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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天气

多云 多云

技术与实验研究专项（SinoProbe）是我

国历史上实施的规模最大的地球深部探测

计划。王宏斌副总工程师接下来介绍了广

州海洋地质调查局在南海海洋地质调查尤

其是天然气水合物调查开发方面的历史和

现状。他指出，虽然我国在天然气水合物

勘探开发方面起步较晚，但近年来发展却

十分迅速，有望在2030年之前实现天然气

水合物的商业开采。许振强处长和金建才

主任分别代表中国地质调查局基础部和中

国大洋协会介绍了国家海洋地质工程部署

以及中国在大洋工作方面的进展与展望。

许振强处长着重介绍了我国在海洋地质基

础调查方面的现状和不足以及国土资源部

“海洋地质保障工程”所取得的进展。金

建才主任则介绍了走向深海大洋的战略意

义以及大洋协会成立以来我国在海底资源

勘探开发方面所取得的长足进步。极地中

心李院生副主任和同济大学田军教授分别

介绍了中国极地考察研究的主要进展和国

际综合大洋钻探未来十年的科学计划。现

场报告介绍的内容，让与会代表更好地了

解了我国在深海研究及地球系统科学不同

领域所取得的可喜进展，这些进展极大的

鼓舞了在场的每一位听众，期望我国的地

球系统科学能向更深更广的方向发展。在

发布会的最后，《中国科学》杂志社编辑

沈阳介绍了《中国科学：地球科学》的发

展情况，并期待《中国科学：地球科学》

能为把中国地球系统科学研究推向世界方

面做出贡献。                        (本报讯）

                                           

会议信息发布会召开

 在7月3日的大会邀请报告

上，来自台湾中央大学的刘康

克教授根据南海“东亚时间序

列研究计划”（SEAT）的实际

观测资料，指出南海在厄尔尼

诺期间，叶绿素对风异常响应

强烈；而在拉尼娜期间，则对

风异常响应微弱，并认为其原

因可能与厄尔尼诺调控下的南

海中层水涌升程度以及斜温层

深度变化有关。接着，兰州大

学牛耀龄教授的报告直击板块

构造理论的热点，他首先对通

常认识中存在的“误区”进行

了更正，指出在运动方向上，

岩石圈与软流圈运动方向相

反。其次对于洋壳年龄大于7千

万年，大洋水深不再继续加深

的现象，牛教授也给出了独到

的“牛耀龄解释”——“盖层

效应”。此外，他还着重强调

了水对岩石圈减薄的重要作

用。在第三个邀请报告上，同

济大学周怀阳教授介绍了我国

在热液活动和硫化物资源探测

方面的现状，并对热液硫化物

矿床形成过程及资源评价、超

慢扩张洋中脊的特殊性等前沿

问题的研究进行了总结。

大会邀请报告精彩纷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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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日，会议进行了九个专题的口头报告、五个专题的展板交流、三个大会邀请报告以及晚间信息发

布会，本报特邀通讯员和记者奔走于各个会场，为您带来第一手报道。

会场速递

“海洋正在变酸”

        被学术界称为“Another CO  2

problem”的海洋酸化近年来已成为国际海

洋研究热点话题，国际研讨会十分频繁，

而我国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却很少有机会

进行交流。令人欣喜的是在“海洋酸化：

过去、现在与未来”专题讨论会上，我们

看到国内多所高校和研究单位具有不同学

科背景的科学家已经投入到海洋酸化研究

中来，展现了这个新兴方向在我国蓬勃的

生命力。讨论会的十个报告涉及海洋酸化

的化学、生物等多种过程，不仅有对导致

大洋和海岸带酸化的物理化学如温度、上

升流和氧浓度等因素的阐述，有近海海水

酸化的最新研究结果，有浮游生物、微生

物与鱼类等水生生物对海洋酸化和其它相

关环境过程响应的研究，有运用同位素地

球化学方法重建过去海水pH变化历史的尝

试，还有运用模型模拟预测未来全球海洋

酸化趋势及其环境效应等，充分体现了这

一研究方向高度学科交叉的特点。

 由于海洋酸化会引起珊瑚礁钙化速率

的降低，这就将影响到生态服务系统等领

域，故而各位专家不仅从科学角度，还从

社会学角度，对海洋酸化的后果进行了讨

论。通过对珊瑚礁的经济价值评估，各与

会代表从生态经济意义上阐述了研究海洋

酸化的必要性。

 海洋酸化成因复杂，这决定了它具有

多学科交叉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会上

尚有讨论未决的科研问题，这些问题更激

励了台下科学家继续进行对海洋酸化过

去、现在和未来的探索。

（特约通讯员：周力平，北京大学；

高航，同济大学）

专题六  海洋酸化：过去、现在与未来

从不同时间尺度看季风变化

 深海会议进行的第二天下午，分会场二开始进入专题五“不同尺度的季风

变化”的相关讨论。在3-4号一天半的时间内，这一专题将展示20位学者的口头

报告和25位参会代表（包括11位学生代表）的展板成果。

 该专题强调多学科交叉和不同时空尺度的地球系统科学研究。3号下午的口

头报告部分，兰州大学西部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陈发虎教授利用湖泊沉积物

的孢粉重建了陆地冷、暖环境变化；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刘晓东研究员

用数值模拟方法探讨了高原隆升对季风系统的影响；云南师范大学张虎才教授

展示了在昆明滇池的重要工作；同济大学贺娟博士尝试利用烯酮氢同位素作为

季风降水及盐度变化的替代性指标，重建南海北部古表层海水盐度记录；中国

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石正国博士的工作则分析东亚季风在2万年岁差和4万年

斜率周期上的不同响应。

 从3号下午这五位研究者的报告和随后热烈的专题讨论中，我们充分领略到

本专题“现代与古代相结合、海洋与陆地相结合、观测、模拟与记录相结合”

的鲜明特色。正如汪品先院士提到的，我们要从不同的时间尺度去认识季风，

就像层层解密“套娃”一样，必须把长周期、短周期和现在的变化都有所了

解，才能真正认识气候变化。

专题五  不同尺度的季风变化

7月3日上午，专题十“大陆与海洋岩石圈的演

化与动力过程”会场，李曙光院士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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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W1H( How)(Who, Where, When, What and 

 微生物研究的历史已久，但是随着Tag酶的发现与在科技中的

应用，极端环境下微生物的研究逐渐被重视并在不断继续发展。

科学家们对极端环境微生物的研究集中在群落组成（Who）、在

哪里有分布（Where）、何时产生/起源（When）、在做什么即在

地球化学过程中担任何种角色（What），以及它们的功能作用的

机理如何（How）五个方面。要回答这些问题，一直存在着研究

技术方法上的限制，仍需不断改进完善研究方法。

 本次会议报告了一些重要的新方法和初步研究结果：不论是

在不同大洋海区或热液区，还是同一海区沉积物的不同深度，微

生物群落组成结构都有其环境的特异性，而且它们的功能基因的

活性也受到环境不同程度影响，这种环境特异性表明在极端环境

微生物的研究，需要借助多学科新方法的结合与交叉；用泉古菌

脂类标记物结合氨氧化化学方程式的化学计量计算，通过有机地

球化学指标和生物地球化学反应过程，检测样品中泉古菌的存在

和富集度；单细胞分析技术与单细胞转录技术的引入使得从现在

专题二  微生物与极端环境变化

 今天上午，关于气候变化的海陆比较和海平面变化的讨论在

第二分会场继续上演。在会场召集人天津地质矿产研究所王强研

究员主持下，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赵华研究

员和江苏省有色金属华东地质勘查局刘宪光助理工程师分别介绍

了光释光及热释光测年技术的原理、仪器、实验流程、样品要求

与处理步骤及其在古气候研究中的应用和存在的缺陷等。接下来

的报告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从东海泥质区沉积环境的变化到渤

海湾牡蛎礁的形成，再到台湾海峡及南海珠江口盆地的海平面变

化，报告的内容都有所涉猎。针对上午的报告，也作为海平面变

化专题讨论的概述，王强研究员做了题为“海面变化记录辨

识”的邀请报告。对于某些研究中出现的问题，他建议不必较劲

于细节，在大家当前可以接受范围内讨论问题即可，并由此从方

法论的角度对氧同位素三期的海侵问题提出不宜轻易否定的意

见。王强研究员的报告引发了一场思想的核爆，汪品先院士不禁

从后排站起，加入这场大讨论中，他认为我们不能再延续目前这

种各自为政，埋头只管做自己研究的状态，必须形成所谓民间的

联合研究团体，针对第四纪中国海平面变化统一开展集团式研

究。话音刚落，上海师范大学的康建成教授也针对光释光测年技

术及古气候记录对比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自己的忧虑与建议，

例如测年方法对比标定在实际应用中的必要性，并特别指出严谨

求实精神对科学研究的生命线意义。

(记者：王跃)

专题四  气候变化的海陆比较和海平面变化

的纯菌系到将来环境样品的宏基因组学和宏转录组学的研究成为可能；通过流动式高压模拟器反演样品原生境条件，对冷泉环境样品进行

特定培养，得到了厌氧甲烷氧化古菌（ANMEII）和硫酸盐还原菌（SRB）为主的初步富集混合物，并通过关键酶活性的检测对其碳代谢途

径和机制进行了探讨。在主持人的激情带动下，会场气氛非常活跃，为微生物学家、生物技术学家、生物地球化学学家等不同研究背景的

科学家们的后续交流提供了良好平台。

（特邀通讯员：高航,同济大学）

7月3日，分会场报告现场，提问讨论环节

 2010年错过了“第一届深海研究与地球系统科学研讨会”的盛典，甚感遗憾，作为海洋沉积学方面

的博士研究生，我在平时的学习和科研中也存有诸多不解之惑。而今年有幸参加了本届“深海研究与地

球系统科学学术研讨会”，希望能在此次会议上与相关方面的专家学者交流学习。

 3号上午我参加了 “气候变化的海陆比较与海平面变化”专题汇报，报告涵盖了古海平面记录识

别、沉积地层定年，以及海平面波动在环境演变过程中留下的各种沉积响应记录等内容。其中，中国地

质调查局天津地质调查研究所的王强老师就海平面识别的最基本问题——例如海平面标志识别和标志层

年代确定，向大家做了详细介绍，为今后从事海平面研究提供了基本指导。年代框架是海平面研究中亟

待解决的关键问题，AMS14C测年技术日趋成熟，但受测年材料缺乏和测试年限等问题的限制，仍不能

满足我们目前科学研究的需要。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研究所的赵华老师和华东地质勘查局的刘

宪光老师，分别就光释光和热释光技术在沉积物测年方面的应用向与会者作了详细介绍，为解决了这一

问题提供了新思路。随后，来自中科院海洋所、南海所、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青年海洋地质研

究所以及同济大学的相关学者，分别就海平面波动影响下的我国渤海、东海以及南海等边缘海不同地区

的古环境演变问题向大家做了介绍。值得一提的是，同济大学的李超博士和杨守业教授提出了应用

234U/238U来指示沉积物“搬运时间”，为海洋陆源沉积物搬运来源的确定提供了新的想法。

(作者：王昕，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7月3日下午,展板区一角

参
会

得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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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也有微博，如果你的微博里也加了厦门大学咸淑慧，那

么这两天估计你一定也在经历着她的“信息轰炸”。经过“检

举”，我们找到了咸淑慧的微博，新鲜事里全是她更新的自创小栏

目——“会场直播”。

 咸淑慧说，年初的时候她曾跟其导师焦念志教授参与过“十万

个为什么”海洋版的部分编写工作。焦老师曾对他们说，作为科学

工作者，科学知识普及这样的公益事业是我们必须承担的责任。这

句话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但直接促使她在微博上直播这次会议的

却是最近的 “神九”飞天和“蛟龙”号下潜。她觉得和航天相比，

人们对于海洋和地球的认识了解和关注还是远远不足的，加之也经

常有朋友问及她现在所学的专业有什么用处，她终于决定以这次会

议为契机，在自己学习的同时，也向大家普及一些学科知识，呼吁

大家共同关注海洋、关注地球。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她的

微博版“会场直播”吧~

 七月初的上海炎热异常，即便是早晨，马路也被灼得锃亮。挎

着采访本，跌跌撞撞地闯进酒店，眼前一片橙色。同济师生穿着统

一的T恤，在客厅迎接来客。

  鉴于不少人“防火防盗防记者”的想法，我先自报家门，并补

充道：“汪院士知道我来的。”同济大学一志愿者听后，爽快地

说：“我带你去见下汪院士吧。”

 由于担心汪院士忙于会议，本想作罢，志愿者坚持说：“汪院

士在展板区，打个招呼。”

 穿过一道幽幽的走廊，来到展板区。满头银发的汪院士正踮着

脚往高处贴海报，另一只手臂还夹着一叠材料，志愿者忙去帮忙。

转过身，汪院士一如数周前所见，精神矍铄，富有激情。

 他笑意盈盈地伸出有力的手说：“你来了，欢迎欢迎。”接着

便给我谈起会议的情况。会场遇到的第一位院士。

 到会场才得知，有十几位院士来参加海洋研究与地球系统科学

的研讨。于是，我们紧急计划做一组院士的采访。手机查阅了院士

们的照片，可从我眼前走过，还是不易辨认。

 不禁感叹，世界上最痛苦的事，不是你在天边，而是你在眼

前，我却不识泰山。加上会场众多，院士们行踪不定，所以，采访

一直未有突破。

 同济大学的拓守廷老师把我拉到一边说：“午饭时，院士们会

到餐厅吃饭，我一位位指给你看。”再见同济橙色志愿服，犹见热

情的荷兰郁金香。

 在拓老师的指点下，我发现白发苍苍、气定神闲者多为院士。

由于看不清胸牌，下午，我连猜带蒙地堵住三位老者，孙枢、袁道

先、李曙光几位院士“很不幸地”被我访到了。

（记者：钱贺进）

指尖上的会场

 炎炎夏日，第二届深海研究与地球系统科学学术研讨会正如火如

荼地进行。作为一名第一次参会的第四纪地质学博士生，我对本次大

会最深刻的体会是：多学科交叉使深海与地球科学研究焕发了新的生

命，大大激发了我们青年学生的学习热情，并将引导我们进一步思索

与创新。

 今年3月，我有幸参加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2012南海综合科学考

察共享航次，第一次体会到了其他学科，尤其是物理海洋学与我研究

课题的联系。这次的大会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它使我们更

加深刻地认识，为什么同位素地球化学研究要与物理海洋学和海洋生

物化学等学科相结合，这些多学科交叉的信息必将使我们对深海与地

球系统研究的认识提升一个新的层次。通过参加“南海深部过程”、

“海底观测”、“海洋酸化：过去、现在与未来”以及“不同尺度的

季风变化”等专题，并与不同学科的科学家当面交流，我获得了许多

宝贵的启示，而这些收获又必将帮助我更好地设计实验、更合理地分

析研究数据。

                                                                          （供稿：高攀，北京大学）

采访小记

宝贵的交流 层次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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