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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新平

看到《湖南日报》举办“我家这
五年”征文，全家开了一个简短碰
头会。“要说我家这五年变化最大
的是什么？ ”我刚开口，妻子脱口而
出：“是互联网， 不但改变了世界，
也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 ”儿子
深表赞同：“如果要写，写网络最有
代表性……”没想到，全家对网络
这么一“网”情深。

回想这五年， 社会发展得真
快，中国大飞机首飞、国产航空母
舰下水、天舟一号与天宫二号成功
对接、光量子计算机诞生……而互
联网正以惊人的速度悄悄改变着
我们身边的一切。

我与妻子过去习惯到商场购
物，费时又费力，特别过年的时候，
不少年货价格上涨， 有的品种奇
缺，妻子满脸抱怨。 四年前儿子大
学毕业后，要他妈妈开了一张年货
清单，在“淘宝”网站上一次性“搞
定”。 松子、无花果、杏仁、葡萄干、
瓜子经过快递如约而至， 价廉物
美，为妻子争得了几分“脸面”。 春
节期间，妻子逢人就说：“这些东西
是我儿子在网上买的。 ”说得眉飞
色舞，津津乐道。 如今，没有一个行
业像互联网这样深刻地改变着我
们的生活。

妻子接受新生事物快，在儿子
的指导下，她很快学会了“触网”，
开通了“支付宝”，到长沙、广州、北

京出差， 通过网上订高
铁票、飞机票，方便

快捷；在市内搭车，在手机里“滴滴
出行”APP上点击几下，两三分钟内
“滴滴打车”来了，到达目的地，通过
手机自动付账，不用找零钱，还可评
价司机的服务态度；双休日，到外面
旅游，吃饭、住宿、租车“一条龙”服
务，全部通过网上订购，比传统方法
方便、便宜，牢牢掌握了衣食住行的
主动权。

家里还建了微信群， 妻子当群
主， 整个大家庭的大事小事喜事一
天到晚在群里闹翻了天， 微信红包
不断， 微信聊天让整个家庭享受到
创业的艰辛和成功的喜悦。有时，妻
子通过微信与远在广东的弟弟视频
聊天，面对面，眼对眼，仿佛亲人就
在身边。 互联网正悄悄改变着家里
的一切，看新闻，上网；购物，触网；
存钱，用网；聊天，网上见；发邮件，
在网上；甚至连车辆违章、公积金、
医保社保查询，也离不开互联网。

互联网也改变了我的写作习
惯。 去年9月，我在网上开通了个人
微信公众号“草根心宇”，几乎每天
发表一篇原创散文或报告文学，第
一时间交“铁杆网友”评判、审定，吸
引到1200多个“粉丝”，收获阅读量
14万多次，点赞983次。 这些文章发
布后，通过与“粉丝”互动，拥有较高
的人气和关注度，我成为了“网红”。

我家的触网、上网、用网经历，
只不过是中国亿万家庭中的一个缩
影。 目前，超高速网络、万物互联等
信息技术已推动并巩固互联网成为
经济增长新引擎， 我国将从全球互
联网发展的受益者变成贡献者和引
领者。

互联网不但引领着中国亿万居
民的生活新时尚， 而且幻化为改变
世界的伟大力量。

胡旋

我的家在娄星区蛇形山镇花乔
村富家堂，这里的人们聚族而居、耕
读为本。 我从14岁告别家乡到双峰
一中求学，已整整40载。1980年农村
生产责任制时152人的富家堂如今
常住人口39人。

60年前， 家乡积极响应党的号
召大兴水利，修水渠，建电排、倒虹
吸管，河水哗哗笑山坡，金溪公社把
我们的富家生产队作为典型示范推
广。 近年来，留守人口老化，梯土、新
开田相继抛荒，我看在眼里、急在心
里。 乡亲、乡音、乡情、乡愁时刻牵动
着我的心。2011年8月我从温州回长
沙发展，在老家休整了3个月，如何
因地制宜发展家乡、建设家乡、保护
家乡？ 如何与国家的产业政策对接？
切入点在哪里？ 经过深思熟虑，我主
动与蛇形山镇林业站联系， 决定带
领大家连片栽种山茶树。 2012年3
月， 我从太平寺苗圃以每株2.5元的
价格购进良种山茶树苗300株。栽种
在屋后责任地里， 在我的示范带领
下，胡氏17个农户、且大多是非常住
户口连片栽种了山茶树32亩， 当年
10月， 顺利通过双峰县林业局组织
的检查验收， 实地测量后领取了每
亩300元的退耕还林补助，大家心里
很高兴。

自此以后，我每年3月12日植树
节前后回家种树。 屋后山茶树为主，
杉树、 国外松为辅； 屋前桂花树为
主，杨梅树、柑橘树为铺。 农户之间
互通树苗信息， 交流培育和管理体
会， 整个富家堂房前屋后绵延至西

林山，树木错落有致，各抱地势，争
相茁壮成长。 茶花怒放，桂花飘香，
杨梅进酒， 金橘压枝， 一年一个起
色， 有劳力的农户在林地里间种花
生、红薯等农作物。

如今我家屋后栽的200株国外
松长成了参天大树， 最高的20米出
头，屋前67株桂花树枝繁叶茂，四季
常青，2012年以来五年间栽的1000
余株山茶树成活率在98%以上，大的
一人一手高，开了处女花，为长远计，
头两年摘掉花蕾，不让挂果，明后年
将进入丰产期。 杨梅树、樟树、柑橘
树、梧桐树都在拼命地往上生长。

树多了、大了、茂密了，春天发
新芽，夏天纳清凉，秋天品果实，冬
天御寒风。 最令人欣喜的是，林子大
了什么鸟都有， 这里简直成了鸟的
天堂。 久违的麻雀归来了，燕子每年
准时来安家，斑鸠、喜鹊、啄木鸟还
有许多不知名的鸟时常聚会， 飞来
飞去， 有时三五成群， 有时铺天盖
地，清晨引吭高歌，黄昏盘旋归巢；
鹰在高空盘桓， 黄鼠狼成了不速之
客，鸡没有安全感，为此老爸多次来
电寻求解决办法。 为了人与自然的
和谐相处，只能让鸡受点委屈，人作
点牺牲，改放养为笼养。

五年来，我家的树越栽越多、越
长越大。 特别是山茶树四季常青装
点家园，开花结果改善生活，茶油是
一种没有污染的优质植物食用油，
未来市场前景看好。 看到这些山茶
树，我仿佛看到了金山银山，仿佛看
到了我家美好的明天。

我的老家是百鸟天堂， 更已成
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乐园。

何宇红

“我的信仰在召唤着我！ ”
2006年，当年那个有着海洋梦的孩子已

经成为了一个海洋生物学家， 他毅然归国，
因为他牵挂着祖国海洋里美丽的珊瑚。

此前读博士他考入中科院海洋生物研
究学院，选择了海洋生物研究。 当时我国海
洋生物学是所有生物学研究中最薄弱最落
后的分支，刚刚起步，从国家利益出发，他决
定从这个薄弱部分开始赶超。 另一个原因是
小时候对大海的向往。

在瑞典两年的博士后研究中，陈偿取得
了一系列的成绩，在有影响力的国际期刊上
发表论文，得到国际认可。 学业结束，陈偿谢
绝了导师的挽留、瑞典政府的高薪聘请和优
厚的生活条件，选择回国。“正因为我们国家
这方面的研究比较落后， 所以我更要回去。
我的信仰在召唤着我！ ”陈偿一直觉得自己
离“信仰”这个庄严的词很遥远，此刻，他觉
得信仰就在他的内心升腾，这就是祖国的呼
唤。

珊瑚为何变白、死亡？珊瑚礁
将从地球大部分地方消失？

珊瑚其实是动物珊瑚虫和植物虫黄藻
共生的载体，两者是共生关系，离开谁都无
法生存。 珊瑚本身是白色的，它的美丽颜色
来自于体内的共生虫黄藻。 如果共生藻离开
或死亡，珊瑚就会变白，最终因失去营养供
应而死。 珊瑚变白的主要原因是虫黄藻的生
活环境发生变化， 海水温度升高4摄氏度以
上，珊瑚就大量白化，死亡率在90%以上，海
水浑浊、对阳光的透射能力下降，也会使珊
瑚礁面临威胁。 病毒可能是导致珊瑚白化的
根本原因。 陈偿就是研究这种病毒的人。

七连屿附近有一个0.18平方公里的小
岛，因为珊瑚白化严重，海水冲击加上台风
的侵袭，5年以后这个小岛消失了；海南文昌
县月亮湾的海岸线则因为珊瑚礁遭到人为
破坏，一度后退200多米。 如果不采取得力措
施，100年内，珊瑚礁将从地球上的绝大部分
地方消失。 中国众多珊瑚群岛的命运也不容
乐观。

有鉴于此，陈偿带着他的伙伴们白手起
家，克服重重困难，在西沙群岛兴建永兴岛
海洋站，在茫茫大海中建立了永不沉没的科
考船。

保护珊瑚就是保卫我们神圣
的领土

陈偿说当美丽的珊瑚褪掉各种颜色，出
现“白化”，就意味着濒临死亡。 我国的岛屿
绝大多数是珊瑚岛，没有珊瑚，这些岛屿的
面积就会一寸寸流失减少，所以，保护珊瑚
就是保卫我们神圣的领土。 这是具有国家战
略意义的事业。

归国以后， 陈偿回到中科院南海研究
所工作， 他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自己租船
和设备， 深入海下世界， 了解南海珊瑚的
现状。 他了解到西沙群岛因海洋环境恶化，
珊瑚生病、 死亡现象已在一半以上， 心急
如焚， 四处奔走呼吁， 国家终于决定成立
对生病珊瑚进行病理研究并进行治疗的实
验基地， 地点在南海诸岛中面积最大的岛
屿永兴岛。

基地建设困难重重。 第一次来到岛上，
陈偿和学生们全靠自己肩挑手扛， 从轮船
上卸下建房的基本设施， 钢管、 夹板、 水
泥、 砂石等等。 每天在40摄氏度的高温中

的沙滩上睡觉， 蚊子成群地飞， 鸟粪随意
地落在脸上。 那时没有水和电， 淡水靠大
陆来的大船供给， 十天半月才来一次， 常
常不能洗澡。 晚上所有活动只能打手电，
电池也必须省着用……

终于，陈偿在当时的永兴岛上搭建了第
一座活动板房， 两年后珊瑚实验基地竣工，
紧接着实验大楼动工，各种先进的设备相继
引进，永兴岛有了可以拆卸的移动式珊瑚育
苗基地，有了海水过滤消毒系统，有了玻璃
钢槽培育系统等等。

西沙站、南沙站：南海上永不
沉没的“科考船”

条件虽比陈偿刚来时要好很多倍，但比
内陆还是差之千里。 食物要依靠补给船运
送，没有新鲜蔬菜，没有网络，连电话都不能
打。 最可怕的是台风。 每次台风的侵袭都是
一场战斗。 有一次台风使补给船一个多月无
法起航，后来连野菜都吃光了。

尽管条件艰苦，但陈偿和他的同事们一
直坚守在永兴岛。 2011年，陈偿受命于危难
之际，被任命为西沙站的执行副站长（没有
设站长）。 他使出了浑身解数让西沙站兴旺
发达起来。 他主持“中科院野外台站网络建
设项目”， 从此永兴岛上有了正常的网络系
统；他兴建园区，内有水文和气象实验室、水
声实验室、生物化学实验室等等大小实验室
10间；他建立了保障科研调查所需的各种条
件制度等。 2012年7月，海南省三沙市成立。
从不喜欢被媒体报道的陈偿借此机会大声
呼吁，面对记者滔滔不绝，呼唤更多想干出
一番事业的科学家来共同分享这个海洋资
源研究的平台。

终于，越来越多的海洋生物学家、科研
人员来到岛上，形成了我国海洋领域一支高
水平的专家团队。 陈偿和队友们陆续建立了
立体的海洋、 大气以及环境生态监测体系、
南海水文环境数字预报系统，这是一个凝结
水圈、生物圈、岩石圈以及大气圈的多学科
综合观测系统，不仅可以遥知南海的空间世
界，还可以预知海洋的未来走向，结合卫星
资料，可预知15天以内的海洋天气情况。 有
人说，西沙站就像一艘停泊在南海上的永不
沉没的“科考船”。 2013年，陈偿又担任了南
沙站的站长。 作为两个站的掌舵人，陈偿正
不遗余力地工作着。

在黑暗的隧道里获得光
医生治病， 常常是世界上已有这样的

病例， 但陈偿研究珊瑚却特别艰难， 因为在
国内还没有先例， 国际上对珊瑚生老病死
的研究也是近十来年的事情。 一切都像在
一条黑暗的隧道里孤独地摸索， 要获得黑
暗之外的真理之光， 是一个多么艰难曲折
的过程啊！

最辛苦且有生命危险的事情，是下海取
样。 整天在40摄氏度的高温下暴晒，珊瑚的
刺很锋利尖锐， 陈偿每次潜海总会挂彩、耳
鸣， 腿上留下一道道疤痕。 尽管也能找渔民
替自己下海，但他必须亲自去海底和珊瑚对
话，亲自取样，心里才会踏实。

经过千万次探索，陈偿取得了可喜的研
究成果，确定了我国南方沿海珊瑚的主要病
原弧菌，发现了西沙群岛珊瑚礁白化的几种
主要病原菌，发现了环境与珊瑚共生微生物
的关系， 分离并发现了４种海水益生菌，获
得了四项国家发明专利。 8年多来，陈偿发表
论文30多篇， 在学术上赶超了国际水平，还
作为第一发明人申请发明专利13项，获授权
发明专利9项。

在已经死亡的珊瑚礁上“种”
珊瑚

在西沙的海底世界，陈偿和他的战友们
潜入水底，在一处珊瑚完全白化的珊瑚礁停
留下来， 拿出一个事先已经焊接好的铁架，
固定在已经死亡的珊瑚礁上，在铁架上稳妥
地植入人工礁体，小心翼翼地将切成手指一
般大小的珊瑚枝粘在人工礁体上，珊瑚枝便
会在人工礁体上成活生长。 这时，陈偿不止
是珊瑚的医生，他已经变身为珊瑚的“修复
大师。 ”

经过多年探索， 陈偿和队友们研究出
了独创的修复方式与机制。 第一招是通过
人工培育珊瑚， 使珊瑚礁上生长出年轻的
生命， 让珊瑚礁可以起死回生。 第二招是
通过大如圆桌、 小如脸盆钢筋混凝土人工
预制礁体， 抗击风浪， 固定珊瑚， 将人工
礁体安放在珊瑚礁上， 培植活的具有无性
繁殖功能的珊瑚枝， 使之在人工礁体上繁
殖成活。

近几年，项目组科研人员先后在西沙海
域投放了400多个附着珊瑚枝的铁架子及
1500多个水泥预制件礁体， 最早放下去的5
厘米大小的珊瑚枝， 如今已生长到13厘米，
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修复珊瑚的曙光了。

珊瑚卫士的拳拳之心
三沙市建市后，陈偿作为三沙市人大代

表大声疾呼，建议尽快设立专门的海岛生态
环境保护机构，建立珊瑚礁生态环境监测网
络，同时打造国家海洋生态公园与旅游示范
区，通过珊瑚移植、人工礁体投放和生物资
源放流恢复，重建健康的热带珊瑚礁生态系
统，使示范区成为具有三沙特色的集珊瑚礁
生态修复、水下旅游观光服务和岛礁安全保
护于一体的综合示范平台。

陈偿的西沙站与三沙市合作，开展了拯
救珊瑚的一系列行动： 建立污水处理厂、垃
圾收集转运站、环卫站、海洋生物和文物保
护站、海洋环境监测站等，主持“南海（三沙）
旅游开放开发规划”，引导渔民转产转业、调
整渔业产业结构……凝聚了这位珊瑚卫士
的拳拳之心。

看到人们越来越懂得保护海洋生态环
境的重要性，陈偿深感欣慰。 但他仍充满忧
患意识。 救护珊瑚，医治珊瑚，为了珊瑚的那
一份美丽，为了国土的更加完整，陈偿愿意
守护一辈子。

———湘籍海洋生物学家
陈偿的故事

珊瑚卫士

湖湘风流

在华容县终南乡松树村的一所
小学里， 一个叫做陈偿的小男孩被
语文书上的一段话迷住了：

西沙群岛一带海水五光十色 ，
瑰 丽 无 比 ： 有 深 蓝 的 ， 淡 青 的 ，
绿的， 淡绿的， 杏黄的……海底的

岩石上长着各种各样的珊瑚 ， 有
的像绽开的花朵， 有的像分枝的鹿
角……

陈偿的眼睛久久盯着写珊瑚的
那一段， 觉得珊瑚像一棵开花的树，
又觉得那些珊瑚好像在动 ， 难道珊

瑚是动物吗 ？ 他举起了小手 ： “老
师， 珊瑚是植物还是动物啊？” 珊瑚
是植物还是动物， 老师也不敢肯定。

“我长大以后要去看海 ！ 要去
探寻珊瑚后面的秘密！” 陈偿在心里
种下了一个梦。

陈偿指导学生实验。

2009年西沙永兴岛。

一“网”情深

鸟的天堂我的家

“我家这五年”征文 投稿邮箱：xiangjiangzhoukan@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