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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庄严） 近日，福州
市总工会开展新就业形态一线女职工
免费健康体检，组织 670 名一线快递女
职工分批次在福州康泰体检中心进行
体检，活动将持续到 8月底。

据了解，此次女职工体检标准为
1000 元，涵盖乳腺癌、宫颈癌筛查等项
目，旨在通过健康体检让女职工们及时
掌握自身健康状况，增强疾病预防及身

体保健意识，能够以饱满的精神、健康
的体魄投入到工作当中。

近年来，福州市总工会持续关注新
就业形态女职工身心健康，省市工会先
后投入 23.5 万元，组织女护工护理员、
女家政服务员、女环卫工人等1470人开
展健康体检活动。同时，通过举办健康
讲座、开展心理疏导、健康义诊等活动，
为女职工筑起身体健康的“防护墙”。

福州为一线快递女职工免费体检
每人1000元标准

近日，宁化县尊龙服装有限公司
生产车间内一片繁忙，70 多名工人正
加紧赶制来自波兰的棉衣订单，日加
工棉衣 800 多件。伴随着机器的“嗒嗒”
声，一名中年男子跛着脚四处走动，不
时拿起半成品仔细察看。他叫张海龙，
是该公司总经理。身残志坚的他，掌握
过硬的服装加工技艺后返乡创业，年
加工服装 20 多万件，产品远销波兰、俄
罗斯等国。

打工学艺

张海龙今年 44 岁，宁化县翠江双
虹村人。3 岁那年，一场意外事故造成
他的左脚踝粉碎性骨折，从此落下终身
残疾。他从小对服装有着浓厚的兴趣，
常偷偷地踩母亲的缝纫机。初中毕业
后，他前往三明四中接受服装设计专业
培训，开启了他在服装行业坚持了 30
年的追梦之旅。

1996 年，18 岁的张海龙从服装设
计专业毕业后，去深圳寻找工作，成了
服装厂的一名熨烫工，月工资 80 元。

“工资不高，但我认为只要付出比别人
更多的努力，做得比别人更好，老板肯
定会给我涨工资。”谈起那段艰难的打
工岁月，张海龙至今感慨万千。

张海龙并不满足于当一名熨烫工，
经常利用休息时间到缝纫车间，跟着工
友们学车工技术。3 个月后，他正式转
为车工。

当了 8 个月的车工，3 个月的代理
组长，4 个月的车间主任，1 年的质检部
经理，2 年的厂长……5 年不到，张海龙
辗转深圳和厦门，历经 8 家工厂和 1 家
贸易公司，凭着过硬的本领和丰富的经
验，实现了精彩的人生多级跳。

返乡办厂

“在外打工虽然待遇不错，总有点
漂泊感，也不方便照顾孩子和年迈的父
亲。”张海龙说。2007 年，他和妻子邹小
金从厦门回到家乡宁化，与堂哥一起创
办宝盛制衣厂。当年资金周转极度紧
张，为了节省开支，他经常搭乘货车前
往沿海地区跑业务。后来，堂哥退股，留
下张海龙一人独自支撑工厂运转。

宁化县残联两次送上残疾人就业
创业帮扶资金，帮助张海龙渡过了难
关。他不断拓展业务，后将宝盛制衣厂
改名为宁化红山羊制衣有限公司。

身为老板，张海龙每天与员工们一
起干，上工最早、下班最晚。“客户看重
品质，我就要发挥技术上的优势，把好

质量关。”张海龙的言行举止也激励着
员工，大家都自觉把服装品质做到最
好。

经过 10 多年的发展，张海龙创办
的服装厂已由最初的小作坊发展为 3
家较大规模的加工厂。2020 年 11 月，宁
化红山羊制衣有限公司易名为宁化县
尊龙服装有限公司，加工生产羽绒服、
棉衣等防寒服装，产品主要销往波兰、
俄罗斯等国。

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张海龙先后投
入 200 多万元，购买了 100 多台电脑缝
纫机等先进设备。“2016 年、2017 年是
公司发展的高峰期，工人超过 200 名，
还要经常加班赶订单。”

反哺社会

创业路上，张海龙吃了不少苦。
办厂伊始，张海龙招不到工，谈业

务时曾因为自己是残疾人而受到质疑。
后来凭借着过硬的产品质量，他的公司
逐渐得到认可，生产模式也从原来纯加
工发展到设计、生产和包装“一条龙”操
作，每年加工服装 20多万件。

2014 年冬天，张海龙为香港某客
户加工 5 万多条沙滩裤，对方以银行周
末无法对公转账为由，要求先将货拉

走，周一再转账。考虑到双方已有多年
的合作关系，张海龙答应了，没想到对
方将货拉走后就消失了。张海龙因此损
失了近 70万元。

2015 年 5 月，宁化遭受洪灾，张海
龙储存在一楼的大量布料被洪水浸泡，
损失 20多万元。

陈香清进厂近 10 年，从车工干到
品检，见证了张海龙创业的酸甜苦辣。

“在家门口就业，方便照顾家里的老人
小孩，收入也不错，我很感激张总的坚
持。”她说。

张海龙的员工多为进城陪读的妇
女，为了方便她们，张海龙将工厂选址
在离学校近的地方。“车工多为家庭主
妇，她们习惯忙完家务后再上班，还要
接送孩子上下学，不能准时上下班，我
就让她们计件取酬，工作时间更灵活。”
张海龙说。

不过，宽松灵活的就业方式方便了
员工，却给企业生产带来了困难。同往
年一样，这个暑假有 10 多名员工离职，
她们带着孩子去找在外务工的丈夫团
聚了。另外，因为孩子升学要搬家，公司
每年都有一些员工离职。“我想与县残
联合作，办好残疾人培训班，让我的企
业成为培训基地，既解决残疾人就业，
又有利于企业发展。”张海龙说。

身残志坚的张海龙，坚守儿时对服装行业的兴趣与梦想，披荆斩棘——

从熨烫工到企业家
□本报通讯员 赖全平 张菲烨

“茶叶种在是深山，清明谷雨芽发
青 ；清 明 谷 雨 茶 当 旺 ，采 茶 阿 妹 满 山
逛。”在优美的畲歌旋律声中，24 岁的
宁德市蕉城区畲族民歌“双音”代表性
传承人雷清梅说，让更多的人了解并爱
上畲族文化，是她矢志不渝的追求。

雷清梅是畲族“双音”歌手、畲族原
生态舞蹈演员、宁德市青年委员。“双
音”是畲族山歌中唯一存留的二声部山
歌歌种，已有 400 多年的历史，是畲族
民间音乐最高级、最复杂的表现形式，
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 护 名 录 。7 月 18 日 ，国 家 艺 术 基 金
2022 年度艺术人才培养资助项目“原
生民歌演唱人才培训”在浙江师范大学
音乐学院正式开班，雷清梅被录取，成
为该项目全国畲族唯一入选者。

蕉城区畲村众多，千百年来，畲族
人民通过口头语言传播和手头技艺教
习，来传承和积累畲族文化。然而随着
年轻人加速进城，丰富多彩的畲族民间
文化面临着失传的危险。“畲歌传承更
多依赖于口传心授，需要通过反复沟通
与长期训练，传唱技艺门槛相对较高。”
雷清梅说，目前，除老一辈畲民仍常用
畲语外，畲族年轻人大多不会说畲语，
学习畲歌缺乏语言基础。

2010 年，在初中的一次音乐课上，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
承人雷美凤的一曲《盘古歌》，让小小
的雷清梅开始与畲歌结缘。为了熟练
掌握畲族语言，每天起床洗漱后，她便
前往畲族音乐活动中心练歌，一唱便

是 12 年。
穿畲服、唱畲歌、展现原生态的畲

族风情，是雷清梅一直在坚持做的事
情。畲歌不同于现代歌曲，不具备固定
的旋律，旋律取决于畲语本身的音调，
只有在动态中传承，通过创新和拓展，
才能更好地得到传承与发展。畲族文化
面临着缺乏传承的困境，雷清梅想到了
以时下火热的视频直播作为畲族文化
传播的载体。雷清梅说，作为年轻一辈，
应该大胆通过自己擅长的方式，让畲族
文化传承呈现出不一样的色彩。

雷清梅在抖音、今日头条、微博等
网络平台，宣传畲歌、畲舞、畲服、畲家
小吃等畲族文化。多年来，雷清梅一直
以“畲小仙”为网名活跃于网络，通过直
播和录制短视频等方式，将原生态畲族

“双音”与现代音乐相融合，创作出更加
符合现代年轻人审美的《畲山茶歌》《畲
乡歌谣》，成为网络上小有名气的畲家

“代言人”。
除了网络直播，雷清梅还通过参加

各类畲族歌舞表演和宣传展示活动来
传播畲族文化。今年春节，作为畲族“双
音”代表性传承人，雷清梅与雷美凤老
师身着“凤凰装”登上了央视春晚舞台，
以一曲《采茶歌》惊艳亮相。今年 2 月，
宁德蕉城畲歌畲舞公益学堂开班，雷清
梅担任老师，领着孩子们弘扬民族优秀
文化。她还组织宁德市畲小仙爱心团
队，利用节假日，到畲村田间地头表演
畲族歌舞，以此带动人们学习畲歌畲舞
的热情。

雷清梅：让更多人爱上畲族文化
□本报记者 庄严 通讯员 苏婕

本报讯 （记者 赵锦飞 通讯员
林剑伟） 4 日，漳州市龙文区举行“零
工服务中心（驿站）”揭牌仪式。“零工
服务中心”是以线上+线下服务为依
托，为灵活就业人员与用人单位进行
就业供求信息沟通对接的一站式公益
服务平台，旨在为劳动者短期就业、企
业阶段性用工等提供优质服务，助力
稳岗扩就业。

据悉，“零工服务中心”选址落户于
制造和商贸业集中区，方便不同类别求
职者的个性化需求，提供纸质工作宣传
栏、信息化就业互动程序、现场公益服

务等多种查询求职渠道，形成集招工候
工、政策咨询、现场招聘、信息推介、技
能培训等多样化服务于一体的全免费、
公益性服务模式。

为了给用工单位和求职人员提供
精准的岗位信息匹配服务，龙文区同步
开发了“龙文区零工劳务服务”线上系
统，该系统设置企业招聘、个人求职、打
零工、招聘动态等功能模块，提供求职
招聘智能化服务。同时，该区步文街道
等还同步规划拓展“零工服务驿站”，通
过“中心—驿站”的辐射模式，进一步拓
宽就业和职业培训受众面。

漳州有了“零工服务中心”

福建革命军事馆将长期面向社会公众征集革命军
事文物，征集范围及类别等详见《新福建》和《海博TV》
公众号。

联系人：陈干事：0591-24950378 17704623445
邮箱：fjgmjsg@163.com
地址：福州市鼓楼区铜盘路 478 号福建革命军事

馆征集布展办公室，邮编 350003

福建革命军事馆关于持续开展
文物史料征集活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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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徐文锦 通讯员 赖虹敏 温昭云
文/图）“来，休息一下，吃点西瓜！”近日，在三明市政
府大楼大修工程、三明市政府礼堂大修工程项目现
场，承建单位福建建科院工会为工人送上了西瓜、凉
茶等防暑降温物品。

项目加固班组长甘阿忠从脚手架上爬下，领着
工人们来到凉茶亭，大口吃起西瓜。“接到这些防暑
物资感到很暖心，干活也更有劲了！”甘阿忠说。

面对持续的高温天气，福建建科院工会摸清防
暑需求，为一线建筑工人搭建了清凉驿站，并安排放
置西瓜、凉茶、藿香正气水等防暑降温物品。

据项目经理朱家双介绍，三明市政府大楼原存在
重大安全隐患，经批准采取大修（除险加固）的方式恢
复原有使用功能，提高结构的可靠性、整体性、抗震
性。两个建设项目总建筑面积达 1.5万平方米，自 6月
进场以来，工人们冒着酷暑，抢抓进度，已完成大楼基
础加固、土方回填，外脚手架搭设已完成近八成。

为确保今年底竣工，同时保障工人的健康，在现
场用工上，该项目实行“做两头、歇中间”避高温措
施。“我们将原来上午 7点至 11点半、下午 1点半到 5
点的工作时间，调整为早上 5 点半到 10 点、下午 3 点
半到晚上 7 点，通过改变工作班次和工作时间，有力
推进施工进度，同时避免工人在高温时段在户外露
天作业。”朱家双告诉记者。 甘阿忠（左一）和工友们在休息、吃西瓜。

不久前，刚刚走出厦门理工学院
的应届毕业生廖炜婷进入了汇丰银
行厦门分行，无缝衔接完成了从学生
到职场人的身份转换。“我是学投资
学的，这份工作和我的专业很对口，
厦门又是我向往留下来的宜居城市，
一切都刚刚好！”正式开启职场生活，
廖炜婷期待满满。

又是一年毕业季，为了交出高质
量的“就业答卷”，厦门抢抓毕业生求职
黄金期、冲刺期，创新举措，出台落实对
毕业生就业的多方面补贴政策、开源
拓渠引才、创新平台精准对接……从
政府到社会、高校，厦门汇聚合力搭
建“求职共同体”，为高校毕业生在厦
就业营造良好生态。

真金白银，人才帮扶政策实
“看，我的租金补贴到账啦！”近

日，在收到了一笔金额为 3000 元的
到账提醒后，就职于厦门宏发电声股
份有限公司的刘俊立刻和同事分享
了这个好消息。

来自南昌航空大学高分子材料
与工程专业的毕业生刘俊，从厦门
人才网上相中了厦门宏发电声这家
继电器领域的龙头企业。专业对口、
城市环境好、离家不算远——很快，
刘俊在通过面试后，在 7 月份正式入
职了。

让刘俊感到温暖的是，入职后不
久，人事部门同事主动推介了厦门的
各种人才政策，包括新引进全日制毕
业生一次性补贴、“五年内五折租房”

优惠政策等。
“我抽了一个午休时间，在‘i 厦

门’公众号上填报了相关材料，没过
多久就收到了一次性发放的半年租
房补贴。”刘俊告诉记者，自己在集美
区租房，每个月要花 1000 元，这样的
租金补贴帮他减轻了一半的租房压
力，帮助很大。

从中国科学院大学毕业的研究
生张伊则享受了政策叠加的优惠。去
年，张伊入职厦门一高校担任科研助
理，不久后就收到了厦门为新引进全
日制硕士毕业生提供的一次性补贴
5 万元。在网上看到“五年内五折租
房”优惠政策后，她也提交了申请。不
久后，她就收到了第一笔半年的租金
补贴 2500元。

“扶上马，再送一程”，厦门全方
位助力高校毕业生就业，各种人才政
策不断升级。去年 7 月，厦门重磅推
出“留厦六条”硬核措施，其中对新引
进全日制毕业生的一次性补贴标准
再升级，按照博士生每人 8 万元，硕
士生每人 5 万元，“双一流”建设高校

（学科）及世界最新排名前 200 名大
学本科生每人 3 万元，其他高校应届
本科生每人 1 万元的标准发放，该政
策至今已兑现 2.6亿元。

厦门市住房局房屋交易租赁管
理处副处长姚龙泓介绍，厦门已累计
受理大学生“五年内五折租房”申请
超过 3 万人，为两批 1.76 万名保障对
象发放租金补贴约 6468 万元。目前，
厦门正陆续为第三批提交租金补贴

申请的大学生发放补贴，预计发放补
贴约 4000万元，第四批申请已于 7月
开始受理。

探索存量非改租、企事业单位自
由用地建设等 7 种房源供应渠道，扩
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精准保障新
就业大学生、青年人等新市民的住房
需求；修订《厦门市留学人员创业扶
持办法》，为境内高校毕业的本科及
以上外籍人才提供创业扶持；湖里区
出台新措施，为实习求职的大学生提
供 7 天免费住宿……更多对毕业生
有利的措施正在厦门细化落实。

以赛促引，前置引才新意足
模拟企业面试场景，大学生们在

“黄金60秒”中展现自我；模拟遇上职
场“难题”，搭档合作给出解决方案……

7 月 29 日 ，2022“赢名企·淘未
来”大学生竞职大赛总决赛在厦门举
行。比赛融合了知识问答、笔试、结构
化面试、无领导小组讨论以及辩论等
实战项目的赛事设置，让参与的大学
生“沉浸式”体验入职。

“这一趟真是不虚此行！”来自华
东理工大学机械工程专业研究生二
年级的学生梁雯在朋友圈看到大赛
的邀请信息后，想着“马上面临就业，
不如提前锻炼提升一下”，便报了名。

从全国150所高校1000余名参赛
选手中一路“杀进”决赛，一路走来，梁
雯说，自己收获满满。“比赛有来自专
业机构和企业的导师，通过赛前系统
化、专业化的竞职指导培训，我更好地

掌握了简历制作、面试等技巧，并在实
战中提升了相关能力。”

值得关注的是，赛事搭建了大学
生与厦门企业对接的桥梁。厦门市人
才中心将参赛选手的信息精准推送到
厦门重点企业，并组织企业与学生面
试对接。来自国贸集团、轨道集团、美
亚柏科、天马科技等17家名企对入围
复赛的选手进行了全方位面试。

“比赛中我把 4 张‘青睐卡’都发
出去了，这意味着，这 4 名学生毕业
时如果选择我们，我们就会直接录
用。”厦门亿星软件有限公司人力资
源经理施淑华告诉记者。

中央民族大学招生就业处张继
伟老师介绍，今年他们共有 11 名学
生进入比赛 50 强，在他看来，比赛不
仅注重与实际结合，和用人单位对
接，还通过前置引才充分宣传了厦门
的人才政策、城市环境等。

6 月，由厦门火炬高新区联合众
多优秀企业发起的高校“炬火种·燃
新薪”专业挑战大赛也在厦门开展，
比赛由企业出题当考官，高校学生参
赛作答，吸引全国 30 个省、市、自治
区 182 所高校的 2275 名（次）学生参
赛，以赛引才，拓宽企业的人才储备
渠道。

聚焦“如何从源头引来活水”，厦
门通过政府牵头，串联学生、高校、企
业三方联动的“引才链”，不断促进前
置引才，以赛代试、以赛代训、以赛代
访、以赛代宣、以赛代引，开辟出招才
引智的“新赛道”。

厦门落实“硬核”补贴政策，创新举办求职大赛，为促进大学生就业打造良好环境——

“留厦来”更精彩
□本报记者 杨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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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2022 年南平科技周”系列活动在南平航天体验馆举行，为中小学生提
供公益性研学实践机会，3000 余名中小学生和家长参加了活动。图为来自武夷山
市的小学生在南平航天体验馆参观体验。 邱汝泉 摄

三明“做两头 歇中间”错时施工避酷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