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退伍归来，再续前缘

年幼时，陈金通常在附近驻地看到英姿飒爽的军人
来来往往，从此向往那身军装。

1990年，还在读高中的陈金通便瞒着班主任报名参
军。哥哥是警察，外祖父是地下交通员，更是当地的“五
老”（即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老教师、老模范），陈金
通很快通过政审，将戎装穿到身上。

“小时候家里兄弟姐妹多，父母也管不过来，所以就
养成了随意散漫的习惯，不会很专注细节上的东西。”但
到了部队，一切大不相同，所有事情都规规矩矩，有板有
眼。军中铁令如山，在部队的严格要求下，陈金通一改
往日的习惯，开始注重每个细节。这 3年，他的意志也
被锤炼得如钢铁般顽强。

军旅生活结束，陈金通回到家乡德化。那时候的他
已经彻头彻尾地完成了转变，对此母亲颇为满意。“当时
母亲就说，还是部队调教得好。”

谈到母亲，陈金通回忆起小时候。小时候陈金通家
中贫苦，到他出生的时候，连他在内已经有 3个小孩。
为了多赚些钱来维持生计，母亲常常背着陈金通到瓷厂
去做工。

从那时起，陈金通便与瓷器结下了不解之缘。后来
慢慢长大，陈金通开始到学校上学。上学时他也常跑到
瓷厂去，拾起那些废弃的、被别人当作次品丢掉的陶器，
拿回家去当玩具、当摆设，不亦乐乎。

退伍后，陈金通的父亲给他指了一条道路——学雕
塑。一拍即合，陈金通随父亲出发，前去寻找德化的“瓷
界泰斗”邱双炯拜师学艺。

拜师时，陈金通已经21岁。邱双炯认为，当学徒应
该是从小抓起，特别是走陶瓷技艺这条路，陈金通的年
龄偏大。“松树长大了，就折不弯了。”

但陈金通的父亲不放弃，他告诉邱双炯，陈金通在
部队里待过，希望给他一个机会。也许是看准了他身上
踏实肯干的品质，邱双炯将他收入门下。

千锤万凿出深山

邱双炯给陈金通充足的空间，让他可以凭着自己的
想象去做各种尝试。

当学徒的时候，陈金通就和其他人一样，住在邱双
炯的研究所里。在陈金通看来，无论是生活上，还是细
节上，师父都很照顾他们，这让陈金通深受感动。

“像我这样，在他眼里也属于学艺不精吧，所以还要
努力。”想起师父，陈金通开着玩笑说道。

“只要努力去做，没有什么做不到，任何难题也都可
以得到解决。”3年的军旅生活，不仅让陈金
通在拜师中学有所成，更为他创业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

真正步入社会后，陈金通做过红瓷、窑
变结晶、釉染，但都是“昙花一现”。为了能
够在行业内立足，陈金通和他的团队不断
创新，寻求最优解。历经 2年的探索和尝
试，遭遇无数次的失败，团队终于在 2013
年研发出一种不用上釉就能达到上釉效果
的瓷种——“羊脂白·丝光玉瓷”。

“陶瓷如果不上釉就被拿来当生活用
瓷，则会吸色吸味，不容易清洗。如果没有
解决这些问题，就不能算成功。”为此，陈金
通苦思冥想，终于想出了一个法子。

他把瓷器放在废弃的机油里，整整浸

泡了一个礼拜。再取出时，将其清洗干净，用来泡茶。
泡过茶后，陈金通定睛一看，无色；再凑近一闻，无味。
那一刻，陈金通知道自己成功了。

玉石般的光泽，丝绸般的触感，加之以优异的使用
效果和独特的制作工艺，“羊脂白·丝光玉瓷”出世后引
起了巨大轰动，帮助陈金通斩获了中国（上海）国际发明
创新展“金奖”等国内外共七项大奖。

生活中的艺术

“匠心就是要全身心投入其中，每一处都不能将
就。”

多年来，陈金通对品质一直有着极高的要求，无论
是前期的配方研究还是创作过程中的每一次细节处理，
他都怀揣着虔诚的匠人之心，认真对待。

陈金通对成品的要求极高，所有产品都用高光灯照
过，有杂质、气泡的都会被他淘汰，其作品也先后荣获国
家级金奖28次、银奖17次。而他本人，更是被中国收藏
家协会评为“中国收藏家喜爱的陶瓷艺术精英”。

“现在，大家的生活水平提高了，都喜欢用好用精。”
前几年，陈金通开始转型，尝试做生活用瓷，致力于将生
活用瓷艺术化，将艺术用瓷生活化，在传承和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为陶瓷行业创造更大的商业价值。

刚开始做茶具、餐具的时候，陈金通也遭遇了非
议。很多人不理解他为什么学了一身技艺，拿过不少奖
项和荣誉，却要去做普普通通的东西，感觉是在浪费。

陈金通没有直接回应，而是用产品来告诉他们。后
来人们慢慢发现陈金通做出来的产品和市面上的几乎
都不一样。“因为我这是高价值，高附加值，做得精，做得
细。”

之前有一个顾客曾经告诉陈金通，买了他的茶杯
之后却不舍得用，只有贵客来的时候，会充满仪式感地
将茶杯请出来用一下；用过之后，又亲自洗干净、擦干
净，小心翼翼地存放起来。听了顾客的一番话后，陈金
通深受感动。看到自己的付出有人认可，他觉得再怎
样都值了。

如今，陈金通的办公室里摆满了他一手做出的艺术
品。白如凝脂的陶瓷如肤般富有弹性，通透滑腻，似肌
般存有温度，莹润温婉。

“只要能做到最精致，我就尽量做到最精致，就是没
有‘将就’的，要做就只能做到最好。”陈金通笑着说道，
眼里闪着如白瓷一般明亮的光泽。

（来源：东南网、泉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记者：陈诗
婷 实习生：汪梓裕 原标题：《泉州市退役军人创业故事
展播之陈金通：只为做好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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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攀高峰，填补国际空白

“我们国家在科学研究和环境、食品安
全监测方面的仪器需求是高速增长的，但是
国产仪器的技术水平却比较落后，一些高端
仪器设备甚至100%依赖进口。”颜晓梅介绍，
生命科学、生物医药、纳米科技的飞速发展
对纳米生物表征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颜晓梅长期致力于生化分析与生物
传感研究。面对我国科学仪器产业高端
仪器设备对外依存度高，核心技术受制于
人的现状，2006年，颜晓梅带领团队开始
向这一难题进军。

她首创性地结合瑞利散射和鞘流单
分子荧光检测技术，成功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纳米流式检测技术。这项
检测技术让研究人员可以对细菌、病毒、亚细胞器、外泌体、纳米药物、功能化
纳米颗粒等在单颗粒水平进行高通量、多参数定量分析。纳米流式检测技术
的粒径分辨率媲美透射电镜，检测速率高达每分钟上万个颗粒，仅需2～3分
钟即可获得透射电镜或冷冻透射电镜数小时甚至几天才能得到的粒径表征结
果，同时兼备电子显微镜难以实现的生物化学性状分析功能。这项技术不仅
填补了国际空白，还获得了中国、美国和欧洲发明专利授权，在生命科学研究、
疾病诊断、纳米材料分析等领域具有巨大的应用前景和市场价值。

2014年，颜晓梅应邀参加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举行的第29届国际流式细
胞大会并作开场“State-of-the-Art Lecture”大会报告，纳米流式检测技术的
突破性进展引起会场轰动，被誉为“惊人的成就和颠覆性技术”。

全力转化，科技成果成为“中国智造”

2014年，颜晓梅团队创办了厦门福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致力于纳米流
式检测技术的产业化发展。

产业化之路并不平坦。“这是一个流动检测的方法，流体的稳定性决定
着设备的稳定性。光流体的设计我们就改了20多个方案，通过不断尝试和
试用，进行再修正和升级。”课题组毕业生、福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CEO朱
少彬介绍，团队成员仅用2年时间，就研制出了商品化纳米流式检测仪。

2016年 6月，第一代商品化的纳米流式检测仪惊艳亮相国际流式细胞
大会。这台检测仪可实现发光能力低于单分子荧光的单个纳米颗粒散射光
信号的直接检测，较传统流式细胞仪的散射检测灵敏度提升4～6个数量级。

“比如，癌细胞会吐出一种胞外基质的膜性小囊泡，来逃避机体免疫的
识别和攻击。我们的检测仪就可以精准识别并调控这些小囊泡，这在癌症
早期诊断、预测癌症转移、新型治剂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又比如在食品安
全方面，我们的检测仪可以快速鉴别致病菌，让危害人体健康的微生物无处
遁形。”朱少彬如数家珍般地介绍这台凝聚了团队无数心血的仪器。

检测仪面市后供不应求，产品远销海外，成为“中国智造”高端科研仪器
走向世界的典型代表。梅奥诊所、美国德州大学安德森癌症中心、约翰霍普
金斯大学医学院、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牛津大学等全球最顶尖研究机构和

阿斯利康、诺和诺德、ModeRNA等多家高科技生物制药公司都成为公司客户。

矢志教研，力促学科建设与传承

如果说实验室是颜晓梅的战场，那么三尺讲台就是她的舞台。在科研与教学岗位上，她始终坚
持教书育人、言传身教，为学科的发展与传承倾注了无数心血。

自2006年4月起，颜晓梅积极投身全国重点高校首个“化学生物学”本科专业的建设，担任“化
学生物学学科建设领导小组”组长，负责《化学生物学》《化学生物学综合实验》等新课程的开设和

“化学生物学基础教学实验室”的建设。
2008年6月，厦门大学化学生物学系正式成立，颜晓梅担任首届系主任，负责系里教学、科研和

行政管理工作。在2008年至2018年这10年间，她积极引进优秀青年人才，充实教学、科研队伍，有
力促进了化学生物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

在她的学生心中，颜晓梅不仅是良师益友，更是人生榜样。
“颜老师是一位治学严谨、注重细节的老师，教导我们对待科研要认真负责。在颜晓梅教授课

题组学习的6年时光，是我学识成长中最关键的阶段。在这里，我学到如何去做好一件事情，明白今
日的成绩都是过去点滴的累积。”朱少彬感慨道。

她的学生田野则回忆起他在初入实验室时，颜教授以一篇文献为例，一字一句地教他如何阅读文
献。“她手把手教我如何提炼文章核心、捕捉重要信息、做上适当的标记，现在想来还是历历在目。”

多年来，颜晓梅坚守在科研和教学一线，先后主持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和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重点项目、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科学仪器基础研究专款、重大研究计划培育项目、面上项
目等国家级项目10余项，在国际高水平学术期刊发表SCI论文110余篇，在国内外重要学术会议作
特邀报告、主题报告、大会报告等80余次。

“荣誉既是肯定，也是鞭策。”颜晓梅表示，科学探索永无止境，在这条崎岖又充满着无限可能的
路上，她将始终以奋进者的姿态，不断攀登、前行。 ［来源：省妇联发联部、省科协办公室（调宣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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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将就，要做就做最好的白瓷
——记退役军人陈金通

陈金通的办公室里，摆放着大大小小形态各异的白瓷，虽然不尽相同，但都披着如玉般的光泽。和这些艺

术品一起生活了30年，陈金通说，自己这辈子是离不开它们了。

1973年，陈金通出生于“世界陶瓷之都”德化。脱下戎装，陈金通回乡拜师学艺，在步入社会后和团队不断

创新，潜心研发，捧出的白瓷惊艳世界。如今，他还在白瓷技艺这条道路上探索着，致力于创造更多的价值。

“我做事是没有‘将就’两个字的，要做就只能做到最好。”

科学仪器是人类探索自然、认识世界的重要工具。有这样一位女科技工

作者，她潜心原创仪器研制和应用开发，成功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纳米流

式检测技术，取得国际领先的原创性科研成果。基于这一科研成果生产的仪

器，出口全球顶尖医疗机构、科研单位和高科技企业，在高端科研仪器制造领

域增添了一抹鲜艳的“中国色彩”。

她就是厦门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颜晓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