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荣昌区人大代表、中国烹饪大师、重庆老字号
协会副会长、重庆江湖菜促进协会副会长、荣昌区
三惠餐饮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集众多头
衔于一身，邹朝文展示出耀眼的风采。

2008年，邹朝文创立荣昌区三惠餐饮文化股份
有限公司，旗下有“荣昌三惠鹅府”与“三惠生态食
品加工厂”。身为董事长，他亲自设计菜谱，配制调
料，创新烹饪手法，将白鹅的全身都利用起来，做成
精美的菜肴，把握菜肴色、香、味的传统特色，同时
适应当代人对食品的审美需求，从“精致”上下功
夫。通过广泛听取消费者的意见和建议，不断改进
配料配方以及烹饪方法，根据客人的口味设计不同

的菜品风格，目前已推出一百多道精美鹅肉菜品。
2017年，邹朝文带领公司与西南大学合作研

发荣昌卤鹅定量卤制技术，开发固态卤料等项目，
全力提升荣昌卤鹅品质。公司先后获得“中国餐
饮名店”“中国特色餐饮美食名店”“重庆区县特色
餐饮100强”，三惠鹅制品先后获得“重庆老字号”

“中国名优食品”“中华名小吃”“荣昌十大名菜”等
称号，菜品已编入“重庆江湖菜大典”及“四川烹
饪”等美食杂志。如今，三惠鹅府已经成为荣昌特
色餐饮的一块招牌，为荣昌的餐饮文化增添了一

道亮丽的风景。现在，三惠鹅
府正向外扩展，已经在重庆渝
北、大足、长寿、南川，贵州赤
水，湖南长沙等地开设分店，
立志将三惠鹅府的全鹅宴摆
进全国各大城市。

荣誉和成功只代表过去，拼搏奋进之路还在
延伸。始终没有停止前行步伐的邹朝文，正一如
既往地打造荣昌白鹅特色产业，努力为荣昌地方
经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奋进路上不止步

一方水土酿一方酒。荣昌区直升镇早在明末清
初就享有“白酒之乡”的美誉，如何让这一美誉经久
流传，更加耀眼夺目？重庆市泉优酒业创始人、荣昌
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直升白酒酿造技艺代表性传承
人张盍宾用行动作答。

受祖辈影响，张盍宾始终坚守匠心，一生致力于
小曲清香型白酒传统酿造技艺的传承与创新。他很
清楚，酿酒需要时间，酿酒讲究细节。于是我们看到，
超过40年历练，张盍宾实现了对每一个环节的精准
把控，改写了荣昌白酒品牌无重庆老字号的历史。

“水乃酒之血，粮乃酒之肉”。泉优酒业厂地拥

有一眼常年不竭的泉水，在酿造酒的过程中，张盍宾
坚持所需水源均取自该泉水，同时，坚持选用上等小
糯红高粱为原料，使产品完美呈现出清香纯正、醇甜
柔和、余味爽净的口感。

如今，泉优酒业公司产品远销云、贵、川、渝等地，
年产量近千吨，受到消费者广泛认可，实现年销售收
入700余万元。张盍宾创新研发的两项白酒酿造工
艺成果，目前已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专利申请。
2019年重庆市商务委员会认定重庆市泉优酒业有限

责任公司“泉优白酒”为重庆老
字号，泉优酒业由此成为荣昌区
目前唯一一家兼具非遗传承和
重庆老字号殊荣的酒企。

“穷尽一生心血，酿造一杯
好酒。”这是张盍宾作为酿酒人的追求。而作为老党
员，张盍宾更是积极践行使命，为近百人免费传授酿
造技艺，同时，积极参加脱贫攻坚、爱心捐赠等公益
活动，先后13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

穷尽心血酿一杯好酒

他独自创业，自建花卉园，他凭借高超的园林专
业技能，利用嫁接和驯化技术，实现幸福树、芒果等
南方经济园林果木和台湾枇杷、突尼斯软籽石榴等
优良品种的荣昌本地化栽培繁育……提到荣昌益民
园林绿化有限公司负责人雍凤林，总能听到当地人
的赞誉声。

“我爱种花，从最早开始种花到现在已经有40
多年。1980年，我还在益民厂工作时就已开始在家
种植盆栽花卉，逐渐积累了很多花卉栽培的经验，这
成为我后来创业的重要依托。”说到花卉栽培，今年
68岁的雍凤林总是激情洋溢。

1998年雍凤林从工厂下岗，毅然选择到荣昌创

业，在城郊租下10亩土地开始建设花圃，他培育的
菊花曾获得荣昌菊展一等奖，他还代表荣昌参加重
庆市首届丁家花展，参展兰花获得三等奖。多年来，
他凭借高超的园林专业技能，兢兢业业为荣昌多个
企事业单位和小区服务，积累了信誉和口碑。如今，
他已将花圃发展成为占地60多亩的大型花卉园，成
立了荣昌区有名的园林花卉公司，对荣昌的花卉和
园林绿化发挥着积极作用。

因为热爱花卉园艺事业，雍凤林几十年如一日

钻研努力，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练就了自己的一套绝活，比如
优良品种的本地驯化，良种嫁
接扦插，病虫害防治和养护，优
良栽培土壤配置等。“我相信只
要用心，这些技术是能创造价值和财富的。我也希
望我的经验和技术能传授给更多需要的人，为更多
的人带来成功的机会，为更多的人创造美好的生
活。”这是雍凤林最真实的内心独白。

醉心花卉园艺的独白

让转盘不停地转、不停地转，第一圈、第二圈，数
不完的圈，不停地揉土、拉胚、再揉土、再拉胚……重
庆市工艺美术大师、荣昌陶重庆市代表性传承人、重
庆市工艺美术行业协会会员、荣昌区陶商会理事向
新华指尖每一个变幻的动作都小心翼翼兼顾泥的收
缩比以及土坯的造型，把技法运用和土坯整体造型
美感结合得浑然一体。

1954年7月出生于重庆市荣昌安富镇制陶世
家的向新华，幼年起就一直受家族制陶氛围的熏陶，
从小接受祖父、父亲手把手地传授，自小就学会了陶
器手拉坯成型技术，一生都致力于陶器艺术与文化
的研究和发展。

在制陶生涯52年间，他不间断地实践、总结，吸
取并发扬前辈和同辈大师们的技艺精髓，如今已经
掌握陶器设计、制图、造型、配釉、装饰、烧成的全部
技能，能够独立完成整个制作流程，业已制作出大量
典雅、朴实、精美的陶器作品，深受陶艺爱好者和消
费者的好评，部分作品荣获国家级大奖，被个人和博
物馆收藏。

他的作品《窑变釉反口大肚瓶》2010年获重
庆市第三届工艺美术博览会金奖，《花枝韵系列》

2012 年获中国钦州国际陶艺
精品展银奖，《咏梅》2013 年
获中国传统工艺美术精品展
金奖，《四君子泡菜坛》2019
年获第二届中国四大名陶展
银奖……“洗去铅华，回归本
真”，向新华每一件的器形都充分体现了“柳、卵、
直、胀”的造型美，在他连绵不断地传承下，为荣昌
陶增添了温度和情意。

为荣昌陶增添温度和情意

在重庆科力线缆股份有限公司，提到生产主管王
兴强，从领导到同事都会竖起大拇指称赞。他爱岗敬
业、才思敏捷，是电线电缆行业的优秀人才。从事电线
电缆行业十六载，王兴强总是能够有针对性地提出合
理化建议，提高各个工种的完成质量和效率。

从2012年入职重庆科力线缆股份有限公司担
任生产主管以来，王兴强始终踏实工作、默默奉献、争
创一流，取得了令人称道的优秀业绩，先后荣获公司
上进新员工奖、优秀团队奖、技术能手、QC攻关带头
人、先进个人二等奖、“传帮带”发起人等称号。

作为生产主管，他认真下达生产日计划，负责组

织编制车间生产作业计划指令单，并保证计划按期
完成，建立自查制度，对生产全过程进行监控，组织
车间有关人员研究解决生产过程中存在的工艺技术
和质量问题，协同研发部门完成专利产品，主持召开
生产作业例会，安排布置车间生产，负责本车间安全
管理，认真贯彻执行安全生产管理制度，保障车间生
产安全。

这些年来，他运用自己扎实的理论功底和丰富
的实操经验，立志于研究出更多安全环保的电线电

缆造福社会和千家万户。他结
合自己丰富的线上生产经验和
多年来对电线电缆行业敏感的
嗅觉，利用自己一次次现场试
验的数据协同公司研发部申请

“一种具有高可靠性的低烟无卤阻燃线缆”等发明专
利12项，为企业创造产值达到2226万元，也为公司
创世界先进的环保型实用新型电线电缆行业打下坚
实的基础。

默默奉献创一流

抽丝剥茧，还原真相，为
同事提供破案方向，使犯罪分
子无所遁形……在荣昌，每当
命案发生时，总会看到一位戴
着眼镜的民警在现场忙着勘

查——他就是荣昌区公安局刑侦支队警务技术一
级主管、一级警督、副主任法医师刘合建。

法医，是一项酸楚艰辛的工作，臭气熏天、蚊蛾
纷飞、蝇蛆满地的案件现场难以用语言来形容。从
事法医工作23年来，刘合建直接参与出勘各类涉

及尸体的现场2100余个，尸体检验鉴定2000余
具，解剖各类尸体420余具，活体检验鉴定1000余
人次，出具各类检验鉴定文书1500余份。

围绕刑事案件的侦破而开展法医工作，及时掌
握第一手材料，从而得出鉴定结论，为侦查部门提
供较为准确的侦查方向和可靠的证据，这是公安机
关法医的工作职责。这项工作背后需要的是坚实
的技术支撑。为此，刘合建坚持不懈地学习新知
识、新技术，让自己的专业技能持续提升。

在日常工作中，刘合建坚持刑侦破案、技术先行

的原则，每当有涉及法医技术的案件发生，他都会第
一时间到达现场，抢着干最苦最累的活儿，正是因为
多年的现场磨炼，他练就一身过硬本领。在命案侦
破中，他与其他同事密切配合，仔细勘验现场、检验
尸体，灵活运用刑事技术专业知识，为案件定性、尸
体检验、案件侦破提供了方向和大量证据，使荣昌区
公安局在近15年的涉命案件侦破率为100%。

为侦查提供方向，为刑事诉讼提供有力证据，
刘合建因为工作出色，先后被评为重庆市优秀人民
警察，被聘为“重庆市公安局第一批刑事技术专业
人才”，并两次荣立个人三等功。刘合建始终坚信，
只有通过自己不断地努力，为破获案件提供技术支
撑，才能还受害人一个公道。

法医战线显身手

从爬电线杆的小电工，到
线路运行班班长、配调值班室
运行专责工，再到荣昌区供电
分公司生产技术科科长、技
师，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配电

网及电缆专业专家型人才，国网重庆荣昌区供电分
公司配网生产兼职培训师……自1988年参加工作
以来，廖伟完成了一个懵懂青年的精彩嬗变。

参加工作三十余年来，廖伟一直扎根基层，始

终致力于安全生产、应急保电、创新创效、传道授业
等工作，常年奋战在电网建设、运维、抢险的第一
线，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恪尽职守、冲锋在
前，保障荣昌电网安全稳定运行，为荣昌经济发展
提供了坚强的电力保障。

他始终怀着一颗对电网运维工作的热爱之心，
竭力将普通工作做细、做精。哪里有线下违章建
房，哪里杆塔锈蚀严重需大修技改，甚至哪一基杆
塔缺失几颗螺栓，他都明察秋毫；故障抢修时，他总

能最快地提出最佳路线和解决方案，提高抢修工作
效率，把损失降到最低。他用行动为自己赢得了荣
誉，先后多次获先进生产（工作）者、先进个人、优秀
共产党员称号。

他不断摸索创新，结合丰富的工作经验，在技术
攻关、方法改良、经验推广方面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
用，例如：2010年他组织并参与的“电缆故障的预防
与处理”QC课题获“2010年度重庆市优秀质量管理
小组”称号，成果获二等奖；2014年获重庆市国资委
管理创新项目二等奖。他还积极发扬“传帮带”优良
传统，建立班组“技术沙龙”，培养了一批批配网生产
运维技术骨干，以责任和担当完美诠释着工匠精神。

为电网运行诠释责任和担当

荣昌拥有国家授予“夏布
加工基地”的称誉，盘龙镇更
是被国家授予“中国夏布之
乡”和“夏布专业镇”称号。
1965年8月出生于盘龙镇的

李让君，可以说是在夏布编织声音中渐渐长大的。
早在12岁那年李让君就跟着父母学编夏布，不到

20岁就基本掌握了打麻、挽麻团、挽麻芋子、牵线、穿

扣、刷浆、织布、漂洗、整形、印染等制作夏布的工序。
1993年他成立手工编织布小工作坊，2013年成立手
工编织布微企和荣昌客家麻纺织有限责任公司，2017
年又成立重庆市荣昌区草艺麻纺有限责任公司。

这些年来，李让君坚持在生产中总结，在实践中
创新，不断创新技术，提高效率。在保持荣昌夏布手
工传统技艺的基础上，为提高生产效率，他改革过去
单一的单人刷浆模式为人工木制机器多排刷浆，一

下子就提高了十几、二十倍效率，而且其工艺没有改
变，保持了原有的风格和技艺。同时，将手工挽麻芋
子改为木制手摇式操作，提高两三倍效率。

为了传承夏布编织技艺，李让君在自己学习和
掌握技艺的同时还注重其他人的培养，帮助一批热
爱夏布纺织的学徒提高编织水平。如今，他已教会
100多名手工编织学徒，从而以师带徒，再以徒带
徒，增加了手工编织人员，带动了编织人员的积极
性，同时也增加了产能，延续了纯手工编织布的技
术。多年来，李让君为夏布编织授徒传艺做出了杰
出贡献，2014年成为手工编织布荣昌区级传承人。

在夏布传承中创新

作为金氏家族折扇制作
的第四代传承人，1975年出
生的金洪流从小跟随父母学
习制扇技艺，1997年同父母
一起创办了荣昌金记扇庄，
2011 年从父母手中接过担

子，独自挑起大梁，开启了属于自己的“黄金时代”。
从业20余年，金洪流始终坚持手工制扇。从

“打青山”（选料）开始，折扇制作的147道工序，每

一步他都精益求精，在他的手中诞生的每一把折扇
都独一无二。他还丰富和创新了制扇面料裱糊工
艺等，使传统荣昌折扇更具有艺术价值。

为保护和传承荣昌折扇制作技艺，金洪流开办了重
庆市荣昌区金扇子工艺品厂，聘请制扇工艺的技术人
才，通过老、中、青团队的结合，形成传、帮、带的有效传承
发展模式。为了对整个制扇技术进行全面的保护和传
承，他还在厂里专门开设了传统手工制作研发车间，研
发手工艺制品，积极组织开展传统工艺传习活动。

在长期传习带徒过程中，金洪流始终强调基础训练
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强调对传统技艺的学习和运用，通
过努力取得明显成效，培养了一大批掌握各种生产技能
的传承人，为保护和传承荣昌折扇文化作出了贡献。

依托精湛技艺，金洪流的作品夏布扇“60公分
烫花扇骨（锦上添花）”获第八届中国（重庆）工艺品
交易会银奖，“100公分雕刻（寿图）”获第八届中国
（重庆）工艺品交易会铜奖，“30公分棕丝绸扇（山
水）”获第八届中国（重庆）工艺品交易会铜奖。同
时，重庆市荣昌区金扇子工艺品厂被评为重庆市非
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金记折扇”被
评为荣昌老字号。

让“金记折扇”更艺术

作为重庆市荣昌博引职业
培训学校和重庆市博引家庭服
务管理有限公司的创始人，顶
着高级家政服务师、高级育婴
师、高级养老护理师等光环，今

年33岁的陈行自2013年进入家政行业后，短短几年
时间便将学校与公司打造成渝西地区家庭服务品牌。

家政行业看似简单，实则不易。面对遍地开花
的家政服务公司，如何在激烈竞争的市场生存、发

展、壮大？陈行积极引领团队争当行业先锋，持续
在规范管理、优化服务上下功夫。

几年来，陈行主持团队编制家政服务职业技能
等级标准及大纲，制定荣昌区家政行业月嫂等级认
定标准和服务标准，创建企业管理服务标准，开展优
质服务承诺，不断提高客户满意度。同时，深入开展
家政人员职业技能培训，有效吸纳各类人员就业，积
极向市外输出家政服务人员，打造特色企业文化。

几年来，陈行始终把扶贫工作放在重要位置，

认真开展相关工作，如与贫困学员深入沟通工作意
愿、分析贫困学员性格与工作匹配程度、开展贫困
学员心理辅导以及对其进行生活帮助，并为800多
名贫困户开展了技能培训。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陈行带领团队不断创
新，博引学校成为全渝首家开设母婴护理员课程、小儿
推拿保健服务、产后康复服务线上职业培训的学校，受
到老百姓高度好评，为复工、复产打好了坚实的基础。

从创新管理服务到推动就业、扶贫和打赢疫情防
控阻击战，陈行带领团队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因
为努力所以优秀，2019年陈行获得重庆市首届家政
服务“巴渝大姐”称号，又为自己增添了一抹光彩。

为家政服务添光彩

20202020年年55月月2626日 星期二日 星期二
主编主编：：刘代荣刘代荣 编辑编辑：：樊洁樊洁 李霜李霜 美编美编：：郑翔郑翔
投稿邮箱投稿邮箱：：cqkejibao@sina.comcqkejibao@sina.com

0808－－0909

弘扬工匠精神 彰显时代风采
——重庆市荣昌区第三届“棠城工匠”巡礼

为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和
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荣的
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
风气，增强一线职工和技术
工人获得感、自豪感、荣誉
感，激发他们的积极性、主动
性、创造性，彰显工匠风采，
扎实推进“三区一城”建设，
为打造重庆主城都市区和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要增长
极谱写新篇章，今年 3 月 4
日，荣昌区正式启动第三届

“棠城工匠”评选活动。
此次活动以个人自荐、

社会推荐、组织推荐的形式
进行申报，申报结束后由领
导小组成员单位对被推荐人
进行资格审查，符合评选条
件的人员参加网络投票与专
家评审、社会公示，最后由区
委常委会讨论审定荣昌区第
三届“棠城工匠”最终人选，
入选者还有机会被推荐为

“巴渝工匠”人选。
近日，荣昌区委常委会审

议通过了10名第三届“棠城
工匠”人选。他们是荣昌区各
行各业的佼佼者，是全区广大
职工学习的楷模。在他们身
上，集中体现了共同的精神特
质，那就是：一丝不苟、心无旁
骛，锲而不舍、百折不挠，精益
求精、追求卓越，敢为人先、勇
于创新，这就是“工匠精神”。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用辛勤和
智慧创造出色业绩、成就出彩
人生，为荣昌区创新发展、跨
越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书写
了最美的时代华章。

他们坚持“干一行、爱一
行、钻一行、精一行”，用行动
诠释的工匠精神，用成绩展
示的工匠精神，必将激发更
多一线职工和技术工人的积
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激励
和引领广大职工全身心投入
到荣昌区高质量发展大潮，
努力贡献自己的力量，共同
书写新时代的壮丽新篇章。

文/李亚兰 何君林
（本版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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