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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由中国腐植酸工业协会、山西省腐植
酸产业协同创新中心联合主办的“第二届全国土
肥和谐大会”近日在北京召开。来自全国政协、农
业部、环境保护部、中国科学院等单位的专家和学
者共计 200余人参加了会议。

当前，农业绿色发展要有整体性、系统性、协
调性。肥料是绿色农业的要义，肥料产业发展要
注重科技进步和物质装备水平提高。中国石油与
化学工业联合会副会长、中国氮肥工业协会理事
长顾宗勤指出，利用腐植酸物质开发腐植酸环境
友好型产品，优化新时期“土肥和谐”新关系，可实
现腐植酸、土壤、田园三位一体的良性运转。

农业部耕地质量监测保护中心处长李荣表
示，当前我国化肥使用强度仍超过环境安全阈值，
农田土壤改良和地力提升的任务仍十分艰巨。有机
质在耕地质量中处于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腐植酸
肥料是绿色安全肥料。科学合理施用腐植酸肥料，提
升土壤有机质，是生态文明建设重要举措，也是乡村
振兴战略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中国腐植酸工业协会名誉会长曾宪成指出，面
对新时代的召唤，让黑色腐植酸在土壤、肥料、粮食与农
田安全生态链条的建设上发挥更大作用，不仅是新时代
的要求，也是腐植酸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李双

本报记者聂廷勇 见习记者杨礞羽重庆报道
来自重庆土壤修复行业内有影响力的高校、科研
院所、核心企业共 12 家单位，近日联合发起成立
重庆土壤修复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共同推进
土壤环境修复产业健康发展。

成立战略联盟推动企业发展

在国务院印发的《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中
明确提出，土壤污染防治要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坚
持源头严控，强化科技支撑，发挥市场作用，引导
公众参与。强化土壤污染管控和修复是生态文明
建设重大而紧迫的任务，重庆土壤修复产业技术
创新战略联盟应运而生。早在半年前，重庆土壤
修复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开始酝酿，由重庆环
投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牵头，与另外 11 家单位
共同发起，下设一个专家委员会，聚集了 13 名国
内土壤修复领域有影响力的学者和技术人员。

重庆市从 2006 年就开始进行土壤修复，目前
有上百家机构和企业从事这一行业。但在重庆理
工大学污染场地修复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战
略联盟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高焕方教授看来，虽
然从业企业数量较多，总体而言小而不强、多而不
精，大多数企业技术水平较低，从业人员素质参差
不齐，跟沿海城市相比，还有不少差距。

“土壤污染与当地的产业息息相关，重庆过去
是重工业基地，因此土壤中污染成分较多的是重
金属和有机物。”高焕方介绍，通过成立战略联
盟，将以企业为主体，以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为支
撑，从技术研究、产业发展、成果转化、检测评估等
多方面共同推动重庆土壤修复行业发展。

结合重庆实际创新修复技术

据了解，联盟联合了有志于积极投身生态环
境保护、土壤环境修复事业，从事土壤治理修复技
术研究、设备制造、环境监测、应用服务的企业和科
研机构、高等院校等企事业单位，进行土壤环境修复
技术创新、信息共享等领域的多边合作，以提升联盟
成员的技术研究、生产制造、集成应用水平和重庆土
壤环境修复行业整体实力，打造行业品牌。

“未来的土壤修复技术将会从减少与人体的
接触、减少暴露途径以及降低环境风险这几个方
面进行突破。”高焕芳表示，相对大气污染、水污染
来讲，土壤污染的成分更复杂，防治难度更大，目
前常采用物理、化学、生物等修复方法，但还未找
到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作为科研院校，接下来
将做好污染场地的风险评估，对场地特征污染物
的处置技术开展研发，针对处置后污染场地的效
果进行评估，并针对行业的管理制度、政策制定，
向政府部门的决策提供依据。

力争补齐短板向全产业链发展

“土壤修复是土壤环境治理的其中一环，今后
应当向全产业链发展，往前为工业生产企业提供
技术支持，防治管控污染物进入土壤，建立风险防
范机制和应急措施，往后为业主单位提供监测等
配套服务，这两块的市场比土壤修复市场还要
大。”在战略联盟成立大会上，中科院生态环境研
究中心副研究员黄锦楼对行业的未来充满信心。

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主任林玉锁
则认为，我国目前的土壤管理还处于“补课”、“打
基础”阶段，土壤环境污染防治涉及到的调查、监
测、评估、修复制度几乎处于空白状态，当务之急
应出台《土壤污染防治法》，制订相应的土壤修复
标准、工艺等，为土壤修复产业提供制度保障。

“虽然重庆土壤污染防治管理处于国内领先
地位，但土壤修复产业发展和土壤污染防治技术
研发仍是短板。”重庆环投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董事长、联盟理事长周在江表示，联盟将通过整合
行业各方资源，创新土壤环境治理修复技术，推动
研究成果的转化和应用，力争补齐产业发展与技
术研发短板，努力打造一个从研究、技术应用到产
业发展的全产业链条的土壤修复试点，为重庆土
壤环境修复行业的发展做出贡献。

第二届全国土肥
和谐大会在京召开

12家单位在重庆
为土壤修复“结盟”

力争补齐技术研发

与产业发展短板

让董文茂印象深刻的，是陈能场对专业的执
着。据他回忆，陈能场建立了一个数据库，里面有各
类公开发表的专业文章，包括学术文章、资讯、政策
等。数据库的建立为新媒体科普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支撑，也就避免了在新媒体传播中的碎片化。“专业
的要求看起来既复杂也简单，比如对文章数据准确
度的要求，观点是否具有价值等专业的判断。连文
章的错别字他也会指出来。”

专业最终要具体落实到科普对象身上。目前，
陈能场正在撰写一篇文章《在粮食安全面前，农民能
够做什么》。“农民是土地的直接作用者。如果农药、
化肥施用过度，重金属控制不当，则会直接影响土壤
健康。”

从 1991 年开始，陈能场与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
与资源研究所、中国疾控中心等单位的专家一起，在
湖南湘西凤凰县从事土壤研究和修复工作。作为一
个多学科的项目，在常年的研究调查中，不同单位的
学者会基于各自的专业背景开展研究，有的侧重土
壤重金属调研，有的侧重于对农民生活习惯的调查
等。“总体来说，在土壤治理修复后，现在的重点工作
在于推进农民意识、观念的转变，来维护已经转好的
土壤健康。”

对农民的科普宣传是结合当地实际进行的。
2015 年 6~7 月，受广西南宁市科技局的邀请，陈能场
到广西横县、清秀区、马山县等六七个县区做科普讲
座，主题是如何发展生态农业，提高农产品的生态
优势。

田间地头，烈日当空。一个农民手里抓着一把
长势并不好的作物问：“为什么土壤收成不好”？陈
能场一看，告诉他“土地缺钙”。

万物土中生，有土斯有粮。只有健康的土壤，才
能种出健康的粮食。深感对农民科普的重要性，在
讲课之余，陈能场和中科院的专家们用 PPT 授课材
料制作了一本书，四五百页里图文并茂，农产品出现
的问题均对应土壤解决办法。这让当地百姓大为
受用。

现在，陈能场正忙于制作一本挂历。挂历涵盖
12 个月，长 60 厘米宽 40 厘米，告诉农民每个月的土
壤该如何保护。

除了农民以外，对中小学生的科普也是他的一
大重心。2016 年 10 月，在中山大学附属中学为初中
生做了一场《环境如何影响粮食安全》的讲座后，学
校严校长深受感染，他佩服陈能场善于把深奥的专
业知识，“翻译”成连小学生都听得懂的语言。2017
年 11 月，学校又邀请陈能场去为学校的高中生做了
一场题为“土壤与人体健康间的一些故事”的科普
讲座。

有一次应广州市科协的邀请，陈能场到广州少
儿图书馆给小学生做科普，主题是“土壤与人体健
康”。让随行的董文茂惊讶的是，100 多个年龄七八
岁的小学生听众，在互动环节里竟然提出相当专业
的问题，如在食物选择上该多吃大米还是多吃面条、
吃镉大米会不会就不能长高了等。董文茂说：“足以
说明课程效果非常好。”

2018 年 伊 始 ，陈 能 场 对 新 年 已 有 了 清 晰 的
规划。

“在图文科普方面，把公号做好，影响更多人。
在短视频方面，做一系列土壤污染防治和粮食安全
的视频，跟上时代。在音频产品上，已经联系了北师
大珠海校区的大学生，让他们用各地方言把《土壤观
察》的内容做成广播，解决农民视力不好、手机未普
及、阅读有困难的问题。”

事实上，陈能场的主业还在科研上。除了做好
一些地方土壤修复项目，还要为政府服务，比如他参
与了全国人大在土壤立法时的意见咨询。他还肩负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环保咨询专家、广州市人大立法
环保专家、广州市固体废弃物监督委员会委员等职
务。可以预见，2018 年他会更加忙碌。

“但既然选择做科普，我就想做好一点，多做一
些。”陈能场说。

2017 年 12 月 31 日，HU7204 航班在 22 点 25 分起飞，从贵州铜仁凤凰机场，飞往深圳。到达时间：2018 年 1月 1日凌点 5分。
广东生态环境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陈能场就在这趟航班上。当大多数人阖家欢乐跨过新年时，陈能场的跨年是在天空中跨过的。为此，他在朋友圈发了一条

信息——跨年：您跨时间，我（还）跨空间！2018，新年
快乐。

把时钟再往前拨几小时，陈能场刚刚结束第九届
中国社会生态农业（CSA）大会活动。会议休息时间，
他忙里偷闲，接受了记者采访。同时，审核了微信公号

《土壤观察》的内容，发布了《土壤污染防治法（草案）》
二次审议稿的解读文章。两天前的 12 月 28 日，广东省科学技术协会开展的

“十大科学传播达人”终评进入公示阶段。获选名单
里，陈能场是 10 位获奖者中唯一进行土壤科普的环境
类科普达人。在陈能场转发的朋友圈里，许多朋友给
他留言祝贺。中科院南京土壤所副所长张甘霖连发 3
个大拇指符号，提醒他“记得报中国土壤学会”。环保
人青松留言说，实至名归。

陈能场的时间排得很满，2017 年 1 月 1 日，他同样是在
空中跨年。自从给自己加码土壤科普的工作以来，他每天
过得像打仗一样。

写与土壤相关的科普文章，到实地考察做科研，做土壤
相关讲座，为政府做专家咨询，是近几年他花费时间、精力
最多的事。其中，有关科普的副业大有越俎代庖的意味，也
正是这些事情，让不少人认识了他。

“土壤的科普比较复杂。这是由其特殊性决定的。比
如，重金属会给土壤带来影响，修复耗时、费力。因此，科普
的目的是为了强调风险控制，有预警的意义。”陈能场的普
通话有浓郁的闽南口音，“在我们国家，关于土壤的科普太
少了。”他说，科普是科学家的责任，他想做的，就是“努力传
播，让人们正视土壤保护重要性”。

2010 年，微博兴起。到 2012 年，忽如一夜东风来，微博
几乎席卷了每个人的手机。陈能场和往常一样，滑着屏幕，
陡生一种想法：为什么不把自己的专业写一写？很快，他以
真实姓名开通了微博，开始写作。

由于他的专业性，很快赢得了两万多粉丝。“我用自己
的真名，微博给我加 V 认证。这样，读者会信赖我说的话。
加 V，是对真实性负责。”陈能场解释说。

2013 年，有关镉大米超标的新闻引发舆情，甚至让人
们产生恐慌。作为长期从事土壤镉污染的专家，陈能场自
然成为记者们追逐采访的对象。最多的一天，陈能场要接
待十几位记者，说得口干舌燥。结果，却又不尽如人意。

陈能场翻看最终的报道：“记者们大都各取所需，内容
较为片段化。我真正想表达的，记者又不感兴趣。”他觉得
无奈。

不如自己写。
不久后，读者们翻看《南方都市报》，“舌尖上的重金属”

成为其中一个专栏，以每月两篇的频率见报，普及土壤污染
防治知识，告诉公众理性认识土壤污染防治。随后，他又在

《东方早报》开设了“生活的土壤学”专栏，不乏《土，能吃
吗？》如此趣味十足的话题。

杨柳就是在“传统媒体+微博”的宣传攻势中，认识陈
能场的。作为“一席”的编导，她的一项工作就是找到那些
知识达人，并说服他们来演讲。“一席”成立于 2012 年，通过
现场演讲和网络视频等方式，邀请知识大咖分享知识、信息
和观点，是有名的知识传播平台。目前在优酷上，已经更新
到 492期。

收到杨柳从微博发来的私信邀约，陈能场的第一反应
是拒绝。“听说要做报告，还有点紧张，一开始就拒绝了。”

杨柳没有死心，她回复说：“陈博士不要谦虚，我把你在
微博上发表的 1000 多条微博都‘翻烂’了，你应该来做这样
的演讲。”这席话，令陈能场若有所思。

“被她的诚意打动，最终我走入了演播大厅。”2013 年，
陈能场演讲的《生病的土地》在互联网上收获了百万点击
量，成为当时土壤科普界的一匹黑马，影响力很大。

“局部土壤污染的现状不容回避，但也不像公众理解的
那样恐怖。科学家需要告诉公众真相，以正视听。土壤‘生
病了’，但是可以治愈。就像人也会生病，看病就诊就能康
复一样。”陈能场解释说，但得有人站出来说。

2016 年末，“一席”做了一个年度回访大会的视频
录制，他们又找了陈能场录制视频。

几年过去了，“出镜”对陈能场而言，已经是小菜一
碟。2013 年视频的百万点击量，让他充分感受到互联
网的力量，“科普原来可以通过视频等媒介传播到更广
泛的人群中去”。

从点击时代到触摸时代，再到现在畅谈的人工智
能时代，互联网迎来了加速度裂变式的新一轮革命。
从 QQ、博客、微博再到微信和现在的智能分发平台如
今日头条、一点资讯等，依托于网络连接的社交媒体使
海量信息呈现在人们眼前，同时也诞生出一个热词：
KOL。

如果关注自媒体圈，KOL 一词会被频繁谈起。关
键意见领袖的英文是 Key Opinion Leader，简称 KOL，
基本上是在行业内有话语权的人。不同于网红，KOL
代表专业和权威，靠知识在互联网立足。

在这个“知”本时代，KOL 很容易圈来粉丝。而一
旦成为某个 KOL 的粉丝，忠诚度和信耐感很强，流失
率也较低。

董文茂早期在广东一家环保媒体从事采编工作，
在 2005 年时因采访和陈能场相识，成功被后者的专业

“圈粉”。2014 年初，两人一拍即合，建立了名为《土壤
观察》的微信公号，作为土壤科普传播的新媒体阵地。

“陈老师对新媒体始终保持着高度的敏感性和好
奇心。”董文茂评价说，陈能场对各类新媒体、技术的
发展主动关注、了解，并主动与相关的专业人士沟通、
学习。从最初的博客到后来的微博、微信公号，他经常
琢磨着将这些新媒体技术和平台与科普形成良性的互
动和结合。

目前，《土壤观察》已经积累了 33000+粉丝。在
2017 年微信公号粉丝增长普遍下滑的一年，《土壤观
察》的粉丝增长反倒比往年加快了。“我们前 3 年才积
累了两万多粉丝，2017 年是第四个年头，粉丝反而涨
了一万多。同时，我们还基于现有的粉丝，建了 7 个土
壤观察微信群。我们的群成员有 2600 多人。社群有
清晰的群规，确保群友有序、坦诚交流。我们建群的目
的主要为群友搭建一个互动的平台，同时有利于提高
公号粉丝的活跃度，提高公号与粉丝之间的黏合度。”
董文茂解释。粉丝的激增，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国内
土壤行业对土壤资讯、学术动态等信息的渴求程度。

4 年，33000+垂直精准粉丝，7 个社群，两个兼职的
人将土壤科普和专业知识覆盖到土壤专家学者、政府
官员、农业从业者、环保产业从业者。二人分工有序，
在题材的搜集和选择上，大部分题材由董文茂来搜集，
进行初步的筛选，陈能场负责专业上的把关，确定选用
题材，也会原创稿件或者向业内专业学者约稿，董文茂
则当编辑。文章编辑完成推送后，一般由董文茂负责
向专业群进行推送。

“传播应该是多媒介的。”这是陈能场多年科普实
践后的心得。3 年前，陈能场就参与了中国科学院生
态环境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中国生态学会生态健康与
人类生态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周传斌关于水、气的科普
漫画制作。这些项目是在中国科协科普资源包项目的
资助下进行的。2017 年，他们又开始制作《从土壤到
餐桌的奇幻之旅》科普漫画，很快就要推出。

2016 年，随着“土十条”出台，越来越多的专家、学
者从事土壤研究。我国日益重视土壤的科普工作，经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批准，土壤环境科学专家传播团队
成立。2017 年末，陈能场已经成功申请了土壤环境科
学专家传播团队的首席专家。

中国科协还为此专门举办了培训会，邀请今日头
条等智能分发信息平台的专业人士，为科学家们讲课，
讲解平台如何通过算法主导分发做科普，如何用好新
媒体做科普。会后，今日头条给陈能场开通了实名认
证加 V 的账号，帮助他更好地使用今日头条发声。

2 . 两个人，33000+粉丝 3 . 土壤专业的“翻译家”

1. 关于土壤的科普，太少了

▲图为陈能场制作的土壤挂历，帮助农民了解
每个月的土壤该如何保护。

▲图为陈能场在田间调研。

七色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