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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玉洁

从初中生物老师到全国优秀科技
工作者，两个看似没有太大关联的身
份的转变，凝结着田维敏对橡胶的科
研情缘。

田维敏是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橡
胶研究所教授，长期从事橡胶树等热
带树木发育生物学研究，今年荣获“全
国五一劳动奖章”。5月6日，记者见
到了正准备从海口赶回热科院儋州院
区的田维敏，“没法陪家人过周末了，
院里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田教授一心从研，他是一个把时

间用到极致的人。”同事们这样评价
他。为了有更多时间搞科研，两年前，
他辞去了橡胶所副所长一职。

出于对天然橡胶事业的热爱，田
维敏从不认为搞科研是枯燥的。他说
科研的灵魂是创新，所以才要不停地
动脑筋、不断钻研、不怕试错，努力在
自己研究的领域有立得住的理论框
架，肩负起科技工作者该有的责任和
使命。

“想要推动天然橡胶产业发展技
术有所突破，就要在基础理论研究上
有所突破。”田维敏说他是幸运的，90
年代师从“橡胶夫妻”郝秉中、吴继林
两位老师，让他找准了研究领域和方
向，并为之不懈努力。

躬行实践，田维敏不断思考，橡胶

树怎样才能高产稳产？乳管数量是决
定橡胶产量的主要原因，而橡胶合成
效率和乳管分化能力是否与产胶潜力
密切相关？循着这一方向，他通过无
数次的试验研究橡胶合成效率的调控
因素、橡胶树乳管数量的调控因素以
及停止排胶原因，并建立了乳管分化
能力和橡胶合成效率的鉴定评价技术。

作为农业部橡胶树生物学与遗传
资源利用重点实验室主任，田维敏率
团队启动了橡胶树全基因组测序，他
先后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948
项目、973前期研究专项、973课题及
国家天然橡胶产业技术体系专项等
10余项课题，在树木营养器官氮素贮
藏以及橡胶树产量形成调控与产量育
种研究领域取得若干创新性研究成

果，为实现橡胶树产量性状的基因型
定向选择和提高育种效率打下了良好
的基础。

搞科研，不仅要耐得住寂寞，还要
有好奇心。为了突破一个关键技术，
田维敏可以连续几个月待在实验室，
研读实验手册、查阅相关资料、请教专
业导师。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曾为湖南保靖民族中学生物老师的
田维敏始终将这句话牢记在心。后
来，从生物教学转到了科研，工作有
了很大改变，但学术带头人田维敏依
然甘为人梯，大到课题研究方向的指
导，小到单位职称评审表的修改，对
学生的教导，他事无巨细。多年来，
他培养的研究生队伍中涌现出一批

优秀科技人才。
从初中生物教学到研究天然橡胶

科技，跨度如此之大的两种工作，田维
敏用20多年时间完成了华丽转身。
到农校深造、潜心研究，不仅获得过发
明专利，出版著作，还在权威学术刊物
上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其中SCI
收录40余篇。

“从追求产量到追求质量，橡胶产
业的发展格局在转变，这意味着科研
人员肩负着更重大的责任。”田维敏
说，我国天然橡胶产业科技工作者已
经进入第三代，我们这一代科研人员
要对得起时代，要运用科技的力量保
障国家战略发展需要、服务三农等，
要大胆创新，以更大的格局引领产业
发展。 （本报海口5月9日讯）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热科院橡胶专家田维敏一心从研

运用科技力量引领橡胶产业发展

本报临城5月9日电（记者罗安明 特约记
者吴孝俊）5月 5日，临高县博厚镇一女子林某
因感情问题，带着4名未成年子女到一酒店开
房，并与其子女一并喝下农药。林某及其大女
儿、儿子相继抢救无效死亡。此事发生后，引发
社会广泛关注。

5月8日上午，临高县委书记李江华在全县
脱贫攻坚突击月动员大会上向党员干部发出倡
议，为受害孩子捐献爱心。截至当天下午，临高
县四套班子领导、各镇、县直机关单位及省驻县
单位的3670多名党员干部为正在医院抢救的孩
子捐款25.8万元。

此外，5月7日中午，林某的前夫林某白在网
上发起“轻松筹”，向社会发出求助，仅用了不到一
天时间，就收到了社会爱心人士善款200005元。

连日来，临高县委县政府领导、博厚镇、公安
局、县妇联、教育局等相关部门先后到医院看望并
送去慰问金。临高县相关部门表示，将全力配合
医院做好救治及各项善后工作，包括对幸存孩子
进行心理辅导等工作。

服毒孩子救治引发社会关注

临高党员干部
捐款25.8万元

本报三亚5月9日电（记者林诗婷）记者从
三亚竹络岭隧道工程项目部获悉，经过一年多的
施工建设，三亚竹络岭隧道目前顺利贯通，预计
今年10月底能完成隧道的装修工作。项目建成
后，将进一步完善三亚交通基础设施，有力缓解
旅游旺季期间交通拥堵等难题。

三亚竹络岭隧道长 524 米、宽 13 米、高 5
米，是我省在建的第一条双洞6车道隧道。目
前，该隧道正加紧装修，包括铺设隧道的路面、
防火板及喷涂防火涂料，预计今年 10月底能
完成。

据中咨集团海榆东线项目相关负责人介绍，
为了保障竹络岭隧道顺利贯通，230多名建设工
人和管理人员采用“三班倒”模式，实行24小时
不间断施工，克服了地下水位复杂、周围岩层破
碎等诸多难题。

据悉，三亚竹络岭隧道的贯通，将连接该市
亚龙湾至海棠湾两个旅游黄金地，项目建成后，
将有力缓解旅游旺季期间的堵车难题，提升城市
旅游品质。

三亚竹络岭隧道
顺利贯通
为全省首条双洞6车道隧道

海口万达文旅城
展示中心“真容”渐露

5月8日，海口市桂林洋万达
文化旅游城展示中心项目，观光
塔和展示馆基本成型，工程接近
尾声，“真容”渐渐地露出来。

据介绍，海口万达文化旅游
城项目总投资约500亿元。该项
目与观澜湖文化体育区、金沙湾
旅游度假区、长影环球影城共同
形成了海口市旅游大格局。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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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反季节优势
东方年运销绿萝500万盆

近日，在东方市板桥镇三间村占地
2000亩的绿萝基地，遮阳大棚下，成排成
行摆放的绿萝碧翠欲滴，一望无际。清
新的空气，让人瞬间仿佛有种“醉氧”的
感觉。

位于我省西部的东方，盛产热带水
果、花卉。然而，因品牌农业起步较慢，
一直未形成知名度、美誉度高的农产品
品牌，东方农业长期存在“有口碑、无品
牌”的尴尬局面。近年来，东方市委市政
府高度重视品牌创建工作，以打造品牌
农业为切入点，以基地为载体、企业为主
体、生态安全为根本、标准化为基础，实
施品牌农业战略，围绕热带水果、冬季瓜
菜、海洋渔业、畜牧业、花卉产业等主导
产业，重点打造东方黄花梨、火龙果、乳
猪、香薯、菊花、甜玉米、凤梨、绿萝、黑山
羊、铁甲鱼干“十大农业知名品牌”，引领
东方农业进入加速发展的“快车道”。

“东方年平均气温24℃～25℃，年平
均降雨量 1150mm，非常适合种植绿
萝。”东方上彩现代农业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闫谡介绍，该绿萝种植基地占地2000
亩，其中网状遮阳棚下1200亩。借助于
得天独厚的光热条件，东方出产的绿萝
有明显的反季节优势，冬季是绿萝运销
的高峰期。该基地每年生产及销售绿萝
500万盆，在全国建立了20多个批发网
点。2013年基地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
运销绿萝超1500万盆，农业产值9000
万元，直接经济效益2000多万元。

经过近4年的经营，东方上彩现代农
业有限公司在三间村的绿萝种植基地规
模不断扩大，标准化生产设施逐步完善，
助力东方成为全省最大的绿萝生产基地。

“东方地势平坦，加上近年来农田水
利设施迎头赶上，非常适合开展大基地
种植，发展规模化、标准化农业。”东方市
农业局综合科股长苏辉武认为，绿萝产
业在感恩平原上“开花结果”，并非偶然。

“我们的绿萝采用了科学的扦插技
术，用于配制营养土的椰丝土都是从印

度进口的，成千上万盆绿萝，每一盆都有
一根导管植入根部位置，以色列引进的
均衡滴灌系统，水肥一体化供养。”说起
这绿萝基地里的现代化设施，闫谡如数
家珍，他表示，该基地出产的绿萝一盆批
发价在10元左右，运出海南岛后，在广州
进行中转，然后销往北京、上海、西安、沈
阳等全国几十个大中城市，在全国市场
占有率达50%左右。

规模逐步扩大
有效带动村民就业

去年11月1日，东方上彩现代农业
有限公司的绿萝基地成功加入东方农产
品溯源监管系统。如今，从该基地出产
的每一盆绿萝，都经过严格的农残检测，
具有唯一标识号。消费者通过产品外包
装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即可清楚查看到
绿萝的产地、产品名称、检测信息，一目
了然。2016年，该公司完成无公害农产
地认证和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并获得相关证书，“东方绿萝”在市场上

的品牌认可度，进一步提升。
“在这里干活，每个月有四五千元工

资收入，还可以兼顾家里的老人小孩。”笔
者在基地扦插区看到，目前虽然是绿萝产
出淡季，但仍有20多名女工在扦插绿
萝。来自板桥镇抱利村的林娜曲，已经在
绿萝基地从事扦插工工作3年。每天早上
7点多从4公里外的家中骑摩托车来到基
地上班，从一名生手，成长为熟练工。

绿萝基地规模逐步扩大，带动了当
地的就业。目前，附近的三间村、抱利村
等村庄有700多位村民在基地打工，其
中贫困户劳动力39人。2016年11月，
东方上彩现代农业有限公司为抱利村教
育基金会捐赠20000元，助力抱利村贫
困学生的教育事业。

从种植绿萝开始
打造2万亩热带花卉产业园

除种植绿萝外，该基地近年来还先
后引进试种多种热带花卉，其中非洲紫
罗兰、网文草、口红花、万千心、豹纹竹芋
等均已试种成功，正在进行大面积种植。

在绿萝种植大棚一侧，占地15亩的
3个钢结构大棚，被布置成花卉的海洋。
走进大棚，口红花、粗肋草、豹纹竹芋、沙
漠玫瑰等热带花卉品种，相继映入眼帘，
让人对这些奇花异草产生了浓厚的兴
趣。这里就是该基地正在兴建的农旅观
光项目——高档花卉展厅。

“这个区域，将来主要是作为一个科
普教育基地和旅游观光区，而这也只是
我们未来发展规划的一小部分。”闫谡介
绍，该基地计划从种植绿萝开始，打造一
个2万亩的东方热带花卉产业园，把周边
村庄都纳入进来种花卉，打造一个年交
易额10亿元，可带动1万人就业的特色
镇域产业，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东方热带花卉产业园项目将以热带
花卉生产为核心，集花卉展示、销售、教
育、研发、旅游观光于一体。项目组块包
含热带花卉生产区、综合服务及配送区、
采后处理及信息服务区（电子商务交易

区）、热带花卉研发展销区、花卉交易会
展及花卉文化旅游区等功能区，建成后
将成为海南乃至整个东南亚地区热带花
卉市场的“风向标”。

“发展以绿萝为代表的热带花卉产
业，是我市农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成果。”
东方市农业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以品牌
创建带动产业发展转型升级，东方目前
已形成以菊花、绿萝、兰花、红掌为主体
的热带花卉产品矩阵。坚持品牌化的发
展路子，种植高效益的热带花卉，成为带
动农民增收致富的“助推器”。

东方绿萝种植企业代表
东方上彩现代农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闫谡
联系电话：18389205220
（ 本版策划/周月光 文图 /安明）

通过扩大种植规模、实施“三品一标”战略等系列措施

“东方绿萝”做出高效农业大文章
被誉为“生命之花”的

绿萝，因其能净化空气中
的苯、三氯乙烯和甲醛，很
多人搬新家之前，都会去
花卉市场买上几盆，摆放
在新装修不久的家中。也
可以说，正是现代都市人
追求健康生态家居环境的
需求，催生了绿萝种植这
一个朝阳产业。

2016年开始，东方市
大力推动品牌农业建设，
绿萝作为该市重点打造的
“十大农业知名品牌”之
一，通过扩大种植规模、实
施“三品一标”战略、进行
溯源监管系统建设等一系
列措施，使得“东方绿萝”
这一品牌，从无到有，从小
到大，成为东方农业的一
张响亮的新名片。小小绿
萝，谱写了一篇发展热带
高效农业的大文章。

东方绿萝基地。

绿萝 工人正在对绿萝进行打包装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