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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央宣传部、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联合发布 20名“最美基层高校毕
业生”先进事迹，他们是新时代基层高校
毕业生的优秀代表。其中，南平市政和
县镇前镇党委宣传委员、镇前镇洋厝村

第一书记魏静是福建唯一上榜者。
2012年 8月，魏静作为大学生村官

被分配到南平市政和县星溪乡东峰村工
作。一次工作的机会，她来到邻村念山，
念山的梯田、古厝、水库、古树深深吸引

了她。从此，一个梦想就在她心里发芽，
那就是把美丽的念山推介出去。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2018年5
月，魏静下派念山村任党支部第一书记。

“记得刚来念山村，在走访老党员张
非常时，他目光坚定地和我说，他希望今
天的‘黄念山’变成明天的‘黄金山’。”魏
静回忆，也就是从那一刻，自己“发展乡村
旅游，带领村民致富”的想法更加坚定。

念山的优势在于 1600 亩的梯田。
下派伊始，魏静就带领村干部到浙江云
和梯田、三明尤溪联合梯田学习他们的
经验做法，并成立旅游公司，鼓励村民以
土地入股。

举办国际自行车爬坡赛、中国农民
丰收节暨第三届中国念山开镰节、闽浙
赣三省冬泳比赛，建设游客服务中心、旅
游厕所、停车场、房车露营基地，改造提
升念山至大岭旅游公路，持续推进国家
湿地公园建设……年轻的魏静永远有用

不完的精力，在她的带领下，念山村每天
都在变化。

原本在外从事装修工作的村民许智
华，大学毕业后在上海从事美术工作的
方丹丹，回到念山开起农家乐，办起民
宿。随着年轻人的返乡，曾经冷寂的小
山村现在渐渐热闹了起来。

游客来了，以前村里并不起眼的农特
小吃，如今也成了抢手货。过去，念山大
米每千克4.8元，现在卖到每千克26元，地
瓜干、酸枣糕、柿子干等农产品供不应求。

“2019年，我通过产业扶持资金，养
了 150多只鸡，儿子在村里的旅游公司
上班，加上自家的茶叶、毛竹销售收入，
家庭一年收入达到 6.5万元，日子过得一
天比一天好。”脱贫户张正叶聊起念山的
变化，兴奋不已。

在魏静的带领下，念山实现了“三
变”：梯田变景区、村民变股东、乡村变舞
台，曾经的“黄念山”正在变成“黄金

山”。2020年，念山村集体年收入达 26
万元，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5万元，念
山村成功摘得国家AAA级景区、国家级
湿地公园、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全国生态
文化村和中国传统村落等 5个“国字号”
招牌。

魏静的努力也获得了回报，2020年8
月 13日，她在福建省“决胜全面小康 决
战脱贫攻坚”主题新闻发布会政和专场
上讲述“念山经验”；2021年 2月，她被评
为“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2021年 5
月，她从事业职员提任政和县镇前镇党
委宣传委员。

无论是大学生村官还是宣传委员，
魏静每到一个新岗位，都坚持做好每一
件事。“基层天地广阔，青年大有可为。
作为共产党员，我将不忘初心，砥砺前
行，以廖俊波书记为榜样，为乡村振兴贡
献一份力量。”魏静说。

（来源：闽北日报、央视网）

坚持做好每一件事
——记南平市政和县镇前镇党委宣传委员魏静

邱健，医学硕士，主任医师，福建省第十三届
人大代表，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全国基层名中
医，全国农村医疗机构中医特色优势重点专科（脾
胃病专科）带头人、全国名老中医药邱健专家工作
室领办人、福建省基层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
继承指导老师，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中医临床药
学分会副会长，中国民族医药学会脾胃病学分会
常务理事，福建省中医内科专业委员会常委。

自1984年毕业以来，邱健立志扎根基层，回到
闽东福鼎市——这个山海交融的小城。近40个春
秋，他淡泊名利、苦心钻研，在肿瘤、慢性肾病、脾胃
病等方面颇有建树，并长期着力于培养后备中医。

淡泊名利，怀治病救人之仁心

行医以来，邱健以唐代名医孙思邈在《大医
精诚》一文中所云“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
无欲无求……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
大医”为行医济世的标准和规范，兢兢业业，廉洁
行医而自律，行医近40年未收受患者一个红包，
不为自己谋利益。

为了让患者得到及时救治，尤其是农村患
者，他每天都坚持诊治完最后一名患者才下班，
往往已经中午一点多。十余年来，上班期间几乎
没有与家人共进过午餐。他每年不定期下乡义
诊，为边远山区病患者提供服务，经常对孤寡老
人和贫困患者提供经济上的帮助。

邱健的患者遍及国内外，他的医技医德广受
好评。

苦心钻研，精进医术显成效

毕业后，他心系闽东，研究当地多发的常见
病，认真钻研中医经典著作，在肿瘤、慢性肾病、
脾胃病等方面有自己的独到见解。

学术研究方面，力求精益求精，考虑到身在基
层，比较缺乏科研方法和实践，在年近半百之际考

取福建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
生，如期完成学业，取得硕士学
位。2012年成功入选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举办的全国优秀中
医临床人才，通过3年的“读经
典、跟名师、做临床”研修，以全
省第一的成绩完成学业，被授
予“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称
号。2019 年 1月被评为首届

“宁德名医”。
他负责的中医内科为所在

医院最具中医特色科室，脾胃
病专科被确定为全国农村医疗
机构特色优势（脾胃病）专科，
年门诊接诊12000余人次。

作为一名基层医生，守住中医最后一道防线
尤为重要。对于数千年渊源流长的中医药，在老百
姓中一直有着深厚情感和信任，加强、筑牢中医的
基层防线，可以减轻患者负担，减少医保资金浪费，
对祖国的健康事业具有重要意义。

传道授业，传承创新中医药

邱健的博大胸襟还表现在他对后辈的培养
和提携中。他针对基层中医药人才匮乏问题，本
着“闻道有先后”的心态，把自己的学识和经验毫
无保留地传给后辈。几年来，带教所在医院及乡
镇卫生院的医师、学生近百名。

2016年，他的工作室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确
立为全国基层名老中医药专家邱健工作室建设单
位，系统化地培养12名学员，这些学员既有研究
生，也有村医。他定期深入基层卫生院对口指导，
安排巡诊带教活动，结业学员皆成为各自岗位的
中坚力量，他总谦虚地说“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2017年，邱健工作室入选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年鉴，2020年1月高分通过国家管理局验收并授

牌，2021年5月时任省长王宁和宁德市委书记梁
伟新亲临工作室指导，对其传承创新中医药工作
给予充分肯定。

心系民生，参政议政掷地有声

邱健在担任福建省、宁德市人大代表及福鼎
市政协委员期间，积极参政、议政，提出提升基层中
医药服务能力、完善医药费用控制体系、加快实施
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医疗事故中正确运用法律、建
立疾病急救基金、减低医保病人再次入院起付金标
准等提案、议案20份，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并
得到答复和解决。其中，《关于完善医药费用控制
的建议》被省人大评为2018年优秀建议议案。

作为医院疫情防控专家组成员，在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工作中，他依据所学，全力以赴，认真排
查每一个疑似病例，制定中医防治方案，为基层
的疫情防控筑牢最后一道防线。

作为一名基层中医医生，邱健就像我们千千
万万扎根在基层的医务工作者，以星星之火点亮
一方民生之光。 （来源：福鼎组工）

邱健（左二）在为青年医生传授经验

皮肤晒得黝黑，手上沾着泥土，薯
类产业技术服务团队省级科技特派员
发起人、龙岩市农业科学研究所推广研
究员梁金平貌似土生土长的农民。然
而戴着一副眼镜的她，又显得有些与众
不同。近日，在龙岩市武平县中山镇新
城村的彩色马铃薯育种基地，梁金平和
她的团队正忙着选育马铃薯新品种。

田垄上，紫的、红的、粉的、白的、黄
的等五颜六色的马铃薯大小不一、形态
各异，梁金平喜忧参半。能够在育种前
期就能选到品相好、产量高、抗病性强
的品系概率是不高的。“今年只是在武
平育种选种的第一年，往后还需要花费
五六年甚至更长时间来攻克这些难
题。”梁金平说。

“传统的马铃薯品种和质量参差不
齐，时间久了生长退化、个头小、病害
重，要更换新品种就需要我们去培育。”
梁金平望着 6 亩育种基地，饶有兴致地
介绍起她的“农活”。“马铃薯育种就像

‘拆盲盒’，我们这两天都在田里忙活，
通过对这些马铃薯杂交后代品系的熟
性、块茎性状、产量水平、抗病性等方面
进行鉴评，筛选适合在闽西种植的马铃
薯新品种。”

“她身上有股韧劲儿，大太阳的天
气，她可以在田里选种忙活一整天。”
龙岩市一零八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
理危智华说，“和他们团队合作我很放
心，他们目的明确，就是要通过杂交技
术选育高产优质抗病的马铃薯新品
种，再产业化应用，帮助广大种植户增
产增收。”

梁金平从事薯类育种研究十年有余，
在泥土里“孕育”出自己的彩色人生。她参与选育马铃薯新
品种3个、甘薯新品种5个，主持或参与省（部）级农业科研项
目8项，获得省级科学技术奖二等奖1项（排名第二），农业部
丰收奖二等奖 1项（排名第三），市级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1项
（排名第一）、二等奖 1项（排名第二）。其中，“闽薯 1号”“龙
薯24号”等薯类新品种新技术在福建、云南、安徽、山东等十
余个省份累计推广总面积达343万亩，新品种的规模种植在
新技术配套良法的加持下带来丰产丰收，累计净增经济效益
15.96亿元。

梁金平介绍，为充分利用南方冬种和北方春种马铃薯
的区域特点，加快马铃薯育种步伐，多年来，龙岩市农业科
学研究所与福建省农科院作物所、吉林省农科院经济植物
研究所等多家单位建立马铃薯育种联合攻关合作关系，在
马铃薯种质资源创新利用与新品种培育上深度融合。“我
要充分发挥省级科特派的科技引领作用，全力推广新品种
和安全高效绿色栽培技术，推动马铃薯产业升级发展，助
力乡村振兴。” （来源：福建日报 记者：邱晓丽、吴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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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海君，焊接高级技师，船舶焊接高级工程
师，1998年毕业于福建省船舶工程技术学校。

作为百年船企厦船重工的一员，他在船厂
一干就是 24年。2005年，邱海君作为优秀员工
被公司派遣到日本丰桥造船株式会社学习工
作 3年，主攻汽车滚装船船体焊接、实操及检验
等课程，参与了 30多艘不同类型的汽车滚装船
建造。

在企业焊接相关岗位上，邱海君大胆吸取日
本造船经验，引进高效的焊接设备提升生产效
率，带领团队及时进行工艺革新。邱海君通过工
艺和流程的梳理改造，胎架形式改进来提高内场
施工效率。如板缝无码装配工艺改变以前外板

卡码焊死，采用一边固定一边活动的新式卡码，
大大减少了施工量和外板的损伤；通过引进和推
广 FAB即埋弧焊一次成型工艺、横向自动焊工
艺、角焊自动焊工艺、立向自动焊工艺以及角焊
缝预密性工艺等有效降低焊接返修率、提高生产
效率、降低工时等成本做出积极贡献。

邱海君从工艺设计、计算机数控下料、焊接
坡口制备、现场焊接等工序流程入手培养复合型
人才，带领团队攻克铝合金管（TIG）板（MIG）焊
接工艺、镍铜管（TIG）焊接工艺、克令吊高强度
钢（E 级钢）厚板的工艺、不锈钢板埋弧焊接工
艺、不锈钢管TIG及TIG/MAG混合焊工艺评定
难关，满足公司新产品结构多元化要求。

作为国家级邱海君技能大师工作室带头人，
他用师徒结对方式，不单收技能型徒弟，还收理
论型徒弟，并且跨部门跨岗位让工程类和技术类
形成互补，师带徒、徒带徒，形成互相学习、知识
共享的学习型师徒团队。工作室成员多人在省
市技术竞赛中获奖，并获得“金牌工人”和省市

“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为企业培养了大量的焊
接技术人才。近两年来共培训各类焊工 612人
次，取证348人次。

几十年如一日专注于焊接领域，终于取得累
累硕果，邱海君先后获得厦门市“技术状元”、海
峡两岸暨香港职工焊接技能竞赛银奖、首届“厦
船工匠”、首届“海沧工匠”，厦门市制造业十大

“行业工匠”荣誉称号；代表福建省参加全国《职
业分类大典》焊接职业技能标准审定工作；合作
研发项目“8500PCTC船绑扎杯自动焊接调节定
位装置”和“一种新型数字化送丝机”获得了国家
发明专利；牵头和参与的多个项目获公司技术创
新奖，《活动卡码》在福建省百万职工“五小”创新
大赛上获二等奖，并有三个项目《双丝埋弧焊工
艺引进》《8500PCTC船绑扎杯实现焊接自动化》
《8500PCTC船立柱制作工艺》获市总工会技术
创新成果奖。

（来源：福建省人社厅职业能力建设处、厦门
市人社局）

科技特派员风采

梁金平梁金平（（右右））在筛选马铃薯新品种在筛选马铃薯新品种

焊花铺就青春成长路
——记厦船重工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邱海君

怀治病救人之仁心
——记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邱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