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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 多云

列；当年地学界前辈提出 “上天、入地、下海”

的目标，如今都已经实现。但是，中国地学界所

取得的成果与投入的增长却并不相符。当今世界

的地球科学已在从描述向预测、从局部向全面的

方向上转变，在跨越圈层进入“全球变化”的基

础上，又进一步跨越时空，正在向“行星循环”

的新方向推进。地球科学对研究对象和观测数据

的“加工”深度越来越大；但是作为发展中国

家，我国地球科学整体上还停留在以“原料输

出”为满足、以“跻身”为目标的水平上，把深

加工留给发达国家。随着社会和经济的转型，中

国的地球科学也面临着“转型”，亟待走向世

界、争取从“原料输出型”向“深加工型”转

变。我国的科学研究，正经历着一个黄金时期；

而摆在我们面前的选择，是能不能正确定位、跟

上时代的步伐。进入“深加工型”的重大前提就

是要能够跨越圈层、穿越时空，如果每位科学家

仍然恪守自己的“小学科”，青年学生只关心分

数和文章，我们就永远是个原料输出国。推进学

科交叉的有效方法之一，就是打造国际水平的中

文交流平台，这正是本次会议的目的所在。

 大会学术委员会经讨论决定，下届会议定于

2014年7月2日（周三）至4日（周五）在上海召

开，仍然由中国综合大洋钻探计划专家委员会、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地球科学部、国际中国

地球科学促进会（IPACES）和同济大学海洋地

质国家重点实验室联合主办。为适应学科覆盖范

围和参加单位扩大的需要，将原来会议名称中的

“深海研究”字样略去，下次会议名称改为“地

球系统科学大会”，英文名称为Conference on 

Earth System Science，简称CESS。为适应扩

大学科覆盖面、拓宽部门范围的需要，学术委员

会讨论决定增加7位新委员，和原有9位委员一

起，组成16人的新学术委员会，名单如下：孙

枢、汪品先、秦蕴珊、陈颙、殷鸿福、王成善、

侯增谦、柴育成、林间、朱伟林、焦念志、董树

文、朱日祥、徐义刚、李建平、牛耀龄。大会还

将改进会议组织筹备的形式，更好地发挥专题发

起和召集人的作用，提前启动专题征集程序，争

取设计出跨学科性质的新型专题会；增加会议的

活动形式，如不设报告的专题讨论会，开设专题

录像展示、科学普及讲座以及组织专门的青年学

术研讨活动等。

 最后，殷鸿福院士致闭幕词，大会在热烈欢

快的气氛中胜利闭幕。

                                                     (本报讯）

第二届深海研究与地球系统科学
学术研讨会胜利闭幕

 7月4日，“第二届深海研究与地球系

统科学学术研讨会”总结大会在光大宾馆

宴会厅举行。大会由殷鸿福院士代表学术

委员会主席孙枢院士主持。会议首先邀请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王成善教授、同济

大学张传伦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康建成教

授、北京大学周力平教授、麻省理工大学

杨宏峰博士、中国地质科学院董树文研究

员、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陶春辉研

究员、中国海洋大学田纪伟教授等八位专

家，代表所有专题召集人对大会17个专题

进行了总结。为了鼓励青年学生学者积极

投身地球系统科学研究，大会还特别设立

了“优秀学生展板报告”评选活动。本届

“优秀学生展板报告”由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宋虎跃、上海交通大学蹇华哗等

获得。

 同济大学汪品先院士随后代表大会学

术委员会和会议主办方向全体参会人员做

了大会总结报告。汪院士指出，本届大会

具有三个显著特色：一，大跨度的学科交

叉；二，大剂量的信息交流；三，大幅度

的形式革新。本次另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坚

持用中文举行大幅度跨学科会议，为参会

者提供相邻学科的综述介绍。汪院士指

出，面对当前“知识爆炸”和科学的高速

度发展，要在本学科保持信息灵通已属不

易，想要跨学科了解新进展就更加困难，

往往只能通过国际途径求得一知半解。而

本届大会的报告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国际水

平的研究前沿综述，但由于使用的是中

文，所以收效要好得多，使参会者通过母

语就可以了解到国际地球系统科学发展的

前沿。同时，汪院士也指出了本届大会存

在的一些问题。他认为，本届大会学术讨

论的活跃程度还不够平衡。虽然有的专题

讨论活跃，甚至抢话筒、加班讨论，但也

有的专题报告时间控制不够好，讨论也仅

限于少数资深专家，年轻人参与程度很

低，只当听众不发表意见。此外，本次大

会的学科覆盖面还有较大的不足。这其中

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和国内其他会议时间

冲突，使得部分专业的参加者偏少，今后

应尽早协调时间、避免“撞车”。同时大

会还要做好宣传工作，积极动员更多的学

科加入，比如现代生态和陆地水文等。

 汪品先院士代表学术委员会对本届大

会的成绩表示肯定。他指出，中国地球科

学近年来的发展势头，无论从硬件建设和

经费投入的增加速度来看，都是历史上前

所未有、国际上独一无二的。我国的地球

科学队伍的规模，在数量上已处于世界前

殷鸿福院士致闭幕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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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S1-P-10S 18 14 1582

1982–1988 95 163 4474

1996–2002 75 568 5840

S2-P-06S

S7-P-07S

S3-P-07S

S5-P-06S

S10-P-10S

S17-P-03S

S14-P-17S

第一作者 获奖展板名称 展板编号 第一作者单位

S15-P-07S

S17-P-17S

宋虎跃

蹇华哗

郭君

程文瀚

范维佳

李贺

叶卓

董浩

陈浩如

黄晓冬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成都理工大学

中国海洋大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同济大学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上海交通大学

厦门大学

华南早三叠世海相碳同位素水深梯度变化及意义

深海低温丝状噬菌体SW1调控机制及其与宿主相互作用关系的研究

西北太平洋冷涡暖涡处细菌培养实验及有色溶解有机物荧光特性与分布研究

有机磷酸酯——潜在的全球污染物

全新世印尼和南海穿越流变化中的类厄尔尼诺和南方涛动影响

长江中下游A型花岗岩磷灰石的研究及其地质意义

利用接收函数方法揭示中国大陆东南缘地壳上地幔结构

华北地区地壳与上地幔三维电性结构特征

珠江口盆地白云凹陷珠江组深水牵引流沉积及其研究意义

南海北部内弧立波的时空特征

         在科技快速发展的今天，资源的探索与

研究是发达国家争相涉足的领域。海洋，尤

其是深海中蕴藏着巨大的资源和开发潜力，

因此，海底和深海的观测成为目前国家研究

计划的一大重点。本次海底观测专题报告主

要围绕两个大方面展开：海洋观测技术和海

洋动力过程研究。

         会上有关海洋观测技术部分的介绍表现

出三大特色：一，海洋观测技术与海洋科学

研究更加相互促进，不再表现为单纯技术问

题的攻克，而是从解决科学问题的角度出

发；二，同时在向海洋现象和过程的自适应

观测发展；三，海洋原位观测与示踪技术初

现端倪，不再停留在离场观测和走航观测，

而是在向原位观测推进。如自主水下航行器

对海洋特征进行自主检测和定点取样，甲烷

专题十五  海底观测

优秀学生展板评比结果出炉
 为了鼓励广大研究生积极参与地球系统科学研究，大会

特设“优秀学生展板”评选活动。会议进行三天以来，由各专

题召集人推荐、会议学术委员会严格筛选，最终从24位候选

人中评选出10位“优秀学生展板”获奖人（获奖名单见

下），并由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殷鸿福院士和同济大学汪

品先院士颁发荣誉证书。两位院士寄语青年学生在今后的科学

研究中再接再厉，再现佳绩！

（本报讯）

两位院士和获奖学生合影

会场速递
7月4日，会议进行了七个专题的口头报告、四个专题的展板交流和大会总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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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4日下午，“海底观测”专题报告厅

座无虚席

和硫酸根离子的原位探测技术，基于声学方

法的水下气幕云探测方法研究等，以及将海

水溶解无机碳（DIC）14C应用于南海深部

过程研究等创新研究方法等，而东海小衢山

海底综合观测站及海洋仪器装备测试实验平

台则是原位观测的一个极好的例子。

        有关深海动力现象与过程研究的特点表

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从二维断面（水

平）环流结构研究向三维结构，从平均定常

态向演变过程研究方向挺进；二，强调深海

现象特征、过程演变规律与调控机制相互关

联；三，海洋遥感与动力学相互结合，逐步

实现参数遥感探测到海气界面通量、海洋内

部三维过程“透视”探测。如通过原位布放

锚系进行短期和长期的现场海流观测，对吕

宋海峡深层环流的水平空间结构，吕宋海峡

深海通量季节及年际变化进行了阐述，通过

动力学分析获得南海子午环流年代际变化结

果。

        遥感离场观测与动力学研究结合将如虎

添翼；遥感离场观测和海底原位观测的结

合，能够全面覆盖海表和海底的研究，将深

海研究推向一个新时代。

（特邀通讯员：田纪伟，中国海洋大学；

高航，同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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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海洋论坛（JoyOcean）简介
 2010年8月，继上海《海洋岩石圈演化动力学》暑期讲习班之

后，为了使渴望知识和交流的年轻中国学子与年轻科学家能继续切

磋和研讨，共享科学研究的心得和方法，在美国伍兹霍尔海洋研究

所资深研究员、亨利-比奇洛杰出讲席教授林间的发起和倡导下，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孙珍研究员、孙龙涛及赵明辉副研究

员、 国家海洋局杭州第二海洋研究所张涛博士及博士生周志远共

同创立了快乐海洋论坛。论坛的初衷是让海内外的中国海洋学子有

一个互动的空间，快乐分享海洋研究的乐趣，并探讨如何作一流科

学。论坛成立以来，已经得到了海内外华人学人学者的大力响应。

论坛的地址是http://www.joyocean.org/bbs/index.php，欢迎每

一个有志于海洋研究的人加入论坛，分享科学心历、奋斗之道和成

功经验，也欢迎各位发挥创意，建设自己的版块。

 近年来，深海观测已成为学术界研究和探讨的热点，7月5日下午在第3分会场，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王东晓研究员主持的专题十五“海底观测”的系列学术报

告精彩纷呈，现场讨论热烈。报告的焦点集中于海洋深部的卫星遥感观测及物理动力

学研究，为认识和探讨海洋深部提供了诸多研究思路和技术手段。

 该专题强调对现代海洋深部的科学研究及技术支持。特拉华大学的严晓海教授认

为海洋科学研究应“突破表层，穿透深层”（bottom-up and top-down），并介绍

遥感观测在探讨海洋深部中的潜在应用；中国海洋大学田纪伟教授指出，遥感探测深

部离不开物理动力学研究，报告中详细阐述南海深层不同空间尺度的动力学过程，并

探讨了其内在联系，估算了南海深水循环周期；中国海洋大学杨庆轩博士则从三维角

度来介绍南海不同区域不同深度的混合速率，分析其空间结构牲，并初步探讨对应的

机制。此外，从技术角度，近海海底沉积声学原位测星系统在深海中的功能拓展也是

专题报告的讨论热点。

 现代海洋深部的研究面临许多技术困难，开发深部探测技术和研究手段将在一定

程度上缓解这一问题。科学与技术相结合，必将大大加深对深海这一神秘世界的认识

和探索，并为过去海洋深部研究奠定坚实基础。                                (供稿：万随）

 4日下午，关于极地系统科学的

讨论在第五分会场进行。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极地环境研究室孙立广教授首

先作了特邀报告。他的报告以金字塔

考古切入，从生物圈谈到气候演化，

诙谐地介绍了课题研究的历程，展示

了过去100年海豹毛和8000年阿德

雷企鹅羽毛、骨骼中的氮同位素记

录，从而指示由气候变化控制的磷虾

数量变化，为极地环境研究提供了新

思路。孙教授的报告引起了热烈的讨

论，探讨分析了此方法的优势与局限

性，并提出了从食物链底部探究磷虾

数量的构想。随后广州海洋地质调查

局李学杰高级工程师介绍了北极北冰

洋的基本地形地貌及地质构造特征，

并总结和提出了北冰洋形成演化的可

能模式。同样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极地环境研究室的黄涛副教授介绍了

利用企鹅粪土沉积序列中元素地球化

学方法反演全新世企鹅数量的方法，

展示了企鹅数量与气候变化的良好相

关性。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万荣胜工

程师简单介绍了北极航道的概况与历

史，并从所需研究方向与规划两方面

提出了自己的构想。来自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极地环境研究室的研究生陈清

清随后介绍了北极海边苔原不同水分

含量土壤中甲烷和氧化氮通量的变

化。

 几位研究者的报告和随后进行的

专题的讨论，让我们充分认识了极地

对人类发展的贡献以及极地环境对全

球气候变化的影响。为了更好的认识

极地环境、充分利用极地资源，需要

结合不同学科进行综合研究，认识多

圈层之间的联系，从地球系统的宏观

角度认识极地环境的变化。 

                        

                            （供稿：陈全）

专题十五  海底观测

专题三  极地系统科学

极地系统科学分会场现场讨论

与会代表认真听取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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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不虚此行”来形容每天的收获，依然太弱。从上海的北部

穿梭到上海南，每天在“金枪鱼罐头”中练瑜伽数小时，为何之后

竟不觉辛苦？每天睡眠不足5小时，可是竟依然精力充沛，这股力

量来自哪里？ 

华人专家的聚首，心生向往的文献作者，新颖的会场模式，前沿的

新发现，领域的拓深，与会人思想的交锋，接收来自不同学科的真

知灼见，这几天的会议真是让人收获颇丰。

 看着专家们就某一问题激烈辩论，仿佛像孩子似的忘我玩耍，

真心觉得好玩。心陷于某一两个领域的我们，曾以为除了这几个领

域之外，便不想再倾心其他，然而通过这次会议，我才真正认识

到，每个领域都有他独特的魅力。把兴趣作为事业，并为此奉献终

身，这件事本身就很吸引人。为此，可以与意见相左的人据理论

辩，可以与达成共识的人谈笑风生，科学史上已有诸多类似的令人

心羡的场面，就像乔布斯与盖茨的交谈。

 会上，再牛的学者也会坦承自己的不足，越发显得他们性情可

爱。每个人的研究重心都不一样，但他们身上似乎流动着一种相似

的东西——对专业的热情，对学识的自信，对真相的敬畏，在揭示

地球系统更多真相的同时，也无形地推动着中国地球科学不断向前

发展。 

（作者：王纪昕）

 炎炎烈日，本是令人倦怠的中午，但因遨游在知识海洋，人人

神采奕奕，精神矍铄。高功率的中央空调，能冷却室温，却难掩澎

湃之心。“你的数据，我的资料，你的解释，我的看法”，展板区

处处都是思想对对碰。

看！孙珍老师在讲述斜坡区断裂模型，刘志飞老师在介绍南海雾状

层的科学勘探进展，宋海斌在解释利用地球物理方法联系海水与沉

积层地震反射。看着大家都情绪激昂，我也趁热打铁，瞬间变身成

展区记者，听听同学们对会议、对展板区的看法吧！

 Q：“能请您谈谈对这次会议的看法吗？”

 A1：“一个字，好！”

 A2：“有点儿可惜，要是能做出更好的成果，就能更深入和刘

老师讨论了。”

 A3：“太可惜了，匆忙赶出展板，效果不好，浪费掉这么好的

交流机会。”

 Q：“您觉得哪些地方好呢，能更具体一些吗？

 A1：“我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会议，看到这么多优秀的展板，

激励我下次也要做出更棒的成果，展现出来和大家一起交流、讨

论。”

 A2：“我学会了怎么做展板，怎样让自己的展板更吸引人。”

 A3：“内容丰富，学科交叉，同时包含了地质、地球物理、地

球化学多方面内容，大大开阔了我们的眼界。”

 A4：“很好的交流平台，涉及面广，无论是内容，还是参会

者。“

“第二届深海研究与地球系统科学学术研讨会”会务组：                                                                                                                                           :

 2012年7月4日上午，我不慎将两本重要学术会议资料遗落在分会场二。由于书是由李前裕老师从澳大利亚帮忙带回来的，如果找

不回来，真的会非常遗憾。那不仅是无法用金钱买到的学术资料，更会辜负李老师的一番美意。于是，我找到此次会议的会务负责人

之一秦顺生老师，希望能够帮助找回。秦老师带着会务志愿者苏翔同学积极地到各分会场、咖啡吧等地方仔细寻找。几经周折，终于

把资料送到我手里。惊喜之余，我深深被秦老师和苏翔同学乐于助人、热情服务的品质感动。对于他们的热心帮助，我表示衷心的感

谢！                                                                                                                                                                                                                                          .

 在本次会议期间，会务组热情、主动的服务给所有参会人员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感谢所有会务人员和志愿者为此次会议的顺

利召开所付出的辛勤劳动!                                                                                                                                                                                            ！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李浩敏  

感 谢 信

“我们尽心尽力，只求您开心满意！”
——全体“小黄橙”

衣 带 渐 宽 终 不 悔

展区采访Q＆A

 A5：“能让我们更好地了解相关学科都在干什么，这对我们拓

宽思路，增进学科交叉融合很有好处！”

 Q：“如果下次还有这样的会议，你会参加吗，以怎样的形式

参加？”

 A1：“会，肯定会，展板~还要争取评上‘优秀学生展板’！

这可是一项殊荣呢！”

 A2：“会啊，我要好好努力，争取下次能被选上做口头报告，

人生中的大事记啊。”

 这次大会真是振奋人心！大家都说，经过这次大会，不仅充满

了对科学探索的激情，更增添了要为人类科学事业的发展添砖加瓦

的责任心。大家都这么干劲满满，我也得不断努力才行！

（记者：张琴）

2014年7月2日，上海再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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