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oods 的身份
Micah Woods 博士借

助亚洲草坪研究中

心，将注意力投向了

日益发展的亚洲高

尔夫球场管理行业。

Stacie Zinn Roberts

编者注：本故事转载自《高尔夫球场管理》2012年 7月刊。

现在是泰国曼谷早上 8 点。朝阳金色的光线透过窗户，洒落在 

Micah Woods 的肩头，Micah Woods 是一位年轻的博士，30 多岁，一

头浓密的棕色短发，身穿一件蓝白相间的高尔夫球衫。他坐在朴素

低调的公寓里，公寓中摆放着一个书架，墙壁雪白。这也许是他的

家，但显然他在这里度过的时光屈指可数。这里没有艺术品，没有

过多的装饰。他身体前倾，饶有兴趣地看着电脑上的摄像头。他正

在通过 Skype 接受网上采访。

Woods 刚刚结束一场旅行，返回位于曼谷的家，在这场为期三周的旅程中，他访

问了八个亚洲国家。今天一大早，他就到当地公园跑了六英里，现在正准备投入一

天的时间，依据他在斯里兰卡和日本旅行时收集的科学数据，撰写报告并制作图表。

此后，他将集中一些土壤样品，将它们送到位于俄亥俄州的实验室，而不是中国或

印度。

这可能是最引人入胜的趣闻。

作为教育家、科学家和顾问，Woods曾投入六年时间，专门研究改善亚洲高尔夫

球场的草坪教育和维护；之后，Woods继续投身于自己的公司 —— 亚洲草坪研究中

心 (Asian Turfgrass Center)的繁忙事务中。中国有 600多个高尔夫球场，而且每天还

在增多，因此中国是亚洲新高尔夫球场开发的中心。日本的高尔夫市场相对成熟，

现已拥有 2,600 个高尔夫球场，这使得日本成为亚洲当仁不让的高尔夫之都。但是，



就所有这些高尔夫设施而言，草坪管理方面的研究和教

育仍然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这也是 Woods 仍要将土

壤样品送往位于美国中西部的一家实验室的原因。

他对工作、生活充满激情。今年，他频繁出差，仅

上半年累计的飞行里数就达到了 100,000英里，而往年

要达到这一里数，往往要到 11月份左右。亚洲蓬勃发

展的经济和高尔夫运动，以及对他的服务的需求，都是

强大的推动因素。

当问到他想要改变什么时，他说想“少出差”。但是，

他的愿望短期内可能无法实现。

早期接触高尔夫

Micah出生于俄勒冈州，很早就开始接触高尔夫

球。他的父亲 Bill Woods 是加拿大职业高尔夫巡回赛 

(Canadian Professional Golf Tour)的球手。Woods负责打

理家里的园林景观，而且非常喜欢这样做。他提前一年

高中毕业，在波特兰 Waverley 乡村俱乐部的维护组找

到一份工作。

“从此，我就进入了这一行，”Woods说，“我从未离

开过高尔夫。我希望能像父亲一样，成为一名专业人士，

但我做得不够好。当我突然意识到我可以同时兼顾高尔

夫与植物时，我知道我想要在俄勒冈州学习这一领域的

知识。”

在本科学习阶段，他曾先后到斯科茨代尔的 Desert 

Mountain、密西西比州的 Old Waverly高尔夫俱乐部和 

Augusta National 实习。

在 Desert Mountain 的 Apache 球场（Jack Nicklaus 设

计）建造期间，Woods 被他们在沙漠的酷热中种植翦股

颖果岭和水生百慕大草茎的方式深深吸引。正因为这次

体验，Woods 才决定攻读研究生学位。“我想，‘如果不

能完全了解这是怎么做到的，那就不要干这一行了’，” 

他说。

从一开始，Woods 就制定好了计划。

“我想，在海外工作三年，拿到博士学位后，我就 29 

岁了，”Woods 说，“我就可以成为一位拥有博士学位的

高尔夫球场管理人，不仅有在美国各地的工作经验，还

具备国际工作背景。在 30 岁之前，与美国高尔夫球协

会 (USGA)合作、为一家大型供应商工作或担任管理人，

似乎是非常不错的职位，让你可以在高尔夫行业大展 

手脚。”

关于国际经验，他最初打算去牙买加、哥斯达黎加

或摩洛哥，“喝着朗姆酒看日落”。但命运之神却另有安

排。在他怀揣草坪学位从俄勒冈州毕业前后，他原来在  

Desert Mountain 工作时的上司 Steve Bruton 正在中国上

海的上海林克司高尔夫乡村俱乐部 (Shanghai Links Golf 

and Country Club)工作。

“我在牙买加、哥斯达黎加或摩洛哥找不到工作。最

好的工作在上海。从俄勒冈州毕业 10天后，我坐上了

前往中国的飞机，”Woods 说。他被聘用为助理。五个

月后，Bruton辞职返回了美国。当时 22岁的Woods被

晋升为管理人。他在这里工作了 27个月。整个三个夏

季，Woods 都在中国的过渡生物带种草，直到球场开业

迎客。

引领潮流

Woods 在上海林克司遇到了 Jin Hai Bo，英文名叫 

William King，目前就职于上海近郊的佘山高尔夫俱乐

部。正如 King所说，中国的高尔夫球场管理人几乎得

不到任何职业培训。有些人从耕种开始成长为专业人士，

而有些人则完全没有农艺背景，他们通常会说英语，比

如翻译员或驾驶员。

King第一次遇到Woods时，就说Woods已经是所有

员工的指导老师。Woods会“带给我们许多杀虫剂标 

签，让我们看。”当时的标签仍然是针对农业的，而不

是高尔夫，King 说“他告诉我如何选择适当的杀虫剂，

计算适当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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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ods 为所有员工设计了培训课程，课程内容详尽，

从施肥到设备操作无所不及。“我的第一个球道剪草机

认证培训就是Micah 签署的，”King 说。

在上海林克司工作期间，Woods意识到中国乃至整

个亚洲对草坪教育的需求巨大。

“在 1998 年至 2001年担任管理人期间，我很快意识

到，实际上，这一领域缺乏大学延伸研究。即使是毫无

偏见的信息，在亚洲都寥寥无几。如果想获得最适合使

用的肥料的相关信息，他们就去找肥料公司。如果想获

得种子的相关信息，他们就去找种子公司，”Woods 说。

“在美国，我们拥有相关资源，但也要从独立专家或

大学研究人员那里获得信息。在亚洲，人们对如何种草

提出了许多问题，我觉得没人能回答这些问题。我发现，

人们亟需信息。”

因此，一个主意就像种子一样种在了他的心里。

定义未来

离开中国后，Woods 前往日本，在 Habu 乡村俱乐部

担任了一年管理人。然后，他回到美国，进入位于纽约

州伊萨卡的康奈尔大学，拜著名的草坪研究专家 Frank 

Rossi 为师。Rossi 说，他很快意识到 Woods 有些与众不

同。尽管他就读康奈尔大学是为了获得硕士学位，但 

Rossi 筹到资金，带着 Woods 一直攻读了博士学位。他

们一起工作了四年半。

Rossi 说，在康奈尔大学，Woods 对草坪钾肥施用率

开展了一些具有开创意义的研究，提出了减少钾肥施用

量，促进高尔夫行业打造健康草坪的建议。

“在他的研究结束时，人们不再以过去的方式施用钾

肥，”Rossi 说，“这是一件大事。”

Rossi 是这样形容 Woods 的，他“富有使命感、才华

横溢、专注、富有洞察力……且目标明确。他设定有目标。

他让我想起《伯恩的身份》里面的 Jason Bourne。他绝

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方向。他绝不会偏离自己的方向；

因此，他大获成功。”

在就读于康奈尔大学期间，Woods 仍然趁假期返回

亚洲，与那里的朋友和同事保持联系，维持与他们之间

的关系。2006 年，他获得博士学位并搬到泰国，在泰国，

一位朋友在一个高尔夫球场向他提供了一块地，让他建

造其称之为“亚洲草坪研究中心”的机构。正是从这里，

Woods 开始启动了他的草坪咨询业务。他有七位雇员，

他与他们一起进行草坪测试，举办球场实习日活动。他

学会了菲律宾语和日语。他还担任田纳西大学的客座教

授，提升了该机构和他的工作的整体信誉。亚洲草坪研

究中心一直运行到 2009年，当时Woods认识到，如果

能在亚洲的不同地区开展研究，就能获得更为多样化的

数据。

目前，Woods正在研究气候对草坪性能和草坪选择

的影响。他制作了一些 YouTube视频，详述了自己在

气候对高尔夫的影响方面所进行的研究。Woods 举例

说，尽管在中国蓬勃发展的海南地区，许多高尔夫球场

Woods 经常在亚洲各地的草坪研讨会和聚会上发表演讲，在此过

程中，他还学会了菲律宾语和日语。照片中，他正在与日本的客

户商议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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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种植了暖季型百慕大草和海滨雀稗品种，但它们可能

不是最佳选择。Woods表示，尽管这些品种的草可以在

迈阿密等热带地区茁壮成长，但许多被视为处于热带地

区的亚洲国家按光照来说却显著不足。“光照量少 50%

到 0%，会对草的选择产生巨大影响。有些草在亚洲的

长势更好，”Woods说。他为亚洲热带地区选择的是马

尼拉草和地毯草，因为他认为这些草的耐荫性更好。

相对球速也是Woods的一个研究领域。他已经在八

个不同国家收集了八种草的数据，创建了“在不同气候

下需要的一系列表面硬度的基线数据”。

他一直在为高尔夫球场的维护问题提供咨询服务，

并在各种草坪会议和研讨会上发表演讲。

环太平洋地区的代言人

越南河内的 Vantri 高尔夫俱乐部管理人 Son Vu 

Minh，是Woods 的现有客户之一。他说，在与Woods 

一起工作近两年后，他自己在高尔夫球场管理方面的知

识和信心都得到了提高。

“因此，我们的高尔夫球场状况广受客户好评，”Son 

Vu Minh表示，“对我来说，Micah Woods 先生不仅是

我的顾问，还是一位良师益友。他愿意回答我提出的任

何问题，而且非常耐心，回答问题的方式也非常科学。”

Woods 经常在亚洲各地的草坪研讨会和聚会上发表

演讲。他通过印度高尔夫联盟 (Indian Golf Union)，推

行印度球场管理人教育计划。该计划得到了 R&A（与 

USGA同等的国际组织）的支持。最近一期的计划是从

去年 11月初持续到 12月初，共进行了四周。

Woods 说，在印度工作面临独特的挑战。“新德里的

气候令人难以置信。在这里，百慕大草会进入休眠期，

而在夏季，温度高达 110度，”Woods说，“在印度，不

能使用 Primo。先正达 (Syngenta)公司还没在这里注册。”

Woods还在菲律宾广做演讲。认证高尔夫球场管理

人 Nicer Landas与Woods相识已有 13年。Landas 现为

菲律宾草坪协会的董事，曾四次担任该组织的会长。他

表示，Woods 是各种研讨会和活动的“固定演讲人”，

并且一直帮助吸引西方大学的其他“可信演讲人”。

“他演讲的主题非常实用，并且与当地的条件息息相

关，因为他拥有亚洲工作经验，并在亚洲开展科学实

验，”Landas说。“据我所知，他是专注亚洲工作的少数 

（如果不是唯一）美国科学家之一。这一点非常重要，

因为大多数草坪管理教科书／参考资料都是以亚洲地区

之外的研究和经验为基础编制的，有时根本不适用于当

地条件。他在菲律宾乃至整个亚洲分享的知识，对提升

草坪管理，以及整个高尔夫行业而言至关重要。”

当然，所有这些都要按计划进行。一旦出现机会，

Woods 就会全心投入，努力改进环太平洋地区的草坪管

理。但是，对一位在俄勒冈长大的小男孩而言，他是否

曾猜到自己的生活会这样展开？ 

“从未想到过，”Woods说，“有时，我要掐自己一下

才能醒过来。”

《GCM》

Stacie Zinn Roberts 是 What’s Your Avocado?公司的总裁，该公司位于华

盛顿特区的弗农山庄，专门从事文案撰写和营销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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