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起微生物，很多人会觉得，这
种只能用显微镜才能看清楚的生物
离我们很远。 其实，人们日常生活中
接触到的面包、泡菜、甜酒等等都与
微生物有关， 微生物与人类和动物
传染病的防治、植物病理学、土壤学
和环境科学等密切结合， 对人类社
会的进步和发展贡献最为突出。 微
生物尽管并不起眼， 但却是众多行
业生产活动的基础。

在同样看起来并不打眼的湖南
省微生物研究院， 我们发现了一个

“大世界”。
今年 5 月， 经湖南省机构编制

委员会同意， 湖南省微生物研究所
更名为湖南省微生物研究院。 11 月
18�日，湖南省微生物研究院正式揭
牌。 这个始创于 1956 年的湖南细菌
肥料厂， 57 年来，历经发展，多次更
名， 发展到今天的现代化专业研究
机构， 湖南省微生物研究院实现了
几代人的梦想！

正是这个不起眼的微生物研究
机构， 在湖南过去的农业生产发展
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还是
这个微生物研究院， 无论在湖南的
生物农业还是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
更是不可或缺， 现代农业的发展已
经离不开微生物研究。 我们欣喜地
看到， 湖南省微生物研究院的研究
实力不断提升， 对湖南农业发展的
贡献也越来越大。 有数字显示，湖南
省微生物研究院近些年来在农业微
生物的应用基础研究和示范推广领
域取得多项全国首创， 科研成果转
化率达 60%以上。

“微研院”里闯出了“大世界”，
湖南省微生物研究院的道路越走越
宽，“微研”世界越来越大。

从实验工场到研究院，
见证大发展

10 月 28 日， 笔者来到位于长
沙市南郊公园对面的湖南省微生物
研究院。 走进这幢外表并不打眼的
科研楼，里面却非常整洁，让人感受
到一个科研机构严谨、 务实的学术
氛围。

国防科大研究生毕业的院长张
德元尽显军人本性，行事干脆利落。
他一边带笔者参观微研院的科研
楼，一边向笔者介绍“微研院”这些
年来的发展与变化。

在科研大楼内，我们发现，原来
它还是国内少有的同时具备农业微
生物学基础研究、 微生物菌种资源
开发利用、成果孵化、检测公益服务
和技术推广为一体的复合功能型科
研机构。

张院长特地约来了老所长李廷
宝同志。 今年 71 岁的李廷宝见证了
湖南省微生物研究院的过去与历
史， 看到了湖南微生物研究的未来
与希望。 他深有感触地说，“看到今
天微研院的发展，心情非常激动。 我
们几代人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

湖南省微生物研究院始建于
1956 年 3 月， 前身是湖南省细菌肥
料实验工场， 逐步发展为长沙市微
生物研究所、 湖南省微生物研究所
等。 今天，湖南省微生物研究院的许
多科研成果和科技产品蜚声国内，
家喻户晓。 根瘤菌剂、苏云金杆菌、
井冈霉素、土霉素钙盐、有机物料腐
熟剂、 益生菌饲料添加剂等生物制
剂在全国各地得到广泛应用， 其中
土霉素钙盐更是远销国外。

从手拿石磨、 铁锅等简陋工具
进行根瘤菌剂研究和生产， 到如今
拥有整套先进的微生物科研仪器设
备；从只有 40 多名职工和几位科研
人员的小型试验场， 发展到今天拥
有包括应用真菌室、 植物营养与保
护室、动物营养与防控室、食品微生

物室、微生物资源与利用室、发酵工
程室，以及菌种保藏中心，中试转化
开发中心，微生物检测中心，技术服
务中心等完善的研发机构， 并拥有
包括 65 位高级专业技术人员的高
层次人才队伍的研究院，这近 60 载
翻天覆地的变化， 体现了湖南微研
人的艰苦奋斗、 默默奉献和开拓创
新精神。 从筚路蓝缕的创业，到今天
成为湖南现代农业不可或缺的科研
机构，这近 60 载的风雨历程，汇聚
了一代代微研人的艰辛与梦想。

今天， 湖南省微生物研究院的
揭牌无疑为湖南微生物的研究翻开
了新的篇章！

从单一研究到多学科
融合，实现大跨越

从最初以细菌肥料研究发展到
紧跟微生物科学前沿的现代研究机
构， 今天的湖南省微生物研究院从
以应用研究为主到基础研究与应用
研究并重，实现了大跨越。 这个跨越
的完成， 既得益于国家对现代农业
的高度重视， 也得益于省政府的大
力支持， 更是一代代微研人艰苦奋
斗， 抓住时机， 开拓创新的必然结
果。

老所长李廷宝说， 微研所初期
科研力量薄弱，通过与外地的高校、
科研院所合作， 先后研究出了根瘤
菌、苏云金杆菌等成果。 尤其是根瘤
细菌肥料的推广应用， 打破了历史
上在学术界早已定论的岭南地区不
能种植绿肥红花草的论断， 大幅度
提高了广西、广东、江西和湖南地区
的农作物产量， 在全国产生重大影
响。 到上世纪 70� 、80 年代，微研所
的科研开发体系逐步扩展到 BT、井
冈霉素等生物农药和土霉素钙盐等
饲料添加剂的研究。

21 世纪伊始， 张德元所长与领
导班子带领科研人员调整发展思
路， 把研究所的重点从基础应用研
究发展调整为：以基础研究为基点，
发酵转化中试为平台， 创新地开发
利用微生物资源的体系建设中。 今
天，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与现代生物
发展前沿紧密相联的专业研究机
构。

这些年来微研院始终把科研人
才放在第一位， 努力为科研人员创
造完善的科研环境和良好的科研氛

围， 使他们在这里收获潜心研究的
乐趣，实现人生价值。 正是这些科研
工作者的辛勤劳动，无私奉献，才使
微研院的科研事业不断发展。

今年， 微研院承担国家及湖南
省重点科研项目 12 项，其中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立项 2 项。 这些项目涵
盖了土壤微生物、食品微生物、环境
微生物、生防微生物、饲用微生物等
科研领域， 涉及发酵工程、 基因工
程、酶工程等生物技术，以及土壤修
复、 清洁健康养殖和食品安全等与
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领域。

针对目前社会公众极为关注的
“镉大米”事件，微研院正在进行科
研攻关。 比如利用微生物、有机物、
无机物“大三元”降低水稻镉吸收技
术研究和稻田镉污染微生物治理技
术研究就是其中两项。 微生物研究
对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正在产生重
大作用。 张德元说，粮食生产和食品
安全问题正是微生物研究院当前重
点研究方向。

我们发现， 微研院所进行的科
研工作正在为湖南农业的可持续发
展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我们更期
待微研院在农村清洁生产、 健康养
殖、 重金属污染治理等方面研究获
得新的重大突破。

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
服务大社会

科研的意义在于指导生产，服
务社会。 微研院成立伊始，就将“面
向农业，服务社会”作为宗旨，几十
年来矢志不渝，在服务“三农”方面
做了很多有影响的工作。

针对养殖业造成的环境污染问
题，微研院早在 10 年前就开展了农
村清洁生产的相关研究， 取得了微
生态清洁健康养殖技术等重要科研
成果并服务社会。 微生态清洁健康
养猪技术能有效控制畜禽粪尿排放
与污染， 是提高猪肉品质与饲养效
益的一种生猪养殖模式。 唐人神集
团群丰养殖场采用微研院的清洁养
殖技术，实现了猪粪尿对场外“零排
放”，而且养殖效益明显提高。 微研
院不仅技术成熟可靠， 服务更是周
到细致。 2007 年以来，这项技术已
在全省 1000 多家养殖场推广应用，
减排猪粪尿及污水八百多万吨，农

户和养殖企业增加效益 6 亿元。 这
项技术被农业部列为“科技跨越计
划”，微研院作为国家发改委农村清
洁生产项目技术支撑单位，在我省 7
个项目县中推广示范该技术。

微研院建立了湖南省微生物菌
种保藏中心、 湖南省农用微生物应
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湖南省微生
物检测中心和中试转化中心四个高
标准的社会公益服务平台， 这使微
研院在保护开发微生物资源、 检测
农产品安全和促进科技创新方面有
了更加突出的能力， 可为社会提供
更多更好的公益服务。

从传统到现代， 微生
物发展大前景

从建所之初以生物肥料、 生物
农药开发为主发展到基础研究与应
用开发并重， 今天的湖南省微生物
研究院成为一家紧跟现代农业发展
前沿的专业研究机构， 这一发展变
化也反映了我国农业发展的趋势：
现代农业正在向微生物农业发展。

中国农业科学院包建中研究员
是最早提出我国要搞微生物农业的
专家之一。 他主张：我国要实现农业
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 农业要向
地球生物圈学习———植物生产，动
物消费， 微生物分解还原， 循环往
复， 生生不息的良性循环生物圈;将
由植物和动物组“二维资源结构”的
传统农业改建为“三维资源结构”
———植物，动物，微生物的资源循环
型，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农业。

传统农业是以化肥、化学农药、
生长激素来发展农业的途径， 其产
生的农业副作用也是明显的： 环境
污染，土壤板结，农产品品质下降，
给人们的生命安全带来威胁。 而“微
生物农业” 则是能够避免“传统农
业”弊端的新型农业。 要保证农业的
可持续发展，让人们生活幸福安康，
微生物农业将是农业的必然出路。

正是因为微生物研究在现代农
业发展中占有日益显著的地位，所
以省委、 省政府对微生物研究也越
来越重视。 这次湖南省微生物研究
所升格为湖南省微生物研究院正是
体现了发展的需要， 也是为了更好
地服务湖南现代农业的发展。 这些
年来， 湖南微生物农业从理念到实
践以及微生物农业的产业化上都有
了初步的进展， 以微生物农药、肥
料、食品、饲料为拳头产品的农业微
生物产业初步形成。

张德元介绍， 目前微研院把科
研发展方向调整到现代农业科技创
新体系建设中来， 重点做好以下两
方面的事情：一是集中优势资源，立
足战略性、基础性和综合应用研究，
为我省“两型社会”建设提供高端技
术支撑。 二是着力提高湖南微生物
科研领域的源头创新能力、 技术转
移能力和人才培养能力， 为保障我
省粮食安全、 食品安全和生态环境
安全，充分发挥领头羊优势。

我们相信， 正式揭牌之后的湖
南省微生物研究院在湖南现代农业
的发展中一定会作出更大的贡献，
为促进湖南经济发展和提升人民生
活质量发挥更大的作用。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也是
现代农业建设的第一推动力。 新中
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我省农业科研不断推陈出新，结出
了一个个丰硕成果，杂交水稻研发
推广、超级稻高产攻关、双低油菜品
种选育……都极大地释放了农业生
产潜力，为全国乃至世界农业发展
作出了重大贡献。 与此同时，我省
在一些新兴的农业科研领域也取得
了积极成果，特别是微生物农业技
术研发、组装配套、示范推广一年一
个台阶。 如微生物发酵床健康养猪

技术研究居国内领先水平，仅 2012
年就推广发酵床 60 多万平方米，
出栏生猪 190 多万头，有力地改善
了生猪养殖环境； 秸秆腐熟剂能加
快秸秆还田，培育有机肥，减轻环境
污染……这些科研成果的应用推
广， 为我省现代农业建设增添了无
限生机与活力。

微生物技术作为新兴的农业高
科技，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当前来
看，要着力从以下几个方面下功夫。
第一， 在生物肥料科研领域不断创
新。 适应工业化、城镇化发展趋势，

着力研究降低农田重金属污染生物
菌肥，减轻农田重金属污染问题。第
二，在生物农药技术领域不断创新。
大力研究微生物杀虫剂、 拮抗细菌
制剂等微生物试剂， 替代传统的化
学农药，减轻农田环境污染问题。第
三，在生态养殖技术领域不断创新。
进一步加快微生物发酵床健康养
猪、 病死动物快速腐熟等技术研究
推广步伐， 减轻养殖业环境污染问
题。第四，在饲用微生物科研领域不
断创新。目前，我省畜禽用凝结芽孢
杆菌制剂产业化研究应用达到国内

领先水平，获农业部丰收二等奖，今
后还要在这个方面大胆创新， 提升
现代养殖水平。第五，在食品微生物
科研领域不断创新。 食用菌营养丰
富、口感好，深受消费者欢迎，目前
我省又有两个自主知识产权的食用
菌品种认定， 今后在食用菌研究方
面还大有可为。从这些领域来看，微
生物技术是沟通传统农业与现代农
业的重要桥梁， 是发展环保农业的
重要依托， 是推进现代农业的重要
产业。

我省微生物农业技术研究在历
届省委、省政府的关怀下，取得了令
人瞩目的成果。 这次湖南省微生物
研究所更名为湖南省微生物研究
院，是省委、省政府立足现代农业建
设需要， 整合全省微生物农业技术
研究力量的重大举措。 我们将依托
湖南省微生物菌种保藏中心、 农用
微生物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微
生物检测中心和中试转化中心四个
科研平台，大胆创新，不断进取，不
断推出新技术、新成果，让微生物农
业在全省现代农业建设中大放异
彩，为实现富民强省、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目标贡献力量。

湖南省农业厅党组书记、厅长 刘宗林

让微生物技术在
现代农业建设中大放异彩

———湖南省微生物研究院发展纪实
杜宇 陈文辉

“微研院”里的“大世界”

科研人员在水稻基地抽样检测。

微研院学习型领导班子。

技术服务人员下基层对农民进行技术培训。

科研人员在做实验。

现代化科研中试基地。 (本版图片由湖南省微生物研究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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