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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漳州职业技术学院旅游管理专业率
先在全省开设茶文化必修课，黄良山担任茶艺教
学主讲教师，传播茶文化，在他的精心培养下，取
得茶艺师职业资格证者上千人，指导学生参加中
华茶艺（茶艺师）技能大赛荣获省部级奖励 15
次。

2021年3月，黄良山作为领办人的工作室被
评为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承担茶产业与茶文化
的技能人才培养、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团队教师
全部取得高级茶艺技师（国家一级）。

黄良山以技能大师工作室为引领技能人才
的着力点、切入点，持续做好“传帮带”。工作室
指导学生参加福建省职业技能大赛茶艺师项目
获金牌 1枚，指导学生参加 2022年福建省职业
院校大学生中华茶艺赛获一等奖 2次，二等奖 1
次；开展产、学、研校企合作；牵头落实编写茶艺
师职业技能等级认定题库，成为茶艺师职业技
能考试鉴定考点；通过自媒体抖音号“茶文化传
播使者”、视频号“茶文化传播使者”、公众号“茶
使者”，弘扬传播茶文化，浏览学习人数超过 100

万人次。
黄良山坚持在实践中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

神、工匠精神。2021年，黄良山成为省级茶叶科
技特派员，带领团队多次深入茶园基地、茶农家
里、茶叶加工车间等生产一线，把科研成果、著作
版权和专利写在大地上、写在茶园里、写在车间
中，把申请的成果应用于茶业企业，服务漳州茶
产业发展。他的课题《自创茶艺——谷文昌精神
与流香茶》获得国家级立项并结题。
（来源：省人社厅职业能力建设处、漳州市人社局）

都说小提琴和钢琴是绝配，而这也是台湾音
乐人林佳臻与先生张家豪的写照。

“90后”台湾姑娘林佳臻是福州海峡交响乐
团的小提琴手。刚刚过去的五四青年节，在福州
于山九日台音乐厅里，她与交响乐团的伙伴们一
起奏响“青春放歌”交响音乐会。

当《红旗颂》《三坊七巷》《宜兰童谣》《鹿港
庙会》等两岸民众熟悉的旋律，从演奏家们的指
尖飘出时，林佳臻心中感慨万千。2021年底，从
台湾跨海来到福州，应聘进入福州海峡交响乐
团，这一路她为“爱”而来，她的人生也因“爱”而
精彩。

林佳臻出生于台湾高雄，从小学习小提琴，
一直攻读到了小提琴演奏硕士。2019年，她赴柬
埔寨演出时，结识了同团演出的钢琴手张家豪。
当弓弦遇上黑白键，相同的兴趣爱好，让他们的
心越靠越近。

2021年4月，林佳臻与张家豪在台湾登记领
证。彼时的张家豪作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到福
州发展自己的音乐事业。对此，张家豪表示：“我
的事业以商业演出为主，一场疫情之后，各种商
业活动减少了，再加上原本台湾演艺市场就僧多
粥少，未来的发展空间有限。”

对西进创业的台青来说，大陆广阔的市场无
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恰好此时，一个福州朋友
向张家豪抛出了橄榄枝，邀请他到福州进行音乐
表演。张家豪告诉妻子，福州距离台湾很近，自
己想去试一试。

“不论你做什么决定，我都会支持你。”带
着妻子的祝福，2021 年 6 月，张家豪落脚福
州。数月之后，他顺利考入福州延安中学担任
音乐教师。

“每天他都会跟我通电话，介绍在福州的生
活工作情况，还一直对我说‘福州真的很好，你
不喜欢用现金付费，这里全部用手机支付，生活
很便利，你一定会喜欢这里的’。”听出先生的弦
外之音，林佳臻表面上不动声色，但内心已暗暗
做了决定。

那段时间，林佳臻在
工作之余，总会上网搜寻
在福州的工作机会。很
快，一则消息引起了她的
关注。为搭建两岸音乐
家友好往来的桥梁，福州
市文旅局与福建省歌舞
剧院决定组建一支由两
岸音乐人组成的职业交
响乐团——福州海峡交
响乐团，并致力于将乐团
打造成在海内外具有影
响力的交响乐团。

得到资讯后，林佳臻
立即录制了一段演奏视频，并寄去了简历。去年
8月，来自福建省歌舞剧院的录取通知，让林佳臻
既期待又不舍地辞去了教师工作，为“爱”奔赴福
州。

进入福州海峡交响乐团担任小提琴手的日
子，忙碌而充实。平日里，乐团的两岸伙伴会互
相交流切磋技艺，他们经常在福建大剧院、福州
于山九日台排练；生活中，乐团就像一个大家庭，
如果在生活上遇到麻烦事时，会在第一时间帮助
大家解决。

每次林佳臻提着小提琴漫步在绿树成荫、风
景怡人的于山，内心里都充满了期待和喜悦。“福
州是一座美丽的花园城市，推窗见绿、出门即景，
令人着迷。还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真是太幸
福了！”林佳臻说。

她依然记得第一次来榕登台是今年 3月 13
日，在福建大剧院演奏大型原创音乐剧《富春璧
合》。那晚，他们与众多知名艺术家共同演绎以
元代画家黄公望作品《富春山居图》的传奇经历
为蓝本，体现家国情怀大义的大型舞台剧。现
场，宏大的场面让她印象深刻，直播观看人数超
8000万人次。“每个音乐人都希望在舞台上收获
掌声。在这里，我找到了自己的价值。”林佳臻感
叹道。

同样找到自己价值的，还有张家豪。在授课
之余，他成立了自己的文化传媒公司，并入驻华
优汇创闽台家园台湾青年就业创业基地。“一直
以来，我都渴望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品牌。过去
在台湾，受限于市场和资源，只能纯粹地接一些
商演。如今在福州，这个梦想终于实现了。”张家
豪开心地说。

5月 12日，第十届海峡青年节活动之“台青
创业就业沙龙”在基地举行，张家豪与林佳臻除
了合奏《茉莉花》《同一首歌》等开幕迎宾曲，他们
还特别演奏了一首由张家豪创作的《手足》，用乐
曲表达“两岸一家人”的心声。

闲暇之余，张家豪还会带着林佳臻穿过大
街小巷，品尝地道的福州美食；乘着地铁，移步
换景地闲逛西湖公园、三坊七巷、烟台山公园，
让她感受福州的便利与美好。在他看来，这就
是他一直想给予妻子的生活，既有小确幸，又有
大幸福。

“今年福州推出了针对台胞的公共租赁住
房，不仅价格优惠，而且户型、地段、环境都非常
好。目前，省歌剧院正在为我办理申请事宜，我
和先生都希望能尽早入住，留在福州安居乐业。”
林佳臻满怀憧憬地说。

（来源：东南网 作者：吴洪、刘宇捷）

为“爱”而来 因“爱”而精彩
——记台湾音乐人林佳臻、张家豪

林佳臻（前）与张家豪在演奏《手足》

5月 13日，“2021八闽工匠年度人物”
在福州市发布。10名工匠带着对自己有
特殊意义的物件登上舞台，向台下观众和
直播镜头外的网友们讲述“匠心是怎样炼
成的”。来自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总工

程师肖维军用一颗光学镜头，为工匠“代
言”，赢得现场观众的掌声。

回首近 30 年的光学产品研发设计
之路，肖维军说：“创新不问出身。我觉
得最幸运的是可以为自己热爱的专业奋

斗终身。”
肖维军深耕光电监控镜头行业27载，

从一个普通的设计员成长为行业专家，获
得“全国劳模”、“十大福州工匠”、“八闽工
匠”、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中国科协求是
杰出青年成果转化奖等全国、省、市多项
荣誉，享受国务院津贴。

1994年，肖维军进入福建福光股份有
限公司（原福建福光光学仪器有限公司），
20多年间，经历过公司濒临倒闭的困境，
也曾因一个又一个研发瓶颈辗转无眠，但
肖维军从未放弃过对“光”的热爱，始终坚
守着这个在旁人看来枯燥而艰深的光电
领域。

肖维军的工作被称为“出镜”，主要是
在计算机上把镜头设计出来。比如，在航
天任务中，如何保障神舟载人飞船上航天
员安全？如何规避太空中众多空间目标
碰撞带来的毁灭性打击？这些，都需要发
挥光学观测作用。而设计符合高精尖要
求的光学观测重要设备——大口径透射
式天文望远镜镜头，则是肖维军多年的专
业工作之一。

由于需要大量的计算，每天晚上回家
后，肖维军还会花大量时间进行计算、编
程直到深夜，以至于需要整整 7台电脑才
能够支持他的工作量。“每次交付镜头时，
我都很有成就感。”他笑称，自己为了“出
镜”可是煞费苦心。

肖维军回忆道，碰到难题时，自己常
会在睡觉前再想一下还有没有什么新的
关于研发镜头的可能性，一个点、一个点
地想下来，再用这些方法进行研究。“有时
候遇到问题都不太容易睡着。”他说。

多年的不懈努力终于换来了回报，肖
维军的“追光”创新让许多产品在国内率
先实现了进口替代，他设计的1.05米口径
的透射镜头在国际上达到领先地位；福光
股份核心技术领域大口径透射式天文望
远镜镜头，在国际天文光学镜头领域，走
出了一条自主创新的道路，打破了国外的
垄断；民用光学应用领域，他研发出的多
种型号日夜两用多焦点电视监控镜头、千
万以上像素高清监控镜头等产品，引领国
内安防光学技术走在国际前列……

据统计，以肖维军为首开发的产品累

计有 600 多个，其个人拥有发明专利 70
项，覆盖照相系统、显微系统、望远系统及
微光夜视系统、红外探测系统等光电领
域。参与“神舟飞船”“嫦娥飞船”“天问一
号”等航天工程在内的多个国家战略高技
术领域与国防科技创新项目。

从事光学产品研发20多载，肖维军还
培养并造就了一支 200多人涉及研发、测
试、工艺、调试领域的人才队伍，为福建光
学事业发展积蓄了强大的人才资源。
2017年，肖维军劳模工作室获得“福建省
示范性劳模工作室”。

目前，肖维军和劳模工作室的成员们
正在为西藏天文馆研制世界上口径最大的
透射式望远镜。他说：“从‘中国制造’到

‘中国智造’，在通往更高质量、更优品质的
制造之路上，工匠们的追求永无止境。”

“我选择的事业是要坚守一生的事
业，是对的事业。‘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每
天花在科研或项目上的时间，都将转化为
工作上的回报。”肖维军说。

（综合自人民网-福建频道、福建日
报、工人日报）

从未放弃对“ ”的热爱
——记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肖维军

台青风采台青风采

“回乡筑梦”的人遇上了困难

杨龙金是土生土长的音山人，2010年毕业于福建农林
大学，毕业前半工半读在校菌物研究中心担任了两年半的
生产厂长，负责中心食用菌栽培工作。

2012年，杨龙金带着食用菌种植经验，还有自己通过
YBC与团省委联合主办的中国青年创业国际计划得到的10
万元创业青年奖金，回到家乡创办自己的公司，开始人生路
上新的征程，公司从事法国光亮蜗牛养殖和食用菌栽培。
2014年，他获得三明市五四青年奖章，创办的公司也成功获
批三明市科技型企业。

看似一帆风顺的“新农人”返乡创业过程却不尽如人
意，创业初期面临的困难一样不少摆在杨龙金面前，资金不
足、技术不精、投资风险大，再加上缺乏办公司的经验，头几
回培育的食用菌成活率不高，产量一直上不去，创业面临阻
碍，生产线一度中断。

“祸不单行”，法国光亮蜗牛的养殖之路也同样困难重
重，法国光亮蜗牛在三明市尚未有大规模的养殖经验，作为
市里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没有典型经验可以借鉴，蜗牛的
存活率一直上不去。

公司的多重困境让杨龙金陷入了沉思……

坚持不懈，守得云开见月明

“做任何事都抱着不成功就誓不罢休的心态，我一定能
找到出现这些问题的关键，一个个解决！”杨龙金每天起早
摸黑，风雨无阻地穿梭在基地和家中，将学习到的理论知识
运用于生产实践中，不断摸索创新，除了书中的知识外，也
向行业前辈取经。

“培育和养殖出现问题没关系，关键在我，只要我够耐
心、够细心、肯求教、肯吃苦，这些问题一定可以迎刃而解。”
杨龙金通过试错、请教专家再试错再请教的方式，终于发现
是菇棚内的废气导致草菇产量一直上不去。发现问题后，
杨龙金立即对草菇棚采取了加大空气流通等措施，草菇恢
复了正常生长。

功夫不负有心人，目前杨龙金已经形成一套成熟的食
用菌培育方法和法国光亮蜗牛养殖工艺，食用菌成活率提
高了，产量上去了，蜗牛的数量也实现了质的飞跃。

现如今，杨龙金的食用菌种植基地一期共有6个智能食
用菌培育大棚，2021年势头良好，实现产值200余万元，二期
工程也于近日完工，投入 240万元，占地 10亩，新建智能温
室菇棚 12栋，食用菌的产值增长只是时间问题。法国光亮
蜗牛的养殖也做得风生水起，目前蜗牛总数量已超过 20万
只，销售蜗牛 15000只，销售额达到 20万元，截至目前公司
蜗牛常年存栏量超过500万只。

自己的产业做起来了，身为农民儿子的杨龙金时刻不
忘回馈家乡，带动村民一起致富。他的两项产业已带动 40
余户农户实现家门口就业，农户可以边做工边学习种养技
术，杨龙金还为他们保证销路，关于技术中的任何问题，只
要他们想学，他就教。

（来源：泰宁县融媒体中心 作者：李少兰、熊明欢、邓晓
晖、王星竹）

人物介绍
黄良山，茶艺师高级技师、漳州市高层次人才、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评茶师、省级科技

特派员、国家技能等级考试考评员、省职业技能大赛中华茶艺裁判员、省职业技能大赛茶艺师项目金

牌指导老师、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华茶艺赛项优秀指导教师，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共3项。

传播茶文化 培育茶艺师
——记漳州市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黄良山

返乡创业终圆梦
回馈桑梓赤子心
——记“新农人”杨龙金

初夏时节，恰逢三明市泰宁县朱口镇音山村朱石崖下

的食用菌二期种植基地内的草菇成熟，培育大棚内人来人

往，杨龙金和工人们忙着采摘。

今年33岁的杨龙金是泰宁县乡村振兴路上走来的“新农

人”，他个头不大但本事却不小，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把先

进的生产理念、生产技术、营销方式等与传统农业相结合，带

动周边农户增收致富，成了乡村振兴发展的探路者和引路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