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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海草就像插秧
2000余株海草实验性移植，修复高隆湾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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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石泉可以随时随地和
人聊起海草，在海边、渔船、实
验室、科普课堂……他聊的海
草，“种”在文昌市清澜港至高
隆湾段海域一带的海底，为了
修复那一片海草床群落，让海
底“复绿”。

作为在海底生长的沉水
植物，海草具有维护岸线及海
床稳定，为海洋生物提供食物
来源等多重功能。2019 年
初，海南省海洋与渔业科学院
副研究员陈石泉和他所在的
科研团队，开始在上述海域开
展海草床修复工作。两年多
来，他们从持续跟踪记录中，
见证了人工移植海草从单株
扩展到斑块、进而形成海草床
的历程，也为后续大规模种植
海草而探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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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扑通。”
5月18日，穿着一身潜水服的符彦民

和范衍强，带着水下相机从船舷跃入了海
中。他们要潜到水底给人工移植的海草拍
照，记录它们的生长情况。

渔船锚停在离岸约1公里的海上，不
远处的文昌清澜港与长圮港通过高隆湾相
连，一南一北如同曲线平缓的“S”。从船上
往西看，有沙滩、海防林、村庄、人工岛屿和
灯塔；往东看，则是无边无际的海面。

这片海域，符彦民和范衍强再熟悉不
过。两年前，他们加入陈石泉的海草床修
复团队，在高隆湾“种草”。“就像在水底里
插秧一样，我们把从海草高密度区采集的
单株海草，一棵一棵种在这里，两年时间
里，我们每隔2个月就过来拍照摄像，记录
海草生长状况。”符彦民在下水前说道。

种海草的地方是一处开放水域，涨潮
时海水最深有2米，落潮时水深只有不到

半米，潮汐变化明显，珊瑚礁碎屑和少量泥
沙组成了修复区海底底质，在荡漾水波中
被映得发白。这里同时也是一处繁忙的海
域，大小船只从这里出港、回港。

“这片修复区及其周边，历史上有泰来
草、海菖蒲等海草分布，但近些年海草床退
化严重，原来成片分布的海草床逐渐斑块
化及零星化，我们选择修复的区域目前无
海草分布。”陈石泉调出手机里储存的资料
递给海南日报记者看。

怎么让海草再长出来？经评估，如果
这里依靠自然恢复，也许需要20年或者更
久，而采取人工修复的办法，将新的海草

“种源”带来这里，成为最佳方案。
2019年3月，陈石泉及其研究团队在

高隆湾一带海域开始水下种植海草。“当
时我们种了1亩多，移植了2000多株，现
在海草植株数量已经翻了很多倍。”陈石
泉回忆道。

如今，这片海草已在高隆湾海域“生
活”了两年，它们长势如何？符彦民和范衍
强从海面下潜，缓慢穿行在海草间，找好角
度，用水下相机记录它们的身量。

在定格画面中，一丛丛海草错落铺开，
矮个的是泰来草，高个的是海菖蒲。这两种
植物的叶子都是长条扁平的，乍一看，犹如

“水下版”的韭菜。
当初从众多海草品种中选择它们作

为修复草种，陈石泉花了不少心思。他
们从高密度的海草种源地采集了各种海
草植株，先小规模地做了野外单株预实
验，即将不同草种置于不同环境中，如在
不同水深、底质类型、水动力等条件下，
观察草种的生长情况。

“从适应性和成活率方面考虑，我们最
终选择泰来草作为主要修复草种，其次是海
菖蒲。”陈石泉介绍，种到海底后，它们分别
承担的“职责”也不尽相同：海菖蒲能抵御风
浪的作用力，泰来草能快速扩散繁衍。

在陈石泉的描述中，泰来草和海菖蒲
与番薯植物很相似，它们除了有垂直的直
立茎外，还有着横向生长的根茎——这种
茎节间能长出芽，芽又可以长成新的植株，
如此进行无性繁殖。

“现在泰来草最高的有15厘米左右，
海菖蒲最高的约有70厘米。”出水后，符彦
民向同事们描述他的观测结果。

这是令人欣喜的成果。要知道，两年
前泰来草、海菖蒲刚被种下去时，“身高”分
别只有现在的三分之一左右。伴随着潮起
潮落，它们不仅扎根向上生长，还向左右扩
散繁衍，尤其是泰来草，已明显由原来的单
株幼苗，长成了一丛丛海草群落。

根据修复团队对海草的生长记录数据显
示，泰来草种下一年后，成活率为56.39％，海
菖蒲种下一年后的成活率为88.75%。两
年后的生长数据正待解析。

去年4月，省海洋与渔业科学院承担
的此项生态环境修复任务，已顺利通过第
三方检测。

从水面看海草，和在水底看海草是截然不同
的感受：从上往下看，水草犹如一团团“黑斑”，镶
嵌在蓝色海水中，很容易被误认为海底礁石。而
在水底下近距离看，海草则是一条条绿色“软
缎”，随波摇曳颇有生机，如同青青草原。

要让海草安稳地长大，并不是件易事，如何
固定它们是最具挑战的。“海草为沉水植物，移
植海草关键需要固定底质，底质相当于陆地植
物扎根的土壤，有了底质，海草的根才能吸收养
分。”从2019年3月大规模移植海草开始，陈石
泉和他的团队就试过用各种办法来制作固定海
草的底质。

第一种方法，研究团队用处理过的椰子壳
种了50多株，沉放到海底底质中，没想到一个
星期后，椰子壳带着海草飘了上来；第二种方
法，是在订制的25厘米×25厘米规格的一个个
竹筐内，加入泥沙底质，再种上2株至3株海草，
然后在海底挖个大小差不多的坑，把竹筐填进
去。这一方式成活率不错，但费时费力，施工难
度大，且成活的海草长势散乱无序；他们又尝试
第三种方法，将从瀉湖沿岸挖来的泥沙倒入模
具中，做成一个个泥框，再往泥框里种海草，最
后沉放到海底底质中。这个方法同样费时费
力，且易导致微生物滋生影响海草生长。

最后，他们想到用铁架加网的方法，在事先
测量好的斑块内，按照每个斑块移植16株、每
株间隔20厘米的定距方式种上海草，然后覆上
一层渔网，外层再用1米×1米、内部细分16个
小格的铁架覆盖，并固定好铁架的4个角，为海
草在海底生长搭起一个安稳的“家”。

“铁架加网的固定方式能够网住松散底质，
减缓微环境的水流速度，沉降悬浮物，捕捉营养
盐，从而达到稳定底质和固定海草植株的作用，
海草斑块也能长得工整。”陈石泉介绍。

这样的铁架，陈石泉团队在高隆湾海域放
置了100个。“我们移植的面积不算大，但修复
的关键不在于面积大小，而是为这片没有海草
的海域提供‘种源’，让它们生根发芽，形成新的
植株，进而扩散繁衍。”陈石泉透露，再过几个
月，他们将回收铁架和网等固定装置，随着时间
推移，海草的生长可能又会呈现出新变化。

（本报海口5月27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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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扩散繁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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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昌市清澜港至高隆湾段海域，工作人
员正在查看海草的生长情况并做影像记录。

人工移植的海菖蒲长成了欣欣向荣的海草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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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银行海口分行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入脑入心、走深走实

学好百年党史 践行金融使命 对于兴业银行海口分行很多党员干部而言，他
们已把“学党史、感党恩、跟党走”落实到日常工作中。

刘华斌是一名基层行长，也是一名资深理财
师。他认为，作为一名党员，首先要守好自己的
阵地。“对我而言，就是守好厅堂一线阵地，做好
本职工作，用优质贴心的服务诠释初心使命。”据
了解，目前，刘华斌服务的贵宾客户达400个，管
理客户资产约2亿元。

党史学习教育激发了兴业银行海口分行党
员干部干事创业、担当作为的强大动力。深入海
口分行各业务条线可以发现，党史学习教育正引
导该行员工为业务发展和服务自贸港建设奋力
拼搏，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100周年。

每一天，兴业银行海口分行各网点开门营业
后，一线员工热情为客户提供高效优质的服务，以
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客户经理发挥专业优势，
为客户的财富保值增值奔波；管理人员为圆满完
成各项经营任务，加班加点、不辞辛苦……该行员
工以良好的精神面貌迎接每一位客户的到来，让
优质服务成为兴业银行闪亮的名片。

目前，兴业银行海口分行在琼金融服务网络
日益完善，各类业务稳健发展，已成为海南自贸
港建设中的一支重要金融力量，在海南累计投放
各类信贷资金超500亿元。

“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增强金融服务实
体经济能力是海南自贸港建设的重要内容，这对兴
业银行是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该行负责人表示，
兴业银行海口分行将继续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
走实，积极开展好“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在
科技金融、绿色金融等领域树品牌、创特色，为海南
自贸港建设贡献兴业力量。 （撰文/慧文 张龙）

“当前，我们全行掀起
了学习党史的热潮，我收获
颇多，特别是参加支部的主
题党日活动，让我更熟悉党
史，从中汲取了精神力量。”
谈及作为一名金融人在党
史学习教育中的收获，兴业
银行海口分行团委书记张
守玉深有感触地说。

兴业银行海口分行高
度重视、精心组织，不断创
新学习和宣讲方式，扎实推
进党史学习教育，用党的奋
斗历程和革命先辈的伟大
精神激励全行党员干部员
工从党的百年历史中感悟
真理力量，继承党的光荣传
统，不断增强能力本领、改
进工作作风，推动党史学习
教育取得实效。

全省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召
开后，兴业银行海口分行早谋划、细
安排、抓督导，成立分行党史学习教
育领导小组及工作机构，推动党史学
习教育开好局。

今年3月，兴业银行海口分行召
开3次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
会议要求分行各级党组织严格执行
中央、省委和总行的相关规定，注重
方式方法创新，通过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引导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党史
观，切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要
做到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
局，不断推动分行各项业务快速、稳

健发展。”该行有关负责人说。
对该行的党史学习教育进行全面

部署安排后，兴业银行海口分行很快
推出一系列举措——3月，该行召开了
党委会专题研究全面从严治党、党风
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印发关于进
一步做好党史学习教育的通知；召开
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

与此同时，“学习强国”平台学习
竞赛、无偿献血、“清明祭英烈”等各
类主题鲜明、形式丰富的学党史活动
陆续开展，实地参观、线下讲座、座谈
交流、读书班等活动受到员工欢迎，
取得了良好的学习效果。

高位部署推动 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最近，根据主题党日活动安排，兴
业银行海口分行开展了“清明祭英烈”
活动。各党支部分别赴白沙门公园“渡
海英雄 永垂不朽”纪念碑、金牛岭公园
解放海南岛战役烈士陵园等地，追思革
命先烈，重温入党誓词。将学习地点从
室内搬到户外，在缅怀先烈后，就地开
展党史学习教育。

聆听着一段段可歌可泣的英雄
故事，兴业银行海口分行的党员、预
备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代表们无不
为革命先烈的伟大理想和高尚情怀
所感染，接受了一次心灵的洗礼。

“革命年代共产党人浴血奋斗的

历史，激励我们要更加努力地做好本
职工作，对于金融人而言，就是要进
一步提升服务水平，扎扎实实为群众
办实事、办好事。”刘华斌分享了自己
的感悟。前不久，兴业银行海口分行
副行长谢红卫组织行内党员干部参加
省内金融系统开展的以“血融万家，爱
联天下”为主题的无偿献血活动，刘华
斌也是其中一员。

兴业银行海口分行营业部的李丹
也是一名党员，每一次党史学习教育，
她积极又用心。她说，分行组织开展
了很多学党史的活动，比如“声”临红
色家书，重现觉醒年代——“永远跟党

走”系列主题教育宣传活动之百篇红
色经典诵读活动，员工朗读并上传《红
色家书》选段，从红色经典中感悟革命
初心；比如“学习强国”平台学习竞赛
活动，通过每月和每年对个人和党支
部的“学习强国”平台学习情况进行统
计，开展“学习强国学习能手”“学习强
国学习标兵”评选，在全行形成了自主
学、乐于学、坚持学的良好氛围。

清廉金融文化建设工作推进会是
海南银保监局举办的迎接建党100周
年的系列主题活动之一。兴业银行海
口分行积极践行清廉金融文化理念，
以实际行动检验党史学习教育成果。

创新学习形式 确保学用结合取得实效

推动走深走实
做好新时代金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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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银行海口分行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召开。

兴
业
银
行
海
口
分
行
开
展
﹃
清
明
祭
英
烈
﹄
主
题
党
日
活
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