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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科技手段助力环保攻坚
要记广东省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许玫英
要要
本报记者 莫文艺

她长期致力于环境微生物学研究袁在微生物治理环境污染的新理论和新技
术等研究工作中取得多项创新性科研成果曰她是一位素质高尧业务精尧产出多
的优秀青年科技工作者袁一直坚守在科研一线袁先后承担了野973冶计划尧野863冶计
划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 30 多项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袁在华南地区乃至全
国环境有机污染治理方面取得积极成效袁 她就是广东省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许玫英遥

初出茅庐遇伯乐
二十多年前袁正当许玫英从暨
南大学环境生物学专业毕业准 备
找工作的时候袁我国环境微生物学
奠基人袁八十五岁高龄仍坚持在环
保科研第一线的简浩然先生刚 好
准备招助手遥 而当时广东改革开放
后袁经济快速发展袁印染等各类 小
作坊兴起袁 工业废水大量排放袁环
境污染很严重遥
偶然之下袁许玫英得到面试的
机会袁此前她一直在犹豫是否要留
校当辅导员遥 她去面试时袁简先生
语重心长地对她说院野我们国 家的

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袁 需要大量的
年轻人来参与遥 而你本身学的就是
环保专业袁 用生物的方法来解决环
境问题这个学科挺前沿的袁 你不应
该放弃这个专业袁 而是应该学以致
用浴 冶 简老先生的这一番话深深地
憾动了许玫英袁看到老先生八十多
岁依然坚守在环境污染治理的第一
线袁她暗下决心投身环保事业遥
野那个时候我们国家还是以经
济发展为主袁 对环保方面的科研工
作不是很重视袁 各方面的支持力度
不大够袁投入很欠缺袁工作环境并不

是很好袁很多这方面的人才都出国发
展了冶在这种背景下袁虽然简老先生
很有前瞻性袁有很多新的环保理念和
研究设想袁但由于助手们大多数是刚
刚毕业的学生袁 没有什么工作经验袁
往往难以把老先生的想法付诸实践遥
野简老先生常说做好科研要掌握
三把刀袁一是专业技术尧二是外语尧三
是动手能力遥 只有掌握好外语才能与
国际最前沿的科技接轨遥 冶在老先生
的细心教导下袁许玫英在开展实验工
作的同时坚持每天阅读英文文献紧
跟相关研究领域的国际前沿遥

室小试到中试袁 再到现场试验袁真
正解决问题袁我们和厂里废水处理
车间的工人一样袁带个草帽袁三个
人轮流值班袁密切关注废水处理池
中活性污泥的生长情况袁监测水质
处理效果遥 冶那段时间袁许玫英每天
一大早坐厂里的班车上班袁下午下
班跟班车回到研究所袁之后团队三
个人碰头袁进行工作交接和讨论第
二天的工作安排遥 野虽然当时工作
环境又脏又臭袁 工作强度也大袁但
是这段时间的收获是最大的袁真正
把掌握的知识和实验室的一些想
法付诸实际应用袁觉得很有干劲遥 冶
许玫英回忆说袁虽然当时又黑
又瘦袁 但感觉浑身充满了干劲袁精
神状态相当好遥 野为了连续跟踪监
测现场处理状况袁尽快制订出科学

许玫英袁 广东省
微生物研究所研究
员遥 从事环境污染的
微生物治理与修复研
究工作袁构建了微生物生态
系统 呼吸调控 响应 研究 体
系袁 发现了多种复合呼吸功能新菌种和新型呼吸方
式袁发明了多项基于微生物呼吸调控的环境毒害性污
染强化治理技术遥这些成果从理论和技术上对我国生
态环境保护产生了积极影响袁取得显著的社会尧经济
和生态效益遥已发表 SCI 论文 94 篇袁其中第一和通讯
作者论文 56 篇袁被包括叶Science曳等权威刊物引用超
过 3000 次曰已申请发明专利 68 件渊授权 41 件冤遥 获国
家环保部环境保护科学技术一等奖尧省科学技术奖二
等奖等 11 项省部级科技奖励遥 是国家野万人计划冶创
新领军人才尧国家优青尧科技部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
人才尧首届野广东特支计划冶创新领军人才尧国务院政
府特殊津贴获得者袁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
会基层科技代表袁2017 年获得第十四届广东省丁颖
科技奖遥

链接

搞科研就得野啃硬骨头冶
不久后袁 国家开始重视环保袁
国家环保总局派人到各地去督查袁
检查环保的落实情况遥 当时广州市
某化工厂就解决废水达标难题找
上门袁 问是否能帮忙解决问题袁野简
老先生很兴奋袁说这就是我们要去啃
的硬骨头袁搞科学的不能像环保公司
用工程化的手段解决一些常规的环
境问题袁环保公司做不了的才是我们
应该去做的遥 冶虽然一个老头带着两
个初出茅庐的菜鸟看起来并不靠谱袁
简老先生为了表决心袁把多年获得的
荣誉和奖项展示出来了袁 并引进了
刚从英国留学回国的孙国萍研究
员袁加强团队的研发力量遥
许玫英大胆地 啃起 这块 硬骨
头袁牺牲大量休息时间和节假日到
工厂进行现场跟踪尧调试遥 野从实验

姻人物

的治理方案袁 那一年的大年初一袁
我是在工厂里的废水池边度过的遥
经过项目组全体成员的齐心协力袁
该厂的废水终于实现了全 部指标
达标排遥 冶许玫英回忆袁该企 业于
2000 年顺利通过了国家野一控双达
标冶的验收遥 而该项目填补了国内
相关行业废水处理氨氮达标的 空
白袁保证了广州市大型企业污染控
制达到国家环保总局的排放要求袁
并获得了国家环保总局科 技成果
证书及广东省科技进步奖遥
许玫英从十 年前 就开 始关 注
黑臭水体污染的微生物治理问题袁
目前正尝试通过激活河道 中的土
著功能微生物袁实现污染物在河道
中的原位降解脱毒袁助力打好水污
染治理攻坚战遥

对于她的科研工作袁
许玫英的家庭非常支持袁
虽然丈夫工作很忙袁两个
人的工作单位相距较远袁
但考虑到科研工作经常
需要加班加点袁尤其是生
物学实验的培养和观察
周期较长袁他们决定把家
安置在研究所附近遥 为了
完成博士后研究任务袁她
不得不放下家庭袁把三岁
半的女儿交给丈夫袁孤身
一人在美国进行了两年
多的科研探索袁最终获得
了大量宝贵的科研数据袁
并且在国际微生物生态

学 领 域 顶 级 刊 物 ISME
Journal尧Ecology letters 发
表了系列文章遥 许玫英坦
言野作为一名女性科技工
作者袁 虽说可以一心扎进
工作袁 但是对家庭对孩子
难免还是会牵挂得多一
点遥 冶由于她的科研工作比
较忙袁 平时陪女儿的时间
相当有限袁 因此她非常注
重培养女儿的独立生活和
学习能力袁 她经常教育女
儿 野一个人只有学会管理
好自己的时间袁 才能管理
好自己的人生冶 遥 兼优的
贫困学生遥

潜心微生物治理环境污染研究
许玫英工作勤奋敬业袁 大家都
在休息的时候袁 她的身影常常出现
在实验室和污染治理试验现场遥 这
与她的指导老师郭俊研究员和孙国
萍研究员的言传身教不无关系遥 近
几年袁 许玫英带领团队成员紧紧围
绕环境污染治理的难点问题袁 重点
聚焦于激发和调控污染环境中微生
物降解脱毒功能活性的核心关键科
学问题开展了系列科技攻关袁 发现
了多项基于微生物呼吸调控的毒害
性污染治理技术遥 这些技术成果被
多位院士和专家组成的鉴定委员会
鉴定为国际先进水平遥
值得一提的是袁 许玫英所建立
的 野毒害性有机物和重金属复合污
染河涌底泥原位修复技术冶 被收录

进广东省科技厅和广东省环保厅联
合发布的 野广东省水污染防治技术
指导目录冶遥 此外袁她与企业合作完
成了多项污染水体治理工程袁 在华
南地区乃至全国水环境污染治理方
面取得积极成效袁 取得很好的行业
示范效果遥
许玫英具有很强的开拓创新和
组织协调能力遥据了解袁许玫英发表
了近两百篇研究论文袁SCI 收录论
文达 90 多篇遥这些研究成果被包括
叶Science曳 等 权 威 刊 物 引 用 超 过
3000 次遥 她与美国尧英国尧丹麦等多
位知名科学家建立了密切的合作伙
伴关系袁 长期活跃在国际环境生物
工程研究前沿领域遥 她兼任全国科
技领军人才联盟理事尧 广东省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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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协会副会长尧 广东省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环保咨询专家等
重要学术职务袁为保护水生态环境尧
提高我国环境微生物科技创新水平
和国际影响力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
献遥
野环境污染治理工作需要多学
科的联合攻关袁 我在微生物研究所
工作了二十多年袁 所获得的进步离
不开历届领导和同事们的支持遥冶许
玫英介绍袁 近几年微生物研究所引
进了生态学尧环境工程学尧分析化学
等多学科人才袁 她所带领的团队也
已经接近百人袁 形成了一支学科交
叉尧优势互补的环保科技创新团队袁
在业内享有较高声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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