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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嵇尚东

在广陵经济开发区扬州市银焰机械
有限公司仓库，四个10多米长的绿色铁皮
框架包装箱内， 四台多通道燃烧器及组件
整装待发，即将出口到印度尼西亚。该公司
总经理韦维介绍，近年来，银焰机械通过产
学研结合，不断提升产品性能指标，在与国
内外同行竞争中，不但占据国内1/3的市场，
还销售到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哈萨克斯坦、
阿塞拜疆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扬州造燃烧器最高耐温1800℃

什么是燃烧器？在日常生活中 ，燃烧
器产品随处可见， 比如一次性打火机、家
用燃气灶具等。但有所不同的是 ，银焰机
械生产的多通道燃烧器主要用于煅烧矿
石、生产水泥和提炼金属。

“所谓多通道，就是有多个通道组合，
除了燃料通道，还有多个通风管道。”在生
产车间， 韦维指着一个燃烧器喷头介绍。
记者看到，这喷头有六个通道孔 ，形状与
荷藕截面有些相似。

“不同生产工艺对火焰和温度要求不
同，通过不同通道调节通风强度 ，可以保
证燃料充分混合，火焰形状稳定 ，以便控
制温度。” 韦维介绍， 在回转窑内锻炼矿
石，温度超过1000℃，燃烧器采用耐火钢材
料，最高耐温1800℃。

产学研结合推动产品升级换代

银焰机械创立于1998年，专业从事回
转窑燃烧器研发与生产，2003年迁入广陵
经济开发区。

在20年发展中，银焰机械通过产学研
结合，不断提升产品性能指标，（下转6版）

《解放军报》点赞
扬州救火英雄

“一朝入伍，终身姓军，危难时刻，挺身而出”

本报讯 （记者 董鑫） 6月
2日出版的《解放军报》以《救火
英雄曾是兵》为题刊发报道，点
赞扬州江都外卖小哥陈健勇闯
火场科学施救。

5月22日晚，正在送外卖的
陈健， 发现锦绣嘉苑小区一栋
居民楼发生火灾。 他立刻大声
呼叫，疏散人员。面对惊慌失措
的小区住户， 陈健镇定地安排
物业人员和保安合理分工，一
方面对单元楼断电断天然气并
派人去取灭火器， 一方面让人
拨打119并联系这户居民，他则
跑去打开最近的消防栓。 之后
为确定起火点准确快速灭火，
陈健拎起灭火器冲入火场，赶
在消防队员到达前控制住了火

势。在消防队员赶到后，陈健由
于要继续送餐便悄悄离开，没
有留下姓名和联系方式。

此事经本报连续报道后，
引发市民和网友对这位退伍士
兵的高度赞誉， 激发人们内心
对英雄的敬意 。“从疏散到灭
火， 陈健的救火行为称得上一
次教科书式示范， 我们的退伍
军人真是‘能人’。”扬州消防支
队一位警官称赞道。

《解放军报 》在文章末尾
这样写道：“近一个月来，几位
英勇救人的英雄不断刷屏，和
陈健一样，他们的行为都在不
断地印证着那句话 ： 一朝入
伍，终身姓军，危难时刻，挺身
而出。”

老人身边来了两百个“开心果”
“孝道”从小培养，引导青少年知感恩、存善心

石桥社区创新为老服务项目，让青少年成为老人身边知冷知热志愿者

本报讯 （吕泰宏 高月梅 董

鑫） 家住念四二村的洪老太，老
伴去年去世，前不久，独居的她洗
澡时不慎崴伤右脚。紧急之下，她
拨打了社区求助电话， 专业社工
及时上门，为她检查伤情，做好家
政保洁工作。 来自扬大附中的志
愿者定期上门慰问， 让老人倍感
温暖。 洪老太感叹：“社区推出的

为老服务项目， 让我们老年人晚
年没有后顾之忧，生活更幸福！”

近年来“银发浪潮”来袭，截
至去年底， 我市60周岁以上老人
有 115.91万 ， 占户籍总人口的
25.20%，光是石桥社区就有4000
多老年人口。 作为全市颐养社区
试点单位之一， 双桥街道石桥社
区顺势而为，与扬帆社工机构、扬
州大学附属中学合作， 共同打造
“1+1+20独居、 空巢和失能老人

生活照料服务项目”，目前已获省
立项，今年初正式实施。

“所谓1+1+20，即1个老人、1
个志愿者和20个护理员。”扬帆社
工机构负责人刘正峰介绍， 现在
一般的为老服务公益项目， 志愿
者以中老年人居多， 而石桥社区
实施的项目与此不同的是， 志愿
者全部来自扬大附中高一年级学
生，以家庭为单位与老人结对，开
展志愿服务，辐射整个双桥街道，

惠及老人达200名。
该机构社工周海燕告诉记

者， 经过前期调研发现， 除了助
医、助餐、助浴等日常服务外，老
人精神生活更需要关注。“我们在
扬大附中招募志愿者时， 学生们
热情高涨， 报名人数远远超过了
原计划的200人。”周海燕说，为了
让学生和家长提供切实的服务，
扬帆社工机构在学校开设 “公益
小达人入门” 课程， 每周培训一

次，就如何做好为老服务、保持公
益平常心等课题与学生家长交
流。

八旬老人毛文荣， 因中风常
年卧床，社工汤启飞与老人结对，
定期上门量血压、血糖，逢阴雨天
气送菜上门。 来自扬大附中的志
愿者省下零花钱， 给老人买去牛
奶等营养品，还讲起校园新鲜事，
逗得老人喜笑颜开。 老人说：“幸
福是什么， （下转6版）

上合青岛峰会 新起点再起航
这是上合组织扩员后召开的首次峰会，将续写欧亚地区安全与繁荣新篇章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将于9日至10日在青岛举行

青岛峰会
意义非凡

在青岛峰会上，成员国预计将就朝核问题、伊核问题、
叙利亚问题等热点问题共同发声，对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
主义表明共同立场，就全球治理发出响亮的“上合声音”。

青岛峰会将在推动贸易便利化、提升区域合作整体水
平等方面达成共识。展望未来，上合组织的融资机制建设
有望取得突破，多边经济合作和区域融合发展前景广阔。

中国一直在为建设命运共同体而努力， 致力于把上合组
织打造为成员国安全、稳定、发展和繁荣的港湾。中国是上合
组织发展的动力，未来中国在上合组织中的作用将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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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扬州滋味”香飘世界
淮扬菜传承人薛泉生继承发扬淮扬菜文化，推动扬州美食走出去

扬州发布记者 郭佳佳

古城扬州的诗情画意

引无数文人墨客折腰 ，而
在这片古老土地上孕育而

生的淮扬菜， 则通过唇齿
之间的碰撞摩擦， 以一种
绵延悠长的味觉体验 ，成
为中国传统四大菜系之

一， 更走进人民大会堂成
为国宴首选。

改革开放后， 经济的
高速发展也带来了饮食文

化的变革， 极大地推动了
淮扬菜和扬州餐饮行业的

发展。 从厨近六十载的薛
泉生， 一步步从小学徒成
为淮扬菜传承人、 中国十
佳烹饪大师， 入选中国名
厨“名人堂”……以他为代
表的一批扬州烹饪人 ，凭
借自己日益精进的技艺与

蓬勃迸发的创新力， 游刃
有余，一切一剞，雕刻成如
今扬州餐饮业的壮丽图

景， 在他们一锅一铲的翻
炒融合中， 溢出浓郁的扬
州滋味。

继“神舟”上天、“蛟龙”下海
之后， 中国科学家在地球深部的
探索又迎来历史性突破。

2日，吉林大学主要承担研发
的“地壳一号”万米钻机正式宣布
完成“首秀”：完钻井深7018米，创
造了亚洲国家大陆科学钻井新纪

录， 标志着我国成为继俄罗斯和
德国之后， 世界上第三个拥有实
施万米大陆钻探计划专用装备和

相关技术的国家。
这是中国入地工程的一项标

志性成就， 将为我国地球深部探
测提供关键技术和装备， 拓展松
辽盆地深部页岩气、 地热能等清
洁能源勘查开发的新空间， 引领
全球白垩纪陆相古气候研究，显
著提升我国在地质历史古气候研

究领域的国际影响力。
新华社发

详见5版

“地壳一号”万米钻机完成“首秀”

入地7018米
中国新突破

薛泉生， 生于1946年1月18
日，扬州教场西营34号就是他出
生的地方。

当时社会物资匮乏，“食”还
不能满足人们生活的基本需求。
在薛泉生的记忆中，家里从来没
吃过刚上市的新鲜菜。“都是些
快过季的老韭菜、老白菜。唯一
能吃到的荤菜也是卖肉的父亲
肉案子上剩下的骨头，用来熬汤
喝。”

吃一口饱饭 ， 成为他辍学
拿起厨刀的直接动力。“那一年
我十四岁， 在扬州民办一中念
书。我的成绩算得上优异，尤其
是数学和珠算，几乎都考满分。

我的英语也极好， 老师提问我
总能对答如流。” 即便这样，因
为家里穷， 薛泉生最终只能放
弃学业。

当时，烹饪学校对入学年龄
要求是16岁，薛泉生在报名时虚
报了年龄，才得以进入他烹饪生
涯的启蒙学堂。

遇不到淮扬菜烹饪界泰斗
丁万谷，或许也不会有今天的薛
泉生。在烹饪界，有一样法则，就
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烹饪学校
里学厨的那三年，薛泉生一心扑
在砧板上，对厨艺的钻研近乎痴
迷， 学校里稍有点技艺的前辈，
都成了薛泉生的“师傅”。勤奋的

薛泉生得到了丁万谷的关注，对
于一些做菜的诀窍，丁师傅开始
有意“私授技艺”。

“我当年其实很害怕丁师
傅，因为他对我太严厉，我不敢
拜他为师。”薛泉生说，他一度想
拜李汉文为师，因为李师傅更加
和气。然而，当薛泉生向李汉文
开口时，李汉文却笑着说：“你不
用拜我为师，有人已经想收你为
徒啦！”这时，薛泉生才明白，那
个总对自己挑三拣四的丁师傅，
原来一直在“考验”自己。

1961年，薛泉生向丁万谷叩
献了拜师茶，成为淮扬菜一代宗
师的关门弟子。

改革开放后，生活水平不断
提高，人们对“食”有了更高的追
求。进餐馆尝鲜已不再是遥不可及
的事情，谁家有喜庆事，都愿意在
饭店摆一桌，又省事又有面子。

餐饮行业的飞速发展，让贫
苦出身的薛泉生更加珍惜来之
不易的机遇。最好的功夫不在一
招一式，而是一心一意。凭借自
己日益精进的技艺与蓬勃迸发
的创新力， 薛泉生苦学近20年，
终成有口皆碑的淮扬菜大师。

在薛泉生的从厨生涯中，摘
得了不计其数的金牌和第一 。
“1988年在全国比赛中， 我摘下

了包括冷菜、热菜和点心在内的
‘三项全能’，全国得牌数也是第
一名。”回忆起当年的荣誉，薛泉
生内心感慨：“是改革开放的伟
大时代，让淮扬菜能有更多机会
走出去交流、学习，发扬光大。”
此后，他屡次率团出国表演“大
江南北宴 ”“乾隆宴 ”“红楼宴 ”
等，在当地引起极大轰动。他也
被评为“中国十佳烹饪大师”，出
任中国烹饪国际评委，并入选了
中国名厨“名人堂”……

在成绩和荣誉面前，薛泉生
仍不断创新突破、 超越自我。在
长年的厨师工作与生活中，薛泉

生熟知京、川、粤和外国主流风
味的特点和消费时尚，将外国菜
的款式、调味、原料、烹法及装盘
技术等， 移植过来与淮扬菜结
合， 推动淮扬菜的日新月异。其
创作的冷盘“玉塔鲜果”将园林
建筑风貌移植于冷菜制作，在烹
饪界享有盛誉；热菜代表作“翠
珠鱼花”“葫芦虾蟹”等倾倒中外
宾客。

薛泉生说， 淮扬菜在传承、
创新的同时，要克服菜系过于追
求精细、耗工耗时的缺陷，不断
与兄弟菜系切磋交流、 共同发
展。

讲述嘉宾：薛泉生

●中国十佳烹饪大
师， 入选中国名厨 “名人
堂”

●江苏省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扬州三把刀 （淮扬
菜）传承人

●曾获全国烹饪大赛
三项全能奖、中国烹饪大师
金爵奖等

当年辍学入行学厨，只为吃一口饱饭

抓住时代机遇，推动淮扬菜传承创新

“淮扬菜传人越多越好，淮
扬菜之乡越多越好。” 这是薛泉

生曾说过的一句话，他期待着淮
扬菜后继有人，期待着淮扬饮食

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薛泉生从不
摆名厨的架子， （下转2版）

走南闯北四处讲学授艺，桃李满天下

创新社会治理在基层

青岛花团锦簇迎峰会。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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