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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南工作是什么体验?海大教授田新龙说：

海南给了我“家”的感觉
浪漫、充实、温暖

志发表 SCI 论文 20 余篇；主持国家级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 4 项，海南省重点研发
计划 2 项，海南省高层次人才项目 4
项；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6 项。
“在海南，同样可以大有作为！”田
新龙对工作充满信心，他说，科研永远
在路上，他会带领团队不断向前。

“在 海 南 工 作 是 怎 样 的 体
验？”每当谈到这个话题，海南
大学南海海洋资源利用国家重点
实验室田新龙教授总是脱口而出
六个字——浪漫、充实、温暖。
来海南工作两年，他对此已经深
有体会。
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
都市报记者 黄婷

温暖 已把海南当故乡

浪漫 南国的美让人沉醉
浪漫，是田新龙初识南国时就种下
的海南印象。
2018 年 2 月，当时还是华中科技大
学博士后的田新龙带着全家人到三亚旅
游。碧海蓝天、椰风海韵，他牵着爱
人、孩子的手，在海边漫步，何其浪
漫！海南的美，让田新龙沉醉。
假期结束，当田新龙一家准备返程
时，却因大雾导致航班延误。田新龙利
用这个时间，带着家人来到海口，他们
在海甸岛吃海南美食、逛海大校园。东
坡湖上白鹭飞舞，校道两旁红绵花含苞
待放，教学楼前的长椅上学子埋头苦读
……海南大学的美让田新龙眼前一亮。
江南虽好是他乡！几天后，田新龙
离开这个浪漫的旅游地，并没想过以后
会和海南发生交集。
2018 年 4 月 13 日，中国特色自由贸
易港落地海南，习总书记也殷切嘱托，
“要支持海南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学科”。
田新龙看到这一消息后，莫名有些兴奋。
不久，田新龙在网上看到一则海南
自由贸易港引进人才的消息。其中，海
南大学南海海洋资源利用国家重点实验
室的招聘岗位吸引了他。然而，田新龙
去海南发展的决定并不被看好。
“在异地
他乡，人生地不熟，一切要从头开始。”
父母想让他在离老家安徽比较近的地方

田新龙在做实验。
（受访者供图）
发展。
“海南承诺的人才引进保障措施到
底能否兑现？”朋友劝他要认真考虑。
“说实话，当时我心里也打鼓，父母、
朋友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田新龙坦
言。虽有些犹豫，但他的内心却燃烧着逐
梦的激情。经过一系列的面试考核，田新
龙最终以海南省“领军人才”的被引进到
海南大学，成为南海海洋资源利用国家重
点实验室教授、博士生导师。

充实 奋斗是大家共同的语言
充实，是田新龙在海南大学工作、
生活的真实写照。
进入海南大学南海海洋资源利用国
家重点实验室短短半年后，田新龙就因
出色的科研能力和科研成果，被学校允
许组建自己的团队，成为“海洋清洁能
源”创新团队负责人。
团队成立之初，只有田新龙和两个
硕士研究生，但这并没有阻挡他奋斗的
脚步。田新龙带领学生，利用海南大学
的支持和海南得天独厚的条件，深耕海

洋氢能源这一研究领域。
他每天不是在教室传道授业，就是
在实验室探索研究，抑或在海边采集海
水、在海上测试设备性能……工作忙碌
而充实。
“大海会悄然融入你的生活，工
作有时会像度假一样浪漫。”田新龙说，
做科研有时会枯燥乏味，可海南独特的
美让日常工作有了颜色。
乘着海南自贸港建设的东风，田新
龙团队力量迅速壮大。短短 2 年时间，
团队已经发展到 34 人，其中教师 7 名，
包括 4 名博士后、3 名博士。这是一支年
轻的队伍，平均年龄仅 32 岁。大家来自
五湖四海，有着不同的方言，却都把奋
斗当作共同的语言——常常为了一个数
据，大家加班加点；为了结果更准确，
大家通宵达旦做实验；有时也会因为意
见分歧，争得面红耳赤；每当团队取得
成绩，大家又都不约而同兴奋不已。
近两年来，在田新龙教授的带领
下 ， 团 队 在 包 括 国 际 顶 级 期 刊 Science、能源类顶级期刊 Joule 和国内综
合性顶级期刊 Science Bulletin 等杂

温暖，是田新龙作为“新海南人”
的真切感受！
作为安徽人，生长在河南，求学在
天津、广东、湖北，海南之于田新龙是
全新的感受，然而，他很快就有了回家
的感觉。刚来海南，学校就按照承诺帮
他解决了配偶就业、孩子上学问题。
“当
时孩子上幼儿园，如今上小学，都是就
近免试入学。”田新龙说，过一段时间，
他 就 可 以 领 到 135 平 方 米 人 才 房 的 钥
匙，在海南有自己的家啦。
让田新龙感到温暖的还有来自校友
的关怀。
“我刚来海南没几天，华中科技
大学海南校友会秘书长王能友就联系上
我，带我认识了很多华科大校友，大家
经常在一起聚会、交流。
”田新龙说，华
中科技大学在海南的校友有 4000 多人，
仅海南大学就有 50 多人。
“不光华科大，随着海南自贸港的建
设，各高校校友纷至沓来，在这里，人
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小家庭，有了归属
感。
”田新龙说。
来琼两年多，田新龙把当游客时的
浪漫过成日常——忙完一天的工作，趁
着晚上海风习习，和家人一起到海边漫
步；周末，约上三五个朋友自驾到乡
间，一起品尝椰子鸡、东山羊、清补凉
……
天气渐凉，田新龙牵挂着远在安徽
的父母，他请二老来海南过冬。电话那
头，传来两位老人爽朗的笑声。当初，
他们对田新龙来海南发展的担忧，早已
一扫而空……

城事播报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等部门

文昌市工商联

查处两起违法排污案

选举产生新一届领导班子

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市报
10 月 30 日讯（记者 李文韬 党朝峰）近
日，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与海口市综合
行政执法局、市生态环境局、市水务局
等部门共同开展联动执法行动，及时查
处污染江东新区生态环境行为，公布
2021 年第三批污染生态环境执法 2 起典
型案例。
中交一公局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建筑
分公司在位于海口市美兰区灵山镇椰海
大道北侧的海南省中医院新院区项目工
地排放生产废水，经检测，氨氮、总磷

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市
报 10 月 30 日讯 (记者 吴岳文) 10 月 29
日，文昌市工商业联合会 （总商会）
第十五次会员代表大会在文城召开，
选举产生了新一届领导班子。海南春
光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黄春光当选文
昌工商业联合会主席、总商会会长。
会上，新一届领导班子表示，文
昌市工商联将团结广大非公经济人
士，强化服务意识、敢于担当，展现
民营企业的更大作为，努力在招商引
资、乡村振兴、万企兴万村、光彩事

均超过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限值，污
染周边环境，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依
据有关规定，于 10 月 26 日下达行政处
罚告知书，对该分公司处 13.3 万元的罚
款，责令立即改正。
9 月 1 日，周某华在美兰区琼山大道
与顺达路交叉路口西北侧非机动车道（雨
污分流地区），将吸污车内污水经雨水箅
井排入市政雨水管网。海口市综合行政
执法局及时制止违法行为，依据有关规
定，对周某华处 2 万元罚款。周某华当即
整改，
缴纳罚款。

业等工作中多做贡献。
近五年来，文昌市工商联 （总商
会） 团结引领广大非公经济人士，在
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等方面做出卓有
成效贡献，文昌全市民营经济蓬勃发
展、经济形势不断向好。文昌市工商
联 （总商会） 被评为全国“五好”工
商联，会长黄春光当选党的十九大代
表、并荣获“2020 年全国劳动模范”
荣誉称号，传味文昌鸡有限公司董事
长林鹏被授予“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
人”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