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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厦门，有一群珊瑚保育工作者，
他们潜入深海采集回小小珊瑚断枝，努
力培育珊瑚“宝宝”，探索适宜珊瑚生长
的环境……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
所（以下简称“海洋三所”）珊瑚保育馆
研究员郑新庆正是其中一员。

海洋三所珊瑚保育馆建于2014年，
是目前福建省内唯一开展珊瑚保育生物
学研究的单位，位于厦门市思明区大学
路的这座保育馆墙体灰白发旧，可推开
大门，却是一片五彩斑斓的“热带珊瑚世
界”。

馆内摆放大大小小的玻璃透明缸
体，缸内有着形态各异的珊瑚组合，有
的像鹿角，有的似蘑菇，它们多数是郑
新庆团队自 2011年以来陆续采集断枝
逐步培育起来的。“你看！这是我们培
育的珊瑚幼株，它刚开始只有 3至 5毫
米长，3个月的时间，它就长到近两厘米
了。”郑新庆小心翼翼将手伸入缸底，缓
缓拿起一颗小珊瑚耐心介绍。

郑新庆自称珊瑚“育婴师”，通俗点
说就是珊瑚“宝宝”的保姆，主要从事珊
瑚保育生物学和珊瑚礁退化和适应机
制研究。郑新庆与珊瑚的不解之缘始
于 2011年从厦门大学博士毕业，加入
海洋三所珊瑚研究团队，2012年恰逢所

里旧食堂要改造为实验室。课题组向
所里申请了几间实验用房，开始建设他
们的珊瑚保育实验室。

珊瑚是一种海洋生物，外观上像植
物，其实它属于腔肠动物。珊瑚对环境
极其敏感，对温度、光度、水流、营养盐
以及各种微量元素等都有着严格的要
求。郑新庆查阅大量书籍资料，先后去
多地博物馆观摩，并与国外同行交流养
殖珊瑚有关的知识。从 2011年开始，
由最初的一知半解，到摸透技术细节，
经历多次的失败和挫折，郑新庆团队最
终建立标准化珊瑚养殖和繁育的技术
体系，这为室内大规模培育珊瑚提供了
可能。

由于珊瑚对水质、生存环境要求极
高，长时间停电、冷水机停机等突发事
件可能对培育的珊瑚带来致命的打
击。2016年“莫兰蒂”台风来袭，实验室
断电好几个小时。恢复通电后，部分鹿
角珊瑚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在弧菌等致
病菌感染下逐渐白化脱骨死亡。“目前
针对这种致病菌感染病没有很好的特
效药，只能通过不断微调繁育系统，改
善系统内菌群平衡，提升珊瑚抵抗能
力。”郑新庆说。

说起潜水采样的乐趣和危险，郑新

庆来了劲儿。“水下珊瑚世界太美了！
我 2012年第一次潜水，才发现水下珊
瑚世界的美丽，这是通过纪录片很难体
会到的一种情境，这也让我爱上了潜
水。不过，潜水是一个高危的职业。”郑
新庆回忆，2019年，他们在做东山珊瑚
资源调查时，就碰到突发事件。由于水
况很差，能见度低，不经意间，他的脚被
渔网的延绳缠绕住。当时没有带潜水
刀，那一瞬间，说实话，有一点害怕。好
在及时脱掉脚蹼挣脱渔网。“不过，潜水
是我们的工作，就像开车一样，是逐渐
熟悉的过程，潜水次数多了，技能也就
提升了，解决突发事件的能力也就有
了。”据郑新庆保守估算，从 2012年到
现在，他潜水科研1000次以上。

“越来越频发的异常气候事件，使
得珊瑚礁反复遭受气候变化的冲击。
希望未来能依托我们的珊瑚保育馆，采
用珊瑚有性繁殖和杂交，获得更加强
壮、能够抵御气候变化的珊瑚个体，再
将之应用到珊瑚礁修复中，使珊瑚礁有
更强的环境耐受力。我们不仅要保护
珊瑚，还要恢复以珊瑚礁为依托的海洋
生态系统，让更多的鱼类可以在珊瑚礁
中繁衍栖息。”郑新庆语气坚定。

（来源：厦门日报 记者：张玉榕）

今年春节，三明市泰宁县大田乡大田
村村民江玲家门口悬挂着一盏别致的

“福”字走马灯，鲜亮的福字随灯旋转，映
衬着年味更加喜庆红火。

这是她的邻居黄茂生送来的。“做这
一盏灯需要几天的时间。节前我特意做了
几个福灯送亲朋邻里，希望大家都福气满
满，也让更多人欣赏大田花灯！”黄茂生说。

黄茂生今年74岁，是三明市级蚯蚓灯
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自 15岁第一次
接触大田花灯，他为之“痴迷”近60年。

大田花灯品种多，有蚯蚓灯、走马灯、
北斗花灯等，流传至今已 600余年。各类
花灯上的灯文化、福文化，寄托了老百姓
们对幸福生活的祈盼。北斗花灯结合本
地山歌，加上唢呐、二胡等乐器，由村里的
孩童进行演唱，寄托对来年的祝福；走马
灯燃灯后热气上熏，纸轮辐转，灯屏上出
现骏马奔腾等移动影像，寓有“马到成功”

“六畜兴旺”等美好意愿；蚯蚓灯类似桥
灯，因没有龙头、龙尾形似蚯蚓而得名，在
闹灯过程中，村民努力把灯队拉成几段，
意思是像蚯蚓一样越断越发，生生不息，
承载了乡亲们对驱魔降福、来年福气满满
的祈盼。

早在明朝时期，花灯便在大田兴起，
时间流转，曾经盛行的大田花灯慢慢凋
零，制作工艺也面临失传。直至 20世纪
60年代，上 村小组的一位杨姓村民摸索
着制作了一盏走马灯，元宵节“亮相”在他

家大门上。黄茂生一眼见过后便印刻心
中，此后便开始捣鼓着做灯。

黄茂生说自己是个“贪玩”的人，看到
一样东西就想去学。他会木工、木雕、泥水
等，还会古琴爱唱歌，是村里的文娱活跃分
子。自从捣鼓上大田花灯，他把当地传统
的几样花灯都“摸精”了，还“自学成才”学
会了绘画、剪纸，把花灯做得更精美。

“比如这个走马灯，你看着简单，要10
多道的工序。”黄茂生介绍。选用 3～5年
的优质毛竹，再经过剖竹、火烤弯曲、编扎
等流程，编制成外部骨架。内部的纸轮像
一个圆灯笼，中间一根立轴，上方有叶片，

“走马灯没有轴承，没有马达，它会不会
走、走得快慢，就取决于纸叶片。”经过一
次次摸索、失败，如今他得心应手，制作的
花灯精美别致，在乡里远近闻名。

黄茂生原先只在正月里做，不管是挂
在大门口的走马灯、北斗灯，还是元宵佳节
村民们闹的蚯蚓灯，他做的灯总能博得乡
亲们的赞赏。但正月过后，这些灯具又要
收起来，堆放在楼上的一个角落。前几年
他被评为非遗传承人，同时乡里结合最美
庭院建设，将他家屋后的废置仓库整理出
来，“变身”为宽敞明亮的后院，加盖上屋
顶，成为一个大田花灯展示厅，也成为大田
乡的非遗文化打卡点。

黄茂生的大田花灯终于有了自己的
“天地”。一有闲暇，他就拿起工具在院子
里做灯，并把精心制作的花灯悬挂起来，
过路的村民与游客每每驻足欣赏，有时黄
茂生还会教游客制作大田花灯。他希望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这个民间瑰宝。

（来源：学习强国福建学习平台 作
者：陈启芳、冯嘉欣 作者单位：泰宁县
融媒体中心）

8年来，她以白鹅繁育基地为家，指导
企业和农户开展闽北白鹅保种、扩繁工作。

南平市武夷山市岚谷乡，一群群白鹅
在田间嬉戏，“嘎嘎嘎”的叫声此起彼伏。

“这里的鹅，身份不简单。”科技特派员沈
锦华笑着说，它们中不少是经过精心培
育，拥有纯正“血统”的闽北白鹅。

闽北白鹅是福建省 29个地方保护品
种之一，也是南平地区唯一列入种质资源
保护的鹅品种。它们适应闽北气候环境，
耐粗饲，尤其是天寒地冻时，依然保持着
采食繁殖两不误的超强抗逆性，受到闽北
农民的青睐。受粗放式养殖的影响，闽北
白鹅品种混杂，数量骤减，一度濒临灭
绝。闽北白鹅品种保护工作就此被推上
武夷山畜牧兽医人员的工作日程。

2013年，作为武夷山市动物疫病预防
控制中心的兽医专业技术人员，沈锦华以
科技特派员身份挂点到武夷山市锦秀园生
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秀
园”）。整整8年时间，她以白鹅繁育基地为
家，致力于指导企业和农户开展闽北白鹅
保种、扩繁，以及产品深加工、推介等工作。

经过沈锦华的指导，锦秀园在2014年
底建成了包括保种区、孵化区、育雏区、扩繁
区等分区布局合理的现代化闽北白鹅保种
和繁育基地。为提纯复壮闽北白鹅并扩大
养殖规模，沈锦华跋涉几十里山路寻访一只

纯正种鹅；不眠不休探索鹅蛋孵化温湿度；
挨家挨户发动农户养殖白鹅……回忆过往
辛酸，沈锦华却十分淡然：“保种是我们兽医
工作者的责任，如果保种工作没做好，其蕴
含的优异基因、承载的传统农耕文化也将随
之消亡，几辈兽医人的努力将付之东流。”

走进锦秀园白鹅繁育基地，青山环
绕，溪水潺潺，白鹅们喝着山泉，吃着营养
价值高的台湾红象草、黑麦草等青饲料。
如今，锦秀园拥有 30个家系、品种优势明
显、遗传性状稳定的闽北白鹅保种核心群，
其中 900只种鹅被视为“宝贝”，外人轻易
不能探访。“虽然闽北白鹅的抗病力很强，
但防疫灭病仍是基地管理的重中之重。”沈
锦华说，坚持“预防为主、养防结合”十分重
要，她日常指导企业做好免疫程序和常规
消毒等工作，设置了多道进场的消毒关卡，
严防外界病菌、病毒传入。目前，基地白鹅
年出栏量达6万余羽，每年还能向周边地
区提供优质闽北白鹅苗3万余羽。

柔嫩多汁的黄焖鹅、香辣够味的岚谷
熏鹅、鲜味清甜的清炖鹅……用闽北白鹅
制作的美食让人垂涎欲滴。沈锦华说，只
有保住闽北白鹅种质资源，才能有源源不
断的“活水”，让美味长留舌尖。

2021年 9月，沈锦华获评南平市“最
美巾帼科技特派员”。

（来源：闽北日报 作者：林李冰）

潜水科研千次 只为守护珊瑚“宝宝”
——记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珊瑚保育馆研究员郑新庆

纵横天地知经纬 言传身教有情怀
——记将乐县第一中学教研室主任、高级教师陈祝清

大田花灯有“天地”非遗传人送“福灯”
——记三明市级蚯蚓灯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黄茂生

科技特派员风采

闽北白鹅种源的守护者
——记武夷山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兽医专业技术人员沈锦华陈祝清，将乐县第一中学教研室主

任、高级教师，“福建省聂国先网络名师
工作室核心成员”“将乐县中学地理陈
祝清名师工作室”领衔人。1993年7月
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地理系，怀着对家
乡教育的热爱回乡执教，凭借执着的追
求和扎实的工作在教育事业上书写华
章，先后被评为“福建省优秀教师”“三
明市优秀教师”“三明市教学能手”“三
明市中小学（幼儿园）学科带头人”。

从默默无闻到地理名师

在浩渺的地理经纬天地中，陈祝
清便是那孜孜不倦的学科建设探索
者。他深知学无止境，特别是教学改
革中的地理学科，更需要不断求知钻
研，才能适应改革发展的需要。为
此，他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在教研工
作上，除了日常的教学和学习辅导工
作，他一有空就写论文、开展学科研
究、编写校本教材……把时间排得满
满当当。

梅花香自苦寒来，陈祝清的努力和
付出为他积累了丰富的教研经验，也换
来了斐然的成绩，现在的他是名副其实
的地理学科名师，先后主持了省级课题
研究4项、市级课题研究2项，目前已有
十余篇论文在CN刊物上发表，其中 1
篇论文在《中学地理教学参考》（北大核

心刊物）上发表；多次开设省、市级公开
课及讲座，其开设的示范课《河流地貌
的发育》在“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
活动中被评为省级优课，并被邀请在福
建教育学院主办的地理学科名师网上
进行名师授课和优质课点评；主编的校
本教材《镛城旅游》在“福建省中小学清
新福建旅游专题优秀校本课程”评选活
动中荣获二等奖，他也因此参加了2017
年全国地理教育网络教研现场会暨星
韵年会，并在会上作主题发言。

停课不停研的“授渔人”

作为“将乐县中学地理名师工作
室”的领衔人，陈祝清不吝发挥自己的
光和热，扎扎实实做好传带帮教的导师
工作。自2019年10月成立名师工作室
以来，他积极制定工作室学习计划，根
据工作室成员的特点和能力开展个性
化辅导帮助，热心传授自己的教研经
验，有效提升青年教师的教研水平。
2020年疫情防控期间，他积极响应县里

“停课不停学”的号召，将“初高中地理
春节假期助学”新增为工作室学年计
划，并通过线上会议、建立“六个一”学
习机制等方式，督促和指导工作室成员
做到“停课不停研”。

在他的帮助下，工作室成员参与
省、市级课题各 4个，并获得市级教学

成果奖二等奖，工作室核心成员肖永贵
在 2019年三明市普通高中优质课教学
评选活动中获高中组一等奖。

“有困难找阿祝哟”

除了地理教研成绩突出外，陈祝清
还是一个心系学生的“知心大哥”。在
将乐县水南中学任副校长期间，面对班
上基础弱、底子薄的学生，他承诺绝不
放弃他们中的任何一个。这些孩子大
多来自乡镇，远离父母到学校当寄宿
生，在学习和生活上都存在诸多困难。
对孩子们学习上的困难，他会利用课余
时间及时补缺；对生活上的困难，他则
化身“知心大哥阿祝”，与孩子们悉心交
谈，竭尽所能帮助他们解决问题，让这
些孩子切实感受到学校和老师的关爱，
真正把学校当成自己的家，从而更专心
地投入到学习中去。

据不完全统计，在高中生源薄弱
的水南中学，有 100 多名学生在他的
关爱和帮助下圆了大学梦。这些学
生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学习上有
困难，找阿祝；生活上有困难，也找阿
祝哟！”

心系学生，言传身教；求知探索，热
血青春。一晃 28载，陈祝清把最好的
年华给了他热爱的地理教学和心心念
念的孩子们。 （来源：将乐先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