上，供他使用。刘亚楼非常敏
感，一眼就看出了问题，严肃地说：“如
果因为我是司令员就可以随便使用好
纸，那就等于自动撤销了我的命令。一
个领导者要想下面坚决贯彻他的命令，
就必须以身作则。”

按刘亚楼行政四级的待遇，他完全
有资格配一辆“大红旗”，这是当时国内
出产的档次最高的轿车。在普通群众
眼里，“大红旗”就是国家重要领导人的
象征。1959年，刘亚楼被任命为国防部
副部长后，国防部准备给他换辆“大红
旗”。刘亚楼没要，说：“现有的吉姆车
已经很好啦，没必要再换，老想着待遇，
这可不是党的好作风！”

刘亚楼明确反对那种“房子越住越
气派，汽车越坐越高级，家具越用越时
髦”的庸俗享受，反感那些追求特权享
受、损公肥私之人。他率先垂范，年轻
的人民空军养成了勤俭建军的好作风，
得到毛泽东和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陈
云的多次表扬。

1965年 5月 7日，刘亚楼在上海病
逝，年仅55岁。中央军委送给他的挽联
上写着 16 个大字：“国失干城，三军挥
泪，功在社稷，百世流芳”。

时至今日，刘亚楼身上那种大公无
私、严于律己、清正廉洁的优秀品质仍

然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值得我们学习。
（武平县纪委监委）

在浦城有这样一对夫妻，妻子陈雪芳是浦
城县水北街镇黄碧村大口窑人，从小学书法、
美术；丈夫李天保是重庆秀山人，自幼跟当地
老师傅学泥塑。两人因艺术结缘于厦门，后
因志同道合步入婚姻殿堂。

在厦门的十多年里，二人创办彩趣艺术教
育培训机构，事业高峰时，拥有 3家连锁店，仅
一学期便有 1500多位学员。为了传承浦城大
口窑青白瓷制作技艺，夫妻俩毅然放弃在厦
门稳定的工作和优渥的生活环境，先后转让 3
家培训机构，出售两套在厦房屋，回浦城大口
窑潜心研究，探索古代制作技艺。他们在前
人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创作出现代生活用品、
玩具，如陶瓷筷子、陶瓷芭比娃娃。精湛的技
艺，精美的作品，广受客户青睐。

陈雪芳左手指扣素胚，右手刀笔勾勒，或
轻或重，时快时慢，不一会儿功夫，便显现出
一个线条流畅有力，图案层次分明的凤凰展
翅碗。陈雪芳是大口窑村第五代传承人，从
小就跟奶奶梁桂英学做青白瓷，家里堆满了
她儿时的“童稚之作”。那时候的大口窑村，
到处都是古老的青白瓷片，儿时玩伴们也常
常收集一些相对好看的充当“玩具”，这些“玩
具”至今还保留在陈雪芳的老宅中。生于斯，
长于斯的陈雪芳，睹物思人，内心深处萌生出
一种复兴大口窑的责任和使命感。

在厦门的前几年，夫妻俩的事业处于巩固
阶段，陈雪芳和丈夫偶尔回乡探亲都要感叹
一番。待事业稳定后，近乡情怯的陈雪芳对
复兴大口窑青白瓷的梦想越来越强烈，于是
三番两次地在丈夫面前吹起了“枕边风”。

“我去她老家看过大口窑的老物件，确实
是好东西，而且她这么喜欢，我也不忍心拒
绝。”相较于妻子的热衷，陈雪芳的丈夫李天
保更多的是出于对妻子的理解、尊重和支持。

2016 年底，夫妻俩把 3 家培训机构转让，
并卖掉一套厦门房屋，回笼资金。2017年初，
二人把十多年没人住的老宅简单修整一下便
住了进去。夫妻俩以研究大口窑的型、色、料
为主，并收集当地的老物件进行仿制，反复探
索配方比例。

这一研究就是 1年多。这期间，夫妻俩各
有分工，也各有擅长。陈雪芳有很深的书法、
美术功底，擅长绘画、雕刻；李天保从事泥塑
工作十多年，在拉胚、塑形、上釉等工序上技
法娴熟。泥塑也是陶瓷制作工艺中的一部
分，或许是技艺相近的缘故，李天保很快便得
心应手。

2018年 11月，陈雪芳注册成立浦城印象大
口窑陶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我原以为凭借
这些年来我们对于制瓷技艺的积累，能够很快
地实现预期目标，可没想到实际的困难那么
多。”随着研究的进行和店铺的更迭，陈雪芳又
变卖了一套厦门房屋用于青白瓷技艺研究和
场地租赁。

2019年 12月，李天保、陈雪芳登上浦城县
第二批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传承人名
单。对于官方的认可，陈雪芳欣喜之情溢于言
表，她觉得距离自己的梦想又前进了一大步。

“大口窑的瓷器，可以用清如水、白如玉、
声如罄、薄如纸来形容它的特点。”说起传统
工艺，陈雪芳聊起了青白瓷的起源。大口窑
青白瓷，前身是原始青瓷，是陶器向瓷器过渡
阶段的产物。制窑以青白釉为大宗，兼烧青
釉和褐色釉及少量绿釉器物；烧制工艺有支
圈覆烧、托座叠烧、匣钵正烧等多种方式。宋
元间，青白瓷是主要瓷器品种，其釉色介于青
白二者之间，青中泛白，白里显青。它不像白
瓷那样雅洁素净，也不像卵白瓷那样失透，牙
白瓷那样洁白无瑕，更不同于青瓷那样以青
色调为主。它以胎薄质密，洁白细腻，透光见
影，釉面莹润，色泽如玉等特征，独具风韵。
陈雪芳随手拿起了一件瓷器展示，只见在灯
光下的大口窑青白瓷洁白透亮，胎质细腻光
滑，用手沾水在杯子顶端缓缓滑动，一阵阵梵
音不绝于耳。

位于浦城县东南方向的水北街镇黄碧村
的山湾里是大口窑旧址，这里有一块 1961 年
竖立的“大口窑址”省级文物保护石碑。四周
看去，窑址分布面积约 5 万多平方米，积层厚
约 1 至 3 米，到处碎瓷遍地，可见的窑基 3 座，
为斜坡式龙窑，风韵清晰。山坡群迭，瓷土资
源蕴藏丰富，植被覆盖，林木茂密。其地理位
置得天独厚，通江达海，离城十多公里，距南
浦溪畔名镇观前码头仅 0.5 公里，标志这里是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陶瓷生产贸易要地。

为了更好地还原青白瓷传统技艺，夫妻俩
尽可能多地收集大口窑村的老物件，并成功
还原出昔日“碗、盆、碟、罐、执壶、水注、瓶、
盒、炉、灯盏、动物小玩具、印章和龙虎魂瓶”
等图样，还复制出国印花四方瓶、鱼篓壶、脂
粉盒、砚滴、瓜菱壶、婴戏碗、八面瓶等一大批
特色品种。

在传承传统技艺的同时，他们也不忘研发
新产品。“去年研发的陶瓷筷子比较畅销，做
过防滑、耐摔处理，顾客很喜欢。”陈雪芳说，
目前陶瓷筷子已销售 3000余套，近期也接了 5
家电商订单，预定了 2万多套产品。另外一个
研发项目是陶瓷芭比娃娃，目前已经完成初
期制作，不久后将投放市场。

“我们仔细考虑以后的发展，一条是做自
己的产品，走精品路线，行传承之路；另外一
条是走批量生产，进行流水线作业。”李天保
说，前一条路相对简单，夫妻俩就能完成。后
一条路需要进购机器设备和培养一批熟练工
人，这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积累，花费的心力
较大。“想要形成文化产业，精品和工业化生
产是必不可少的，所以我们决定两线并走。”
对于今后的发展方向，夫妻俩有着自己的详
细规划。 （通讯员 叶永仕）

文化传承文化传承 在传承创新中复兴大口窑青白瓷
——记浦城县非遗大口窑传承“夫妻档”陈雪芳、李天保

““中国空军之父中国空军之父””刘亚楼刘亚楼
刘亚楼，1910年出生于福建

省武平县，参加了中央苏区五次反

“围剿”斗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等。他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解

放军第一任空军司令员，指挥了抗

美援朝空战，创造了20世纪战争史

上的奇迹，被称为“中国空军之父”。

1955年，刘亚楼被授予空军上

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

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中共

第八届中央委员，第一至第三届国

防委员会委员。

开国上将刘亚楼在革命斗争中

为党和人民建立了卓越的功勋，为

创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和加强人

民军队革命化、战斗化的建设作出

了卓越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