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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辜负
每一棵杉树的付出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怎么也想象不出，湖
南的高校里还有这样一个与中国南极长城站齐
名的野外科学观测站。

盛名之下， 是三代科研人员绵延的接力与付
出。会同站的缔造者潘维俦，是“国宝”级森林生态
学家。 上个世纪70年代， 潘维俦和几个老师来到
“广木之乡”会同，靠着肩扛手提，白手起家建起了
会同站。令人扼腕的是，1986年，他在研究生毕业
论文答辩会上突发脑溢血，离开人世，年仅57岁。

潘维俦的学生田大伦勇敢地接过了重任。
长沙到会同，山高水长，奔波路上十几次大大小
小的车祸， 都没能吓退这个原本可以悠闲度日
的女教授。经费困难时期，她甚至自掏腰包，去
购买设备和支付站里工人的工资。那时，她每个
月仅有100多元的工资。

“站里能拥有没有时间序列缺失的科研数
据，他们才是功臣。”在采访过程中，项文化反复
念叨着这句话。

接过接力棒的项文化， 把会同站当成了自
己的另一个家。

整整39年，进行这样的观测和分析，费钱费
力费时，到底意义何在？我就此问题一再求教于
项文化。

项文化带我趟过河，爬上山。面对气宇轩昂
的一大片杉树， 看着项文化流露出如同看着孩
子般的深情目光，我似乎明白了一些。林业科学
的野外性和基础性， 让林业科学家们天然地亲
近森林、亲近自然。这些生态密码，他们愿意倾
听；静默的森林，也愿意告诉他们。人类与自然
的和谐依存， 能因为他们而有途有径， 何其不
易，何其珍贵。

采访归途， 我们路过会同高椅古村。104栋
古民居，都采用杉木建造而成。双手触摸泛黑的
木头房子，虽不再有木材的清香，人间的烟火味
却扑面而来。杉木与当地居民朝夕相处，让我对
此次采访有了更深的体会。 不辜负每一棵杉树
的付出，不错过每一片杉木林的生长，就是项文
化团队坚守的价值吧。

水土气生调查，
样样精通

我是去年9月前来学习交流的。会同站历史
悠久，我们那边也有这样的国家野外观测站。项
教授是我们这个行业的领头人， 年轻人很佩服
他。本来我可以去北京、上海的高校交流的，但
我最后选择了会同生态站。一方面冲着学科点，
另一方面就是项教授。 我希望在这里学一些扎
实的东西。

以前，我觉得西藏的野外观测苦，山难爬。
到了这里，发现也不容易。有时候要自带干粮，
在山里走一整天。在取样调查时，在水文、土壤、
气候、生物4个方面的观测，我们年轻人能做好
一个方面就很不错了，而项教授工作了30多年，
水土气生调查他样样精通。这就是差距。

———教育部青年骨干访问学者、 西藏农牧
学院教师李江荣

我跟着项教授2年多了。去年11月，我们承
担了中国林科院主持国家重点研发项目中的一
个课题，要在会同、靖州建立新的观测样地。因
为工作忙，项教授没办法整天呆在这里，但他每
天都来现场指导，亲自示范，让工作进度加快了
许多。项目负责组来考察课题样地时，对样地非
常满意， 认为课题工作扎实、 样地设置科学合
理、科研思路新颖。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生态学讲师欧阳帅

项老师对待学生特别认真负责。有一次，项
老师为了修改我的论文，上午8点钟就把我喊去
了他的办公室，逐字逐词给我修改，一边改还一
边告诉我为什么要这样改。 我们中餐和晚餐都
叫了盒饭，一直改到晚上11点钟。改完后，项老
师让我先走。 后来我才知道， 项老师留在办公
室，赶一份项目书。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生态学博士研究生
曾渭贤

我在站里工作30多年了， 和项教授也相处
30多年了。项教授没有架子，他手把手教我。一
次没学会，就多教几次，从来不发脾气。白天他
和我们一起工作，晚上有空就和我们聊天、喝啤
酒、烤红薯吃。我中风住院，他特意买了水果来
医院看望我。项教授把我们当朋友。

———会同生态站工作人员、当地村民杨云贵

项文化：“倾听”深山杉树声走近科学家
湖南日报社主办
湖南省科学技术协会协办

手记

评说

项文化，1967年生，湖北黄冈人，中南
林业科技大学生态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湖
南会同杉木林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
研究站站长，国家重点（培育）学科、国家林
业局重点学科、 湖南省优势特色重点学科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生态学学科带头人。荣
获第五届湖南省青年科技奖， 入选教育部
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主要从事亚热
带森林生态系统定位研究。 主持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科技部基础平台建设项目、国家
林业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等科研项目22
项。 发表学术论文172篇， 其中SCI论文51
篇，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1项，湖南
省自然科学一等奖1项，湖南省科学技术进
步一等奖、二等奖各1项。

名片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在怀化会同县， 崇山峻岭中，坐
落着一座小院———湖南会同杉木林
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北有“杨家将”，南有“杉家浜”。
在我国人工林建设初期，杉木年生长
因其“三个一”———每年树干约长高1
米，胸径长粗1公分，每亩林地木材产
量增加1立方米的优势， 而被大面积
推广种植。会同境内的杉木林占比高
达58%。

但大面积以杉木人工林为主的
经营方式， 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态问

题，如生产力下降，地力衰退等。1978
年，中南林学院（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前身）承担了“亚热带杉木人工林生
态系统结构、功能与生物生产力的研
究”课题。当时，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研
究还是一片空白。为了获得第一手资
料，课题组成员来到会同，建起了国
内第一个杉木人工林生态系统野外
观测站。

这是一个与中国南极长城站齐
名的野外科学观测站。39年不间断的
观测数据，让前来考察学习的国内外
专家、学者惊叹不已。“这样健全的长
时间的连续数据，是国宝。”日本荻原

秋兰博士参
观后情不自禁地
赞叹。

从研究生到会同生态站站长，项
文化“倾听”深山杉木林之声数十载。
一株株杉树从树苗到高耸入云，代表
着坚守者的赤子之心。

项文化 刘凯 摄

4月底的一天，大雨磅礴。从长沙
一路向西，途经娄怀高速、包茂高速，
6个多小时的车程之后， 我们来到了
会同生态站。

从长沙到会同，项文化奔波了30
多年。“以前没有这么好的路，更没有
直达车。每次，我都要坐绿皮火车、长
途汽车再转拖拉机，路上就要花掉两
天时间。”项文化说。

他不在意劳顿之苦，在意的是他
的科研梦想。 与会同生态站一水之
隔， 是一片240多亩的次生杉木林野
外观测试验基地。 这是他科研的阵
地。如今，这片基地的杉树伐过一轮
之后，年龄最大的杉树已有28岁。

从生态站到基地， 要过一条河。
往返无数次，但项文化仍不知道河的
名字：“北大不是有未名湖吗？这个基
地就是我们的未名湖畔。”

已是暮春，水深过膝。项文化和
随行的学生们，穿上长及腰部的防水
套靴过河。“水再深一点，我们就只能
划船了。遇上风大水急，翻船也是常
有的事。” 项文化坦言， 他也曾当过
“落汤鸡”。

一进基地，首先是一个水文观测
站。地表水和地下水通过长达6公里、
深达10米的水泥墙拦截收集，各种数
据通过自动记录仪，在记录纸上留下
平滑的曲线。他说：“这是我们观测杉
木林对水土涵养功能的重要观测数
据。”

走进基地的1号集水区， 一株株
杉木有盘子那么粗，高直挺拔。“你看
它们的树皮是红色的，还能长。”项文

化抚摸着这些树，如同抚摸着自己的
孩子。

“这是微根管，可以查看树的根
系情况。这是生长环，可以测量树径
生长的速度。这是棚架，可以测算落
叶对土壤的反哺能力……”项文化仔
细地向记者介绍着各种观测项目，如
数家珍。

这些年来，他们究竟观测记录了
多少数据？“太多太多了。”项文化说。
仅近5年，他们就获得气象、水文、植
物、土壤、树种的原始观测数据150多
万个，试样分析数据50多万个，并已
分门别类地建立好数据库。39年的数
据资料，装满了整整12个书柜。

“我们收集的各种实验数据，数
量之多、内容之细、持续时间之久，居
全国第一， 在世界上也是数一数二
的。”项文化介绍，来站里考察交流的
国内外专家、学者络绎不绝。英国剑
桥大学、德国弗莱堡大学、加拿大雷
克海德大学等国际知名大学都慕名
派人前来合作研究。美国生态学教授
乔顿留下了“你们的实验研究非常成
功，世界罕见”的惊叹。

这些数据为国家研究森林生态
环境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其研究成果
被联合国粮农组织采用，为我国在应
对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提供了具有
说服力的数据支持。

时光闪回。
1988年，项文化第一次来到会同

生态站。
“那时，田大伦教授是站长，我是

她的研究生。她告诉我，基础科研就
是要耐得住寂寞。”钻山林，打样地。
项文化背着干粮，跟着田教授在山上
一呆就是一整天。

“这个观测塔， 我曾呆过一整
夜。” 项文化指着一座20多米高的铁
塔告诉记者。当时，项文化正在收集
杉树叶片光合作用的24小时数据，测

量工具是手动的，每隔一小
时就要收集一次。 一整夜，

他就窝在那个塔上，
测量、记录 ，未曾
合眼。

田教授退休
后，项文化接过了

重任，继续坚守会同生态站。
“有一年暑假，我们派了10多名

研究生来基地观测研究，生态站潮湿
闷热，蚊虫遍布，有的学生被大蚊子
吓得哇哇大叫。 项教授与学生们谈
心， 说自己当研究生时条件更艰苦，
曾在这里蹲守了半年多时间。学生们
一听，由衷地敬佩，再也没叫过苦叫
过累。” 项文化的同事邓湘雯教授回
忆说。

让学生吴惠俐印象深刻的是，每
一次搞科研打样地时，项教授都要做
示范：“微根管打进土壤很有讲究，要
选好位置和插入角度。项教授开工前
示范一次， 还轮流在各小队示范指
导。每次他都做得比我们多得多。”

田教授退休后，好几年，会同生
态站都没有拿过有分量的科研奖项，
质疑声四起。“不少人问，你们行不行

啊，是不是再也出不了成绩了啊？”邓
湘雯回忆说，重压之下，作为领头羊
的项文化一点也不急躁。他反复地跟
站里的人说，基础科研一个小项目动
辄需要几十年的观测数据支撑，“不
踏实做事，怎么能成事？”

在项文化的带领下，站里的人跑
得更勤了。基地的观测一年365天，一
天6趟，不间断收集。会同其他区域的
杉木次生林、 其他树种原始森林，也
留下了他们观测的足迹。“这些年，为
收集数据， 我跑遍了会同大部分乡
镇。而项教授去过每一个村。”赵仲辉
副教授说。

天道酬勤。2016年， 会同生态站
有两个项目分别获得湖南省自然科
学一等奖、 湖南省科技进步奖一等
奖。至此，会同生态站共获国家级、部
级、省级科研奖励14项。

2 “基础科研就是要耐得住寂寞”

3 每一点时间碎片， 都用在了学习和科研上

� � � �项文化（右一）在指导学生野外观测。（资料图片） 刘凯 摄

走在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的校园
里，项文化的双肩包是一道不变的风
景。

“以前，我们经常看到田教授走
在前面， 项教授背着包跟在后面，两
个人都走得飞快。现在，项教授领着
学生走，双肩包没变，速度也没变。”
该校宣传部干部邹敏说。

打开项文化的双肩包，里面是一
台手提电脑和一个2T的移动硬盘。
“有了它们， 项教授随时随地都能开
展工作。”项文化的助理欧阳帅说。

教授、 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会
同生态站站长，项文化的工作繁忙又
紧凑。每一点时间碎片，都用在了学
习和科研上。

指导学生， 项文化从不懈怠。有
一年寒假，项文化农历正月初五就从
老家赶回了学校，指导一位学生改论
文。“他完全可以在家里改好传给学

生，但他觉得学习效果不好，宁愿麻
烦自己。”欧阳帅回忆说。

让学生周文博印象深刻的是，
有一天， 项文化指导学生改好论文
后，已是凌晨1点钟。“我们都回寝室
休息了， 项教授却去了实验室继续
工作。”

在会同生态站，项文化也惜时如
金。“白天打样地已精疲力尽，回到站
里， 项教授晚上还在查资料， 写论
文。”学生张胜利回忆道。

言传身教， 会同生态站人才辈
出。近5年来，已培养博士26名、硕士
86名，在读博士16名、硕士67名。其中
有2人成为国家野外观测站站长，还
有一批中青年生态学家。

“基层科研持续性很重要，人才
培养不断层显得尤为重要。” 项文化
说，“我要倾尽全力， 为国家培养、储
备一批人才。”

� � � � 4月27日，项文化在计量杉树的胸径。
刘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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