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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畅聊

石磨研磨，守住米粉原味
●本报大田记者站 林生钟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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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节三天假期，白宇没有歇着，而是
为了产品研发的事情，一直在公司忙碌。

白宇是山东威海人，今年 32 岁。他
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学霸”，2007年考入清
华大学材料系，本科毕业后直接攻读博士
学位，获得了北京市优秀毕业生（研究生）
称号。2015年，他进入清华大学材料学院
流动站，从事博士后工作，专注于新型碳
材料等方面的研究，主持完成了1项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项中国博士后科学
基金项目。

2018年，白宇来到永安市石墨和石墨
烯产业园，进入福建翔丰华新能源材料有
限公司，担任公司研究院院长，主持新型石
墨负极、石墨烯等新型碳材料的开发及锂
离子电池等性能研究工作。

新产品开发初期是艰苦的。白宇带着
研发工程师们奋战在生产一线，攻克一个
个技术难点，直到第一批产品下线。为了
得到第一手的产品数据，加班到深夜也是
家常便饭。仅为了获得性能较好的石墨烯
复合纤维，他们就花了大半年时间，设计了
大量优化实验，不断调整产品成型工艺。

酒香也怕巷子深。新产品研发出来
后，为了将产品推销给下游企业，白宇同销
售人员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跑遍了深圳、上
海、北京等全国许多城市。特别是推广初
期，他平均一周就要出一趟差，少有闲暇的
时候。

从跟客户对接需求，到研制、寄送样
品，再到测试改进性能，这是一个比较漫长
的过程。面对不同客户的不同需求，白宇
和研发团队都耐心以对。有一客户对产品
强度要求比较高，白宇他们反复改进了好
几次，直到客户满意为止。在白宇身上，总
能看到这股专注、执著的劲儿。

在白宇看来，不怕吃苦，积极上进、有
担当，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好自己的事，这是
一个青年工作者应该有的模样。他自己是
这么做的，也带领研发团队这么做。整个
研发团队40余人，平均年龄二十七八岁，
是一支年轻有活力的团队。做研发时，大
家铆足劲儿一起攻坚克难，充满工作的激
情。业余时间，大家相约打球、踏青，元气
满满，增强了团队凝聚力。2018年5月，白
宇带领研发团队荣获了第十五届“福建青
年五四奖章集体标兵”称号。

一路走来，白宇从没停止创新的脚步，
已在国内外期刊发表高水平论文15篇，其
中被 SCI 收录 14 篇，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5
项。2018 年 6 月，白宇被确认为福建省
2018年省引进高层次人才（B类），所主持
的“高性能石墨烯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的开
发及应用”项目获2018中国（永安）石墨烯
创新创业大赛一等奖。2019年9月，他参
与的“高性能锂离子电池低温石墨负极材
料的开发与产业化”项目获福建省科技进
步奖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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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钢质计部青年 李丽芳

有一段话说得很好：熬夜看电视剧、泡酒吧、逛夜店
……这些事情看起来很酷，但其实一点儿难度都没有，只要
你有点儿钱、有点儿闲就都能做到。但更酷的是那些不容
易的事情，比如读完一本书、坚持早起、有规律地健身、稳定
体重等。这些在常人看来无聊且难以长久的事情才更加考
验一个人，也更能锻炼一个人。

曾国藩云：“君子责己，小人责人。”自律，是以高于律他
人的标准及心态去律己；是勇于直面自我，并深刻地反省、
剖析和修正。“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是一个人最好的涵养，
是一种心中安稳的最好人生状态。

作为国有企业的一名青年职工，我将时刻以一种时不
我待的紧迫感过好每一日，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按计划
表的目标一个个竭力完成，不与别人相比，只与昨天的自己
比较，每天进步一点点就已足够。

“把米粉做得更细、更韧、更
软、更香，把产业做专业、做精
致、做特色、做强大......”36岁的大
田县农村青年柳百财专业做米粉20
年，他的“和财”牌米粉畅销海内
外市场，年销量达到60万公斤。

手工制作米粉在大田县历史悠
久，大田县现有制作米粉专业户73

家。今年 2 月，喜讯传来，柳百财
创办的三明市和财食品有限公司，
被市政府授予“第五轮农业产业化
市级重点龙头企业”称号。

柳百财生产的米粉有何特别之
处？6 月 22 日，笔者来到位于均溪
镇建成村的“和财米粉”加工厂寻
找答案。

良心品质树诚信

和财米粉加工厂建于上世纪 90 年
代，2010 年注册商标，自主研发米粉
烘干设备，改变单纯依靠阳光晾晒的传
统生产方法。2012 年，和财米粉通过
QS认证，此后产品获评三明市知名商
标、福建省著名商标，“鲜米蒸粉”获
得国家专利。2017 年，公司开通电商
销售平台，月发货量突破1万件，阿里
巴巴 （中国） 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授予

“百行先锋会员”。
说起从事米粉制作行业，柳百财感

慨良多。他的家乡建成村旧称“半
路”，是大田县城通往沙县和尤溪的古
道，明清时期修有驿站。因为进出村庄
人多，村民至今保留下了用炒米粉搭配
红蛋招待客人的习俗。柳百财的父亲柳
承和，从小耳濡目染做米粉技艺，1980
年在自家办起了米粉作坊，以物易物和
附近的村民用稻谷换米粉。

2001 年，柳承和不幸中风，初中
即将毕业的柳百财匆匆回家，接管米粉
经营。

“刚开始时困难重重，我怕做不好
米粉，也愁没有销路。”柳百财说。

当时大田的米粉主要销往闽南市
场，做的人多，而且散户没有品牌意
识，货多了就互相压价竞争，结果越卖
越没有利润。有人为了降低成本，在用
料上以次充好，慢慢没有了立足之地被
自动清出市场。

“做人必须讲诚信，做食品就是做
良心。”

柳百财很早就明白这个道理，他从
不跟别人打价格战，坚持以优质服务来
换取客户信任。闽南地区有过年吃米粉
的习惯，年底市场米粉脱销，有客户担
心货源无法保证。柳百财承诺，就算日
夜加班，也要保证按时交货。

2004 年 6 月，柳百财去邵武市送一
批米粉，在回来的路上给汽车加油时，发
现包里的现金多了1000元，他推断是对
方算错了多给的，立即掉转车头把钱还
回去。“那时候，米粉批发价1公斤才卖
3.10元。”

古法制作守原味

柳百财子承父业，取父亲和自己的名字作
为米粉品牌。他按照传统工艺流程生产米粉，
在磨粉、调粉、成丝、蒸粉、烘干、包装等工
序上，严格依照食品安全标准强化管理。经过
长期的对比和天南地北寻访，发现东北珍珠米
与大田本地产的优质稻米调配，做出来的米粉
品质更好。

“珍珠米价格贵，做成米粉利润少，但我吃
了亏却因此拓宽了市场和扩大了产量。”柳百财
介绍。

“米粉的柔软度跟粉粒粗细有关，传统工艺
磨的粉细，做出来的口感柔韧、滑爽，色泽看
上去更加光亮。”柳百财举例，面粉的细度在
100目左右，机磨的米粉只有80目。“目”是指
每英寸筛网上的孔眼数目。柳百财不厌其烦，
选用制药磨粉设备加工米粉，能够达到250目。

生产米粉有多种方法，如果完全采用机械
化生产，机械产生的高温，容易对大米中的淀
粉造成破坏。柳百财恢复了用石磨研磨的古法
制作，守住米粉原味。

根据不同消费群体的需求，他进一步把米
粉加工出普通、精品、高端等三大类13个小品
类。普通系列满足农贸市场、批发商和餐饮店
的采购，精品主要针对追求品质的工薪族，高
端产品专门用作伴手礼。他服务贴心，在包装
上替消费者考虑好了便利性，把米粉片做成
150克，一包装两片，刚好够三口之家食用量。

除了自己生产米粉，柳百财尝试给他人代
加工米粉。把富硒大米、红米、黑米加工成高
端米粉，色香味形有特色，投放市场很抢手。
但柳百财只跟有稳定的销售渠道、市场和品牌
有基础、商标满两年以上、包装和质量标准接
近的企业合作，他视产品品质为企业生命，自
设原材料准入门槛。经营理念不一致，单批次
加工量低于20吨的代加工户，都被他放弃。

引领担当共致富

5 月 13 日，大田县举办“县长带你买好
货”网络直播活动，和财米粉库存在平台里的
2100单产品，不到30分钟便被抢购一空，需
要采购的电话不断打入。

国内新冠肺炎得到控制后，和财米粉加
工厂及时复工复产，柳百财保障市场供应不
加价，产量和销路大幅度增长。

“以前送货上门，现在采取产品线上走快
递，线下和量多的走物流。”

柳百财认真算了一笔账，物流配送专业，
费用低。米粉每天从厂里搬运到县城物流园
仓储，再通过他们发往全国各地，最远的销到
菲律宾，带动了物流企业的业绩。

2016年，柳百财被选为大田县第十七届
人大代表。2018 年，他被评为大田县“十佳
新型农民”。他专注米粉加工事业，不断摸索
创新，引领行业，带动村民一起创业致富。厂
里有13个工人跟他一起做米粉，时间超过了
10年。老师傅柳千群说：“柳百财待员工如
亲人，每年给我们发压岁钱。”女工周青文接
过话说：“年轻人还年年组织出去旅游。”

“和财米粉的成长，离不开无数亲戚朋友
和邻居的支持，回报社会是我企业家应当的
责任。”2月14日下午，柳百财请建成村党支
部书记柳传宁帮忙联系，捐赠出100份富硒
米粉和100件核桃牛奶，给奋战在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一线的村、居委会工作人员。

自律，遇见更好的自己
●本报记者 陈雪珍 通讯员 毛延龙

自律者出众，懒散者出局。在平凡与优秀之
间，有一座桥，是自律。主动走出舒适圈，去探索
更好的自己吧。今天圆桌畅谈，让我们听听三位
来自不同领域的年轻人谈谈他们的想法。

梅列区第二实验学校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刘欣怡

我是一名少先队大队辅导员。在语文教学的同时，做好学
校少先队工作，组织开展各项队活动、节日活动，党、团、队共
建，强化意识形态教育，践行仪式之礼。关注每一位困境孩子，
联系多方资助，多次展开座谈，入户走访慰问。

繁忙的工作，却为一张张洋溢的童稚笑脸和一棵棵生根发
芽的“红色”种子而倍感值得。更把握一切时间充实自我，积极
参与每一次专业培训，并多次在省级培训中担当发言人，收获
一等奖。始终坚信：你可以假装很努力，但结果不会陪你演
戏。收获，是勤勉的另一个名字。高度的自律，让每分每秒都
变得鲜活。既然活着，就要热气腾腾。每一个奋笔挑灯的深
夜，都是向往光明的最美模样！

三明学院文化传播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张翠婷：

最近我与朋友约定一起夜跑，曾经不爱运动的我和朋友
互相鼓励，每日坚持运动打卡，一个个小目标的达成让我有
了很强的成就感，跑步竟成为了一件简单而快乐的事情；与
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由于上网课，学习上日渐懈怠，考试时
才发现自己已经错过了太多知识点，只好花大量的时间和精
力弥补，学习效果却差强人意。

关于自律的故事，大家了解的不在少数，但能做到的人
却屈指可数。做一件小事不难，但坚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地克服惰性去做这件小事却很难，这也是自律的难能可贵之
处。自律是成功最好的捷径，懒惰是进步最大的屏障，做到
坚持，方可水滴石穿、驽马十驾；做到不懈，才能感受到越自
律越幸运！

高度自律
让每分每秒都变得鲜活

坚持不懈
越自律越幸运

直面自我
每天进步一点点

1、工人正在给米
粉成型

2、柳百财给防疫
一线人员赠送米粉

3、古法石磨制作
的创新红米粉

青春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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