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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刚蒙蒙亮，龙岩市新罗区适中镇
洋东村村民谢志川就起床漱口洗脸吃早
餐。7点半左右，谢志川换上工厂的衣
服下楼准备去车间上班。“我现在蓝田水
泥上班，离我们这里大概5公里左右，骑
摩托车的话5分钟就能到！”

今天妻子没有轮班，趁闲暇带孩子
回了娘家。这几年，他家的生活条件有
了很大改观，不仅住上了新房，两夫妻还
是省重点民营福利企业的“双职工”。

2年前，在一家车场打零工的谢志
川因车场改厂转型待业在家，急得在家
里直打转。“没法干重活，又没有文化，去
城里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谢志川是
村里省定贫困户，妻子是残疾人，孩子又
还小，该怎么办才好？

牵线搭桥有了“红娘”。2008年，福建
蓝田水泥有限公司日产2500吨的新型干
法熟料生产线投产，厂里需要大量劳动力，
谢志川的妻子被招进厂里务工，待业在家
的谢志川在妻子和政府的牵线搭桥下，走
进公司的招聘办公室。一番面试、操作、培
训过后，谢志川在家门口找到了新工作。

谢志川说：“每个月有3000多元的收
入。”他从最初的普通工成长到如今的设备
部机修工，各项设备零部件维修技术，他都
熟练掌握，工资收入也逐步稳定。“工厂效
益不错，我们一天工作8个小时，还有医社
保补贴，工作稳定多了。”谢志川高兴地说。

和谢志川一样，在福建蓝田水泥有限
公司扶贫车间里，数十名工人正在忙着生
产，排列整齐的缝纫机“哒哒哒”响个不
停，桌面上垒满了水泥包装袋的半成品。

在这些工人当中，有的腿部残疾、有
的不能正常说话、有的听力衰竭，都说残
疾人就业难，这家“扶贫车间”却逆势成
功带动贫困户和残疾人就业。

蓝田水泥是省重点民营福利企业，历
经20多年发展，实现了从机立窑到新型干
法的先进水泥企业的跨越发展，年产能达到
120万吨，企业经济效益稳步提升。截至今
年6月，龙岩新罗区人社局、扶贫办为包括
蓝田水泥在内的2家扶贫基地和8家扶贫车
间进行授牌，并“送”上一系列扶贫政策。

目前，基地内残疾职工196人，占现
有职工的 40%以上，保丰村、兰田村、洋
东村、中心村等几个人口大村劳动力超
过28人。其中吸纳龙岩市除漳平外6个
县（市、区）建档立卡贫困户 72人，根据
工种和技能分布在不同的车间岗位，截
至目前，72人已基本上脱贫。

福建蓝田水泥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
副部长陈桥华说：“扶贫基地有一定的奖
励，5万～20万元的奖励，对招用建档立
卡贫困户一人有1000元的补助，免除一
定的医社保。”

蓝田水泥扶贫基地（车间）的设立，
是龙岩新罗区人社局推进就业扶贫的一
个缩影。为充分发挥就业扶贫基地效
应，鼓励、引导各类企业吸纳贫困劳动力
转移就业，积极推进就业精准扶贫政策
有效落实，促进精准就业扶贫工作，新罗
区人社局、财政局、区脱贫办联合出台
《龙岩市新罗区就业扶贫基地认定管理
暂行办法》，对通过认定的基地（车间），
给予 3万～20万元的一次性奖补，每吸
纳一名贫困劳动力给予 1000元就业补
助以及用人单位缴纳实际缴纳的基本养
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和失业保险
费的社会保险补贴等政策扶持。今年以
来，已有8家企业申请就业扶贫基地（车
间），共吸纳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劳动力
147 人，预计可享受扶持资金 100 多万
元。 （通讯员 林嘉郅）

首创“三三制”，助残脱困

2010年，钟亮生组建以残疾人为基本

组成人员的梁野仙蜜养蜂专业合作社，并
主动找到武平县残联，签订了共同扶持残
疾人养蜂的协议。

扶持残疾人就业的“三三制”养蜂协
议，按县残联扶持、钟亮生（赊销）、残疾人
各三分之一的出资比例，并由钟亮生负责
给残疾人免费提供技术保障、保价回收蜂
蜜。这项优惠措施，不仅降低了残疾人的
投资门槛，还解决了养殖难和产品销售难
问题，受到广大残疾人的热烈响应。

武平县永平乡孔厦村右手残疾村民
吴香财感激地说：“在县残联的牵线下，
当年我和其他 40多名残疾人‘加盟’了钟
亮生的养蜂业，第二年我的 20箱蜜蜂就
产蜂蜜 200多公斤，现在有 100多箱蜜蜂
了。”稳定的收入让吴香财重新找到了生
活的尊严。

由于降低了残疾人的投资门槛和投
资风险，钟亮生已扶持武平全县 190 多
位残疾人 320 多名贫困户加入养蜂行
列，养蜂达 13000 多箱，年实现蜂产品产
值近 1300 多万元。如今，这些残疾人贫
困户大部分买了车建了房，走上了脱贫
致富路。

倾囊相授，精准扶贫

桃溪镇的刘成生是建档立卡贫困户，
在一场车祸中失去了左手，家庭也发生变

故，沉重的打击逼着他只能同老母亲相依
为命，一直没有找到适合的工作。当他得
知有“三三制”养蜂扶贫项目后，便开始养
蜂，由于单手操作不便，刚开始只养殖 20
箱蜜蜂。在钟亮生的帮助和支持下，他技
术进步快，如今他的蜜蜂已发展到 100多
箱，还成立了自己的养蜂合作社，去年产
值 10多万元，盖了新房，重新过上了幸福
甜蜜的生活。

桃溪镇建档立卡贫困户李先锦，他的
养蜂场位于梁野山自然保护区山麓的新
兰村，这里风景秀丽，具有得天独厚的养
蜂优势。李先锦由于身患小儿麻痹症，双
腿失去了直立行走能力，但他没有抱怨命
运的不公，非常自强自立。在钟亮生的技
术扶持下，他的养蜂技术不断提高，养殖
规模不断扩大，取得了不错的养蜂收成。

而这些只是钟亮生不断发挥科技特派
员先进作用、实施精准扶贫的一个缩影。

为培育群众对养蜂的兴趣爱好，钟亮
生自费印发宣传资料20000多份，编印《中
蜂养殖技术》8000多本，并以广播、电视传
播形式，扩大养蜂业宣传，吸引贫困群众
投身养蜂业。

针对山区贫困户缺资金状况，几年来

钟亮生共为残疾人、困难农户无偿资助养
蜂资金（含蜂种、蜂箱、蜂具）160多万元。
他常常不辞劳苦，翻山越岭为蜂农选择养
蜂场所，传授养蜂技术，举办残疾人养蜂
培训班280多期（次）。为解决残疾人蜂蜜
销售难问题，梁野仙蜜养蜂专业合作社保
价回收蜂蜜，确保困难群众利益。

有人说钟亮生很傻，总是把自己多年
总结的经验技术全都告诉别人，还自己掏
钱帮助残疾人、贫困户，他却说：“我不仅是
一名退伍军人，更是一名共产党员！力所
能及地帮残疾人、贫困户做点好事，我感到
开心快乐。”这是一位科技特派员的肺腑之
言，更是一名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操。

多年来，钟亮生荣获全国百名杰出新
型职业农民、全国社会扶贫先进个人、全
国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全国最美家庭、
诚实守信福建好人、福建省五四青年奖
章、福建省青年创业杰出成就奖、福建省
劳动模范、龙岩市首届道德模范等荣誉，
还当选为福建省第十三届人大代表、龙岩
市第五届党代表。他依然坚守初心，奋斗
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一线。

（福建省人社厅专家工作处、省院士
专家工作中心）

“蜂王”科技助农脱贫致富
——记武平县科技特派员钟亮生

龙岩市武平县万安镇上镇村钟亮生，转业回乡后几经周折自主创业，成

为扬名闽粤赣边的“蜂王”。他成立梁野仙蜜养蜂专业合作社，全省首创“三

三制”助残模式，帮助全县190多名残疾人自强不息就业创业，并带领300多

名贫困户脱贫致富，成为武平县一名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职业农

民，2018年获评中级畜牧师，并被聘请为武平县科技特派员。

天道酬勤

成长为全能型“茶人”
苏鹏鸣从小就喜欢茶，1981年，他进入

安溪县虎邱茶叶收购站工作，几乎天天钻在
茶堆里寻求理想中的茶道。天道酬勤，苏鹏
鸣以勤奋和坚定，成功学成乌龙茶传统制茶
技艺，成为闻名安溪茶叶界的年轻茶师。

“那时，我常常到乡镇的一些大茶场
驻点，和茶农一起论茶、评茶。”他回忆说，
评茶旺季，他往往一天要喝 100多个茶样
品，喝到“茶醉”。“但我却喜欢这样的感
觉，有点飘飘欲仙。”后来，苏鹏鸣掌握了
新的评茶方法“干评”，“干评”的难度比喝
茶大很多，就是茶不用泡出来喝，只是通
过赏其形、闻其味，就能大概地判定茶叶
的质量和价格。除了评茶，他还和茶农一
起制茶，制茶技艺飞速提高。他还建了一
个实验室，深入研究茶叶发酵过程。

近几年，为寻找新品种茶树，苏鹏鸣
经常带上干粮和水，与茶农、茶艺师一起
走进安溪的深山老林。仿效神农尝百草，
他们进入深山后，如果看到野生茶树，就
摘下来试试口感，“觉得适合栽培的，就剪
一段枝条带回来”。这些茶树长成后，苏
鹏鸣又研究新的制作技艺。如今，通过寻
找到的新茶品种，他已研制出安溪之前所
没有的苦茶、甜茶、酸梅茶，部分制作技艺
正在申请国家专利。“我正在寻找辣茶品
种。”他说，如果找到并制作成功，茶叶将
拥有酸、甜、苦、辣、咸五味。

苏鹏鸣的茶叶拼配技术堪称一绝。
每样茶的色、香、味、韵都不大一样，通过
茶叶拼配，把具有一定的共性而形质不一
的茶叶，或美其形，或匀其色，或提其香，
或浓其味，拼合在一起，以提升茶叶的质
量。“安溪铁观音之所以好，主要因为它有
韵味，我的拼配技术在韵上下足了功夫。”
在取得评茶师、制茶师、拼配师等称号后，
苏鹏鸣还专门去茶艺学校学习茶艺，获高
级茶艺师称号。

创新技艺

改变安溪茶业单一结构
据《安溪县志》记载：“安溪人于清雍

正三年首先发明乌龙茶做法，以后传入闽
北和台湾。”清雍正年间，安溪茶农选育出
许多优良茶树品种，其中以铁观音制茶品
质最优。而安溪茶农在 1936年发明短穗
扦插茶树无性繁殖技术，则使铁观音迅速
传播到福建永春、南安、华安、福安、莆田、
仙游等市县和广东等省，安溪乌龙茶生产
技术也不断向海外广泛传播，铁观音等优
质名茶声誉日增。

纵观市场上铁观音茶叶无论是茶类
增多、制茶工艺改进还是茶机械上的变
化，其背后都是一个发明与创新的过程。

“安溪人历来就很善于创新，仅在茶叶方
面，历史上就有过三大发明创新，即发明

‘半发酵’乌龙茶制作技艺，发现、发展铁
观音和发明短穗扦插茶树无性繁殖技
术。”苏鹏鸣说。

苏鹏鸣首先从历史入手，他发现，安
溪有一种蜜茶，制作工艺已经有数百年历
史，老一辈一直作为降暑消胀的土药方。
这种蜜茶有健胃消脾的功能，一些安溪人
家中藏着蜜茶，家里有人腹胀，喝一点就
能缓解症状。

不过，他发现，安溪传统的做法是把
蜂蜜倒入制作好的熟茶当中，蜂蜜并没有
渗入茶中，且老方制作的蜜茶保质期不到
一年，如何延长蜜茶的保存期限，一直成
为难题。10年前对蜜颇有研究的专业人
士发现民间做蜜茶的时候，没有把蜜煮
熟，导致蜜的保存期过短，如果煮熟后就
可储藏较长时间。解决保存难题后，生产
加工企业在祖辈制作蜜茶传统工艺的基
础上，结合现代科技新工艺，以浓香铁观
音为原料，科学融入冬蜜和可溶性珍珠
粉，制出了新一代蜜茶。

茶、蜜、珍珠粉，三者原本都是健康饮
品，现在将三者有机融合起来，其作用就
发挥到极致，具有消烦解腻、调理肠胃、美
容养颜、养心护肝、清热解毒的功效。制
作蜜茶，首先，要蒸发掉茶的水分；其次，
合理配比茶、蜂蜜、珍珠的成分，掺杂在一
起；再次，将它们放入缸中浸泡一段时间
后，反复盘缸，浸泡总时间达两三年；最
后，浸泡的蜜茶要微波杀菌。蜜茶最主要
的功效就在于排毒养颜，具有非常强的排
毒功效，这也成为天香蜜茶区别于其他茶
叶保健饮品之关键所在。高级评茶师李
宗垣品尝蜜茶后，认为“有蜂蜜的味道，也
有茶叶的香气，口感醇厚”。

蜜茶在中国（上海）国际茶叶博览会
获金奖，在“6·18”海峡两岸职工创新成果
展览会上获银奖。有关茶叶专家表示，蜜
茶等新产品的开发，对于引领健康新潮
流，延伸产业链，提高附加值，改变安溪茶
业的单一结构，增强抵御风险能力，具有
启发意义。

如今，蜜茶在市场上的反响不错。日
本客商品尝之后，赞叹不已：“只知道安溪
有铁观音，想不到安溪还能够制作出如此
美妙的茶叶保健饮品。”

苏鹏鸣的“铁观音珍珠蜜茶及其制作

方法”等9项科技项目荣获国家发明专利，
并获省、市、县各级部门的奖励；在《福建
茶叶》《茶叶科学技术》等刊物发表上发表
《鹏程铁观音珍珠蜜茶的制作与功效》等
多篇论文，解决了生产中的重大技术难
题；成功研制出具酸、甜、苦、辣不同况味
的天然茶品，获2009年福建铁观音金奖茶
王。

“从专利的发明申请，到产品市场投
放，直至产生经济效益，这中间还有很长
的路要走。”拥有十多项专利成果的苏鹏
鸣直言，专利发明转化为成熟的生产方
案，还需要复杂的过程。专利产品要获
得认可，不但要创新点好、市场急需，还
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建立多渠道的
融资途径及营销队伍，最终才能成功推
向市场。

品牌运营

精心做好茶
1992年，苏鹏鸣尝试创业，开始经销

茶叶。由于为人厚道、讲究信用、质量可
靠，苏鹏鸣很快“走红”，前来购买茶叶的
顾客越来越多。苏鹏鸣改变了家庭作坊
式的经营方式，租下整层办公楼开起茶叶
店。进入21世纪，安溪茶叶营销逐步迈入
品牌时代，富有气魄的苏鹏鸣抓住机遇，
于2001年正式注册“鹏程”品牌，接受市场
考验。短短几年，志向远大的他已成长为
安溪茶叶界、第一批进行品牌运营的弄潮
儿的成功典型。

2005年，苏鹏鸣正式注册成立福建省
安溪县鹏程茶业有限公司。这是一家集
茶叶采制、加工、销售、科研为一体的企
业，以“质优、价实、求新、守信”为经营宗
旨，所生产的“鹏程”牌铁观音系采用安溪
无公害的优质铁观音为原料，经科学精制
而成，其滋味甘醇鲜爽、香气浓郁、汤色清
澈。

经过十几年的风雨洗礼，如今的鹏程
茶业，不但位列“安溪铁观音十佳企业”、
荣获“首届安溪铁观音企业质量管理大赛
质量管理奖”和“首届中国安溪铁观音十
大最具加盟潜力品牌”，还被国家技术监
督局、中轻部分别评为“中国名优产品”

“质量信得过产品”。
近年来，鹏程茶业更是以推广安溪

铁观音茶文化为己任，以质量求生存，以
诚信求商道，开发出清香型、浓香型、韵
香型、陈年铁观音等 20多个系列产品，赢
得不同层次爱茶人的青睐。此外，他还
在开发可以直接食用的茶，这种茶制作
好后，无需再煮或炒，就能直接吃，它或
将成为不错的下酒菜。鹏程茶业仅在外
省的加盟商就有 20多家，更是在浙江省
义乌设立直营旗舰店，一举拉开品牌扩
张的新步伐。

苏鹏程说：“身为一个‘茶人’，我最大
的理想就是‘做好茶’，我将以此为起点，
认真钻研，继续做出好茶。”

（通讯员 陈坚）

一生只为做好茶
——记国家一级评茶师、高级茶艺师苏鹏鸣

国家一级评茶师、一级茶叶加工工

技师、二级茶艺师，这3本职业资格证书，

是许多涉茶人士梦寐以求的目标。在我

国乌龙茶（名茶）之乡安溪县，鹏程茶业

有限公司董事长苏鹏鸣就是一位同时囊

括3本国家级职业资格证的“茶人”。

1960年出生于茶乡安溪的苏鹏鸣，

从事茶叶生产加工制作研究至今近40

年。他还是福建省技术能手、福建省农

学会荣誉会长、福建省“十大茶人物”、安

溪县茶叶协会副会长、泉州市首届乌龙

茶审评拼配一等奖获得者。

诸多荣誉冠身，只因苏鹏鸣拥有一

颗赤诚的“茶心”。

近日，福州市闽侯县委人才办牵头
县委乡村振兴办，通过“专家+农业项
目+农户”一站式科技服务乡村模式，邀
请专家深入基层调研，到田间地头开展
指导，实实在在解决农业难题，深受乡
镇、果农、合作社欢迎，反响热烈。

图为福建农林大学园艺学院园艺
植物天然产物研究所所长吴少华（右
3）受邀，对廷坪乡果树栽培进行实地

指导，与文山岗村和石洋村果农及相
关技术人员深入交流，就如何修枝、疏
果、施肥、病虫害防治等果树管理技术
做了详细讲解和示范，耐心解答果树
种植疑难问题。同时，吴少华结合廷
坪乡实际，在增强产品品质、提高产品
销量和实现种植户增产增收等方面提
出了合理的意见建议。

（通讯员 林鑫伟 肖淑菲 陈枫）

果树专家下基层

就业扶贫基地助贫困劳动力脱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