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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客家传统饮食文化
助力粤菜（客家菜）师傅工程

导语 他，谦和平实、波澜不惊、不断挑战。凭着自身良好的

素质和过人的胆识，从一线厨师到餐厅管理者，从白手起家

到事业有成；敢闯会拼的他，始终保持着匠人初心，锐意进取，在餐饮行

业打出一番天地，助力我县推进粤菜（客家菜）师傅工程；他，是一名履职

尽责的县政协委员，热心志愿公益事业，关注社情民意，积极建言献

策。他就是五华县政协委员、建国七十周年广东餐饮行业优秀企业家，

小绵羊火锅连锁创始人李庆泉。 ●信息来源/五华县政协文史委
图文/本报记者 李佳琳 宋凤平

谈起自己创业的奋斗历程，李庆泉坦
言：“艰辛与不易，坚持与创新”。他于
1993年开始学厨，在梅州农校客家菜传承
基地烹饪班学习厨艺，师从中国客家菜研
发培训的带头人陈钢文，得到悉心指导。

毕业后，李庆泉选择了创业。1995
年，在老家县城创办了五华首个集“快餐
煲仔饭、奶茶、鸡尾酒”于一体的富都咖啡
语茶店。期间，他在忙于创业的同时他仍
不忘刻苦钻研餐饮业务知识，凭借着精湛
的厨艺和过人的胆识，于2003年1月创立

了以传承客家菜文化“冬吃羊肉火锅，夏
吃客家菜“为特色的五华小绵羊火锅店。

“学习与创新，才是企业发展的源
头活水。”火锅店办起来了，效益虽然比
较稳定，但太单一，如何将其做大做强，
在老百姓心中永远留下好口碑，这些都
是李庆泉每天在思索的问题。他经常
到广州、东莞、深圳，甚至到湖南、江西
等地考察餐饮业态势，得取好经验好做
法，并加以创新，在一次次的菜色创新
到门店的改造升级，转型为“小绵羊”饭

店，以菜色常创新、就餐环境温馨舒适
赢得众多顾客所认可。

受今年疫情防控大环境的影响，对五
华县餐饮行业带来了较大的冲击，李庆泉
积极结合自己的经营状况，坚定信心，重
新定位，利用这段时间，提出了“以员工为
本，以食材为本”的管理模式，在菜品质
量、品种花样、人员培训、服务项目等方
面，力求做到焕然一新，提振消费者的信
心。在菜品方面，结合人民追求健康饮食
的需要，在做好做精客家菜的基础上，不断

创新品种花样，让顾客吃得更好更健康。
如今的小绵羊餐厅，店里的硬软件有了不
小的提升，店外和店内多了宣传客家菜的
招牌、文化墙，特别是厨房管理引入了现场
安全管理体系，建成了“管理、安全、卫生、
迎客”四到位的“4D”厨房。不仅如此，随
着小绵羊餐厅名气增大，接待供不应求，
顺势而为，扩大经营规模。他把主要精力
放在做优服务、开发新品上。推行规范服
务，从客人踏进饭店到离开，每一个细节
都做到程序化、人性化，深受百姓青睐。

回首难忘的创业经历，李庆泉说：
“创业的过程虽然苦过、累过，但无怨无
悔。因为奋斗过的岁月，才构成了人生
精彩的篇章。”

近年来，省委省政府实施的“粤菜
师傅”工程，旨在将“客家菜师傅”工程
与乡村振兴、精准扶贫相结合，以培养

“客家菜师傅”为重点，推广客家菜和客
家菜师傅，扶持打造一批客家菜名师、
名企、名店。这让李庆泉意识到：餐饮
业的又一个春天来到了，也让他更加坚
信“做个有良心的烹饪家才能走得远。”

于是他不断钻研、学习取经，浏览餐饮
行业方面书籍报刊，在有关领导和政策
的支持下，由李庆泉牵头申报了“广东
省粤菜（客家菜）师傅技能大师工作
室”，在多方的努力下，现已申报成功。
工作室以“走出去，请进来”的模式倡导
大家在不断传承的基础上创新研发、交
流、学习，并不定期邀请梅州市餐饮行

业协会执行会长、中国客家菜研发培训
基地学科带头人陈钢文前来指导菜色，
对菜品种类进行调整，在加工环节精益
求精。

李庆泉认为，餐饮企业必须抱团，
才能让整个行业得到健康的发展。为
此，在县人社局等部门的大力支持下，
他动员餐饮企业，积极支持配合开展鱼

生大赛、酿豆腐大师十大高手比赛、参
与美食节等活动，主动组织县内餐饮企
业，到广州番禺参加全省举办的2020粤
菜师傅工程职工职业技能大赛中，取得
优异成绩，满载而归，为弘扬五华客家
菜文化的传播。同时，通过餐饮行业协
会平台，倡导餐饮企业优先聘用有劳动
能力的在册精准扶贫户、贫困户、下岗
职工家庭人员就业，得到跳跃响应，据
不完全统计，全县餐饮企业解决帮助精
准扶贫户、贫困户、下岗职工人员就业
超过500人。

上善若水，从善如流。李庆泉说，当
选政协委员以来，在感到光荣和自豪的同
时，也感到更多的责任和义务”。在工作
与履职间，李庆泉总能找到本职工作与政
协工作的平衡点，即使生意再忙，他也会
安排好时间，积极参加政协组织的学习、
调研、视察、评议等活动。平时留心关注
民生、关注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主动联
系界别群众，倾听百姓呼声，认真撰写提
案和社情民意信息。他先后围绕“加强文

化宣传、百姓出行问题，农村道路维护”等
内容撰写提案多份；2018年，针对百姓出
行，提出的五华大桥、华兴桥、琴江大桥架
设人行道，实行人车分流的建议，被县政
协吸纳到调研报告中；在今年政协委员提
案中，他提出了我县要加强地方标志性的
文化宣传力度，不断加大宣传五华知名
度。“政协委员要心中装着老百姓”。他常
将自己比作政府与群众的纽带，这条“带
子”在他的手中化为了慈善公益事业。早

在2011年，李庆泉就积极参加县志愿者
联合会组织的“党徽暖童心”爱心志愿服
务活动，帮扶留守儿童。近年来，他在餐
厅前台设立了“扶贫济困助学”爱心捐款
箱，并承诺每张台每天饮食收入的利润中
捐出2元用于公益事业，用微爱传递温情，
鼓励大家积极奉献、踊跃捐款，募捐所得
善款将通过县志愿者联合会资助給需要
帮助的人。

不断钻研的他，为广东烹饪事业做

出了积极的贡献，2019年，他在参加全
国海峡客家烹饪大赛中获得金奖；荣获

“建国七十周年广东餐饮行业优秀企业
家”称号；及“广东省餐饮行业职业技能
大赛中式烹调银牌粤菜师傅”称号，相
信在他的带领下，客家菜一定会更加发
扬光大。

李庆泉，一位平凡的政协委员，他
以坚忍不拔的追求、风雨前行的拼劲，
以远大理想引领人生航向 ，用担当实干
彰显蓬勃力量，在创业实践中书写了精
彩人生。我们相信，在今后的人生路
上，他会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继续把他
的远大梦想演绎地更加精彩！

艰苦创业 从做煲仔饭到小绵羊餐饮的嬗变

李庆泉

五华县政协委员、建国七十周年广东餐饮行业优秀企业家、小绵羊火锅连锁创始人

本报讯 记者日前从县卫健局了
解到，梅州市医师协会公布《关于表彰
梅州市最美战疫医师的决定》，授予
148位在抗击疫情中表现突出的医师

“最美战疫医师”荣誉称号，其中我县
13名医师上榜。

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广大
医师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众志成城
抗击疫情。在 2020 年“8.19”中国医
师节之际，为褒扬我市医师在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中做出的巨大贡献及展

示的“敬佑生命、甘于奉献、逆行救
护”良好精神风貌，梅州市医师协会
决定在全市医疗卫生系统开展“最美
战疫医师”评选活动，对在抗击疫情
中表现突出的医师进行表彰。经过
单位和辖区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推荐
及公示、市医师协会评定，评选出在
抗击疫情中表现突出的医师 148名，
经公示无异议，决定授予“最美战疫
医师”荣誉称号。

（陈利燕）

我县13名医师荣获梅州
“最美战疫医师”称号

五华县荣获梅州市“最美战役医师”名单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姓 名

薛远泉

曾伟标

张伟群

钟群峰

黄智强

曾育富

张少忠

江 炬

廖利民

廖宏钦

古广彬

廖鸿鑫

邬文根

职 称

主治医师

副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主治中医师

住院医师

主管医师

主任技师

主任医师

执业医师

执业助理医师

执业医师

副主任中医师

主治医师

单 位

五华县人民医院

五华县人民医院

五华县人民医院

五华县中医医院

五华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五华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五华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五华县河东镇平南卫生院

五华县梅林镇卫生院

五华县周江镇中兴卫生院

五华县横陂镇中心卫生院

五华县水寨镇卫生院

华城镇中心卫生院
本报讯 “党徽暖童心，爱心伴童

行”是团县委、县志愿者联合会推出的
一个志愿活动品牌。这个暑期，“党徽

暖童心，爱心伴童行”活动再出发，帮助
儿童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给孩子
们一个七彩假期共同开展“党徽暖童

心，爱心伴童行”。
近日，志愿者们在县志愿者主题广

场慰问了来自县儿童福利院的 7名孩
子，为他们送上精心准备的衣服、牛奶
等慰问品。随后，大家先后了解我县志
愿服务开展情况、学习雷锋精神；在五
华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的红色体验馆，大
家共同缅怀革命先烈不畏牺牲的英雄
事迹，追忆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坚定
自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信念。

在足球科技馆、足球小镇学习五华
足球文化，领略足球科技魅力，活动中，
小志愿者和福利院的孩子亲切交流，共
同成长，一起度过了一个欢快的周末。

通过此次活动让特殊群体感受到
党和社会的温暖与关怀，更是一种爱心
公益正能量的传递，在社会积极营造了
关爱福利院儿童健康成长的良好氛围，
同时，也引导青少年坚定理想信念，培
育青少年的爱国主义精神。

（五华新闻）

南方+全媒体讯 梅州市“南粤家
政”工程综合服务示范基地近期建成并
免费向公众开放。据悉，该基地获得了
省600万元项目资金支持。

市“南粤家政”工程综合服务示范
基地设在我县技工学校内，建筑面积约
1600平方米，分家政管理服务区、行政
服务办公区、家政文化展示区、家政技
能培训区等四大功能区。行政服务办
公区包括县就业服务中心家政服务组
办公室、县家政行业协会办公室和会议
室；家政管理服务区包括“梅州五华家
政超市”小程序后台运行管理区、功能
演示厅等；家政文化展示区主要展示客

家月子文化，如客家传统“坐月子”风俗
文化展示、客家传统月子用品展示、客
家特色月子餐展示等；家政技能培训区
包括母婴服务、养老服务、月子餐制作、
居家服务等实训室和家政多媒体远程
视频线上培训室。

该基地自建成以来，还配套建设“梅
州五华家政超市”小程序，客户只需要登
录小程序就可以选聘自己心仪的月嫂、
卫生保洁等服务，并可以对服务质量留
言。同时，该基地还先后多次组织黄狮
新村有意愿的移民群众免费参加培训，
帮助移民群众就业掌握一技之能。

（张炳锋 潘炜玲）

一

琴江水暖叶舟孤，一别经年音讯无。

月下千珠寒露滴，花前几片白云抒。

东风习习红桃艳，时雨霏霏绿草苏。

触景生情空有梦，望穿鸿雁盼来书。

二

情关情话别情缘，风雨飘摇几十年。

两地相思成闷海，久谋见面隔愁天。

枝残藕断丝难断，花好月圆镜不圆。

万水千山尘路渺，轻舟百渡望归船。

市“南粤家政”工程综合服务示范基地落地我县

“党徽暖童心 爱心伴童行”

给孩子们一个七彩假期
文艺文学•诗歌

七夕寄怀
●张让兰

矢志不移 推动五华餐饮业抱团发展

真情履职 心中永存一份爱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