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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贸港观察

回忆参赛过程，郭文君说，由于“蓝探”
团队成员大多是本科学生，一些看法和认
识还比较片面、不够成熟，林冬冬总会及时
帮助他们开拓思路、指明方向。

为了集思广益、完善项目，林冬冬先后
邀请到被誉为“中国创业教育第一人”的中
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李家华、全国高校创新
创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张海霞等担
任“南海三创工作室”导师，为“蓝探”及其他
项目团队讲授经验做法、开展模拟答辩。

过程中，不少创新创业导师和天使投
资人对“蓝探”项目颇为看好——

在碳汇收集方面，该项目综合利用4项
发明专利、5项实用新型专利和20篇SCI论
文，在开展海水净化、珊瑚种植及珊瑚礁修
复的同时保护海草床；

在商业模式方面，该项目可以向政府
提供海洋环境治理服务，同时增加碳汇收
集并在碳交易市场进行交易，形成可观收
入后还可以与沿海酒店、博物馆等置换资
源，利用其场地开展一系列海洋环境保护
引领教育活动。

“‘蓝探’项目定位准、起点高、潜力大，
是一个能落地、可发展的难得的好项目。”
李家华认为，该项目一方面可以产生良好
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并带动就业，实现项
目的可持续发展；一方面紧扣“双碳”目标，
为解决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提供助力。

目前，“蓝探”团队已与天使投资人签订
投资协议。与此同时，该团队还将持续迭代
现有技术、扩大服务领域，着眼红树林等其
他“蓝色碳汇”生态系统进行新技术的研发。

回望来路，林冬冬感慨万分。他还记
得，2008年，他第一次带队参加“挑战杯”中
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各类“高、精、尖”
的项目让他真切感受到了，海南与发达地
区在高校创新创业工作方面的差距。那一
年，他和老师们扛回满满几箱的材料，仔细
琢磨研究其中的规律。

此后多年，省教育厅和各高校更加重
视推动大学生创新创业工作，将此作为培
养应用型、创新型、复合型和技能型人才的
必然要求，作为高校推进高等教育综合改
革的重要抓手，坚持以“互联网+”大学生创
新创业大赛为牵引，协同推进创新创业教
育改革、课程设计、师资培训、实践平台建
设等工作。

“经过摸索，我们发现，能让学生脱颖
而出关键在于3个秘诀：用真心、搭好台、选
好题。”林冬冬特别强调，海南具有得天独厚
的区位优势和资源禀赋，创新创业导师必须
围绕这些优势和特色指导学生“选好题”。

他举例，近年来，“南海三创工作室”辅
导支持的创新创业项目“珊瑚演替”“无人
靶船”“波浪能发电实验室”等，都在相关赛
事中获得较好成绩，为“蓝探”项目最终夺
金提供了支撑。“我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
通过参与这类具有海南特色的创新创业项
目，学生们会逐渐加深对海南的认知和感
情，更愿意留在海南自贸港就业创业。”

激发青年活力，护航青春梦想。记者
从省教育厅高教处获悉，接下来，省教育厅
将围绕自贸港“3+1”现代产业体系，以“互
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为平台，将高
校的智力资源、技术资源和企业、投资机构
的金融资源、社会资源等精准对接，强化

“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大赛项目落
地转化，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注入青春能
量。 （本报海口11月17日讯）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生产国和
消费国，中国关于“双碳”目标的“时间
表”与“路线图”一直备受海内外人士
关注。

在这个大背景下，科学积极稳妥推进
“双碳”工作，对于被委以国家生态文明试
验区建设重任的海南而言，既有使命必达
的责任也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森林覆盖率
和人均森林积蓄量在全国排名靠前，可以
创造较为丰富的“绿色碳汇”经济价值。

更值得一提的是，海南管辖着200
多万平方公里的海域面积，而海洋是地
球上最大的“碳库”——储碳量是陆地
的20倍、大气的50倍，海南可以从这片
辽阔海域中获得的“蓝色碳汇”经济价
值难以估量。

“‘蓝探’项目的名称正是取自‘蓝
碳’的谐音，寓意我们所作的一切努力
都是为了修复海洋生态、提高‘蓝色碳
汇’。”“蓝探”项目发起人、海南大学经
济学院学生郭文君与海洋有着深厚渊
源。她生长于福建的一个沿海县城，又
考上了毗海而建的海南大学，对海洋生
态保护和经济价值挖掘十分关注。

2018年，考入海南大学后，郭文君
成为一名青年志愿者。当她得知，海南
的珊瑚覆盖率在近20年间大幅下降，
便发起组建了“蓝探”项目的前身——

“瑚光珊色”珊瑚保护志愿服务组织，带
领志愿者呼吁群众支持和参与珊瑚保
护工作。

2020年 9月，一则新闻吸引了他
们的注意：中国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

上正式提出“力争在2030年前实现碳
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
这一目标集中关注二氧化碳排放指
标，郭文君敏锐地意识到：“我们正在
保护和修复的珊瑚，不就恰恰可以吸
收大量二氧化碳，通过碳封存助力实
现‘双碳’目标吗？”

通过大量阅读新闻和文献，郭文君
关注到“碳交易市场”这一关键词，发现

“蓝色碳汇”甚至可以在碳交易市场上进
行售卖，在保护海洋同时带来经济效益。

碳汇如何进行交易？郭文君研究
后得知，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
员会于1992年和1997年先后通过了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第一个
附加协议，把市场机制作为解决二氧化
碳为代表的温室气体减排问题的新路
径——合同的一方可通过支付另一方，
获得温室气体减排额，并将购得的减排
额用于减缓温室效应。

经济领域正是她的所学之长，何
不将“所学”和“热爱”相结合，做青春
无悔之事？她联想到，或许可以设计
一个项目，通过修复海洋生态环境，
待碳汇计算方法研究完备出台后，再
将修复后提高的面积、生长的长度等
指标代入转换公式，计算出相对应的
碳汇量并转化为可以在自愿性减排
市场交易的CCER（国家核证自愿减
排量）。

说干就干，在海南大学经济学院团
委书记、“南海三创工作室”负责人林冬
冬的帮助下，郭文君很快召集了一批志
同道合者，“蓝探”团队雏形初备。

缘起：一则新闻中发现机遇
关注中国“双碳”目标，从珊瑚保护工作中逐渐认

识到“蓝色碳汇”价值
逐梦：一群大学生各展所长
通过不同学科的思维交叉和碰撞，集成多项技术，

形成完整高效海域保护体系

B
初识“蓝探”团队，人们难免在心里

打个问号——除了少部分成员来自海
洋学院，更多成员来自经济学院、管理
学院、机电工程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
等等，这样一支队伍能“专业”吗？

林冬冬恰恰认为，正是不同学科的
思维交叉和碰撞才造就了“蓝探”项
目。只有将海洋、机电、经济等多学科
交叉融合，才能将传统的海洋保护工作
与新兴的碳交易产业相结合，更好地解
决传统海洋保护“盈利难”的问题，实现
海洋环境保护的可持续。

一声令下，各展所长。来自经济学
院的学生钻研碳交易知识，海洋学院和
机电工程学院的学生攻克核心技术，美
术与设计学院的学生则负责宣传手册
和周边的设计……

“蓝探”团队成员蒋想来自海南大
学海洋学院。她认为，该项目的假想是
希望通过健康水平评估方法，在确定珊
瑚健康状态后提出有针对性的修复方
案。因此，确定珊瑚健康水平评估方案
是项目能够推进的基础。

从她就读的海洋科学专业来说，珊
瑚是一种典型的海洋生物，团队最初的
想法是，通过采集珊瑚生活环境下的海
洋物理化学状况，例如海水温度、咸度、
酸碱度等数据，再对珊瑚的外观与活跃
性进行观察研究，从而建立起海洋环境
因素与珊瑚健康状态的联系，以此评估
珊瑚的健康状态。

“后来我们发现，这种方案容易受
到其他生物及人为因素的影响，难以准
确建立评估模型。”蒋想说，于是，他们
很快转向对珊瑚本身特殊性质的研究，
发现蛋白酶caspases3等关键酶能够
反映造礁石珊瑚的健康状况，这才确定
了评估方案——选定理想生长状态下
以及不同威胁状态下存在健康问题的
造礁石珊瑚样本作为参照点，去检测不
同状态下的不同样本的蛋白酶 cas-

pases3活性，以不同状态下的珊瑚成
活率作为健康水平评估标准。这一评
估方法科学准确，为“蓝探”项目的推进
奠定了基础。

思路和举措的更新迭代，还体现在
“蓝探”项目的方方面面。全程参与该项
目的海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学生周衡介
绍，传统的珊瑚保护面临着水质管理难、
技术系统难等重重难题，“蓝探”项目要
做的就是将多项保护技术集合形成一套
科研服务体系来破解这些难题。

他以珊瑚健康评估工作为例，一开
始，“蓝探”项目利用的仅是海洋学院实
验室的技术，成本较高、周期较长且无
法实现实时监测和反馈，后期加入浮标
技术后，才形成了一套集监测、评估、修
复、种植于一体的完整高效的海域保护
体系。此后该项技术一直在迭代更新，
力求不断提高浮标监测预警的灵敏度
和准确度。

“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
创业大赛，是每一位有着创新创业热情
的青年梦想站上的舞台。可想而知，这
座奖杯对学生们来说多么珍贵。”作为

“蓝探”项目的指导老师，林冬冬陪着学
生们连闯校赛、省赛、国赛三个大关，深
知他们为此付出的心血、寄予的期望。

为了让项目更加完善，“蓝探”团队
成员天天早出晚归，利用一切课余时间
改进技术、讨论项目。当其他学生在休
闲娱乐时，他们可能正在车床前改进浮
标零件、在显微镜下研究珊瑚样本、在
网课上学习碳交易知识……

“‘蓝探’项目夺得金奖的原因很
多。”林冬冬认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团
队成员都有锐意创新的勇气、团结协作
的精神、乐于奉献的品格。他们用这一
切，坚守住了保护海洋环境的纯粹初心。

收获：
一个可发展的好项目
定位准、起点高、潜力大，在产生良

好效益同时为解决全球气候变暖

问题提供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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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味人生 追梦自贸

海洋，是地球上最大的“碳库”，储碳量是陆地的20倍、大气的50倍，海南可以
从这片辽阔海域中获得的“蓝色碳汇”经济价值难以估量……

借助海洋碳汇项目，海南大学“蓝探”团队在第七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
大赛全国总决赛中夺金，实现我省在这一赛事中金奖“零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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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次“零的突破”——在日前举办的第七届中国国际
“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全国总决赛中，海南大学“蓝探”
项目斩获全国高校主赛道本科生创意组金奖，创下我省在这一
赛事中取得的历史最好成绩。

依海而生、向海而行。200多万平方公里的辽阔海域，为世
代生活在南海之滨的海南人提供了鲜美的海产和远航的梦想，
也为这片热土上成长的青年们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
新创业灵感。

从全省21所高校8786个项目中脱颖而出，代表海南闯进
全国总决赛的“蓝探”项目，同样将目光投向广阔南海——

“蓝探”项目可通过提高实施海域的活珊瑚覆盖度，进一步
增加海草生物量，将更多的碳汇收集起来，进入碳交易市场。该
项目未来的落地和推广，将会提高我国海洋生态系统碳汇能力，
促进我国海岸带生态系统保护作用，亦能为我国国民经济健康
发展提供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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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看视频

《蓝碳，蓝探》

文案:刘乐蒙
拍摄:张茂
剪辑:吴文惠

⬇团队成员在海底采样。

（受访者供图）

⬇团队成员在探讨问题。

⬆团队
成员

设计
的文

创产
品。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蓝探”团队队员在文昌长圮港采样时
拍摄海草形态。（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