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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勉教授在做大会特邀报告

7月5日，紧接第一天的精彩，各个专题的报告和讨论似乎进入
一种酣畅淋漓的状态：“冰期旋回的多样性”会场，报告与讨论的广
度和深度均已展开；“多尺度季风”会场人员爆满，古气候与现代气
候的思维碰撞擦出绚丽火花；“气候变化及人类演化和适应”会场，
气候环境对人类演化、农业转型的影响等多个新奇观点让人目不暇
接；“海洋科学与文化”会场，让人惊叹海洋的风景和生命原来如此
之美，原来科学可以与艺术如此交融。专题如此之多、感兴趣的报
告同时在进行，只恨自己不会孙悟空的分身术，无法亲历聆听专家
风采，看来下次听报告也得讲究战略，或许团体分工作战比较适合
本届CESS会议。所幸还有主会场的三个邀请报告可以弥补缺憾，
刘勉、周朦和刘志飞教授分别就气候变化-地壳变形-地幔流相互作
用、南海生物输运过程、南海深海沉积动力过程观测三个主题为
大家提供了一场科学盛宴，此行不虚也。

会场快讯
多尺度季风

2016年7月5日上午8点半，光大10会场内已经座无虚席，门
口簇拥的人群只好倚柱而站、甚至席地而坐，但大家翘首以盼的
目光却是共同的，随着多尺度季风专题主持人王斌教授宣布专题
报告开始，西安交通大学程海教授的报告似乎让会场的气温骤然
升高，如同放大镜引燃了遍地薪柴，会场在人群的热切目光中定
格。石笋记录中的多尺度亚洲季风，这个题目究竟有何魅力？事
情得从几天前说起，程海教授6月30日刚于Nature杂志发表文章
“过去64万年的亚洲季风记录和冰期终止”（The Asian mon-
soon over the past 640,000 years and ice age terminations, 
Nature 534, 640-646），该成果基于中国中部神农架三宝洞内
新获得的洞穴石笋样品，利用高精度U-Th定年和稳定同位素测试
分析，首次将亚洲季风的石笋氧同位素记录拓展延伸至过去
640000年（即U-Th测年方法的年龄上限），研究发现不仅十万
年的冰期循环实际上是几个岁差周期的平均，而且亚轨道尺度的
气候事件也具有显著的岁差周期，就是说千年气候事件和每隔10
万年的冰期终止的发生都与岁差循环有关！这说明万年以上时间
尺度的太阳辐射量变化可能对千百年时间尺度亚洲夏季风演变存
在调控作用，为当前多时间尺度季风专题提供了最有力证据，甚
至可以说是本届地球系统科学大会主曲谱中的最强音之一。

会场高潮并未由此报告而暂歇，紧接着程海教授留给大家思
考的几个问题（例如中国地区不同夏季风记录中的100ka难题、
特定经度上夏季风记录缺失的“the mystery longitude”问题
等），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所的谭明教授则引领大家进行了一
场古气候与现代气候的有趣对话交流，让大家开始思考”东亚古
夏季风究竟是热带夏季风还是副热带季风？”以及”为什么气候
学家不画EASM箭头？”等问题。在随后的几个报告中，有人用
树轮等高精度古气候替代指标重建了过去400年和1000年来印度
夏季风的变化特征，有人则用湖光岩玛洱湖的磁－气候记录反映
末次冰消期以来的亚洲夏季风演变，还有人用多模式集合的数值

模拟工作探索末次盛冰期全球季风异常的成因。与程海教授的多
尺度季风研究成果相呼应，岁差太阳辐射量所驱动的全球季风演
变成为本专题关注的焦点，例如黄恩清计算了80万年以来季风降
水的道尔效应变化、王跃利用数值模拟分析了30万年以来亚洲-太
平洋海陆热力差异和相关东亚夏季风变化的物理机制、石正国则
比较了已有数值模拟结果当中的亚-非-澳季风轨道尺度演化的区
域差异。

（王跃 供稿）

一位美国教授的中文报告 
7月5日上午，美国亚利桑那大学Adam Showman教授在比

较行星学会场做了一场精彩的中文报告。介绍了巨行星上超自转
过程的数值模拟。没错，这么多专业词汇，全是用流利的中文介
绍的。Adam学习中文大约7年，基本都是在美国学习的。从助理
教授升职到教授职位后，他发现自己还有个爱好可以发展，于是
捡起了多年前学习到的一点点中文。平均每天学习1小时，把几百
个专业词汇英、中一一对应起来背诵，现在Adam已经能在规定
时间内完成一个口头报告。上届会议，Adam就做过一个中文报
告，当时他还要提前把全部内容背诵下来，今年他已经能够发挥
自如了。现在Adam是北京大学的短期千人教授。

（马文涛 供稿）

古今交融、思维碰撞——高潮迭起的第二天
本报编辑部

Adam Showman教授在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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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深海物理海洋和海沟生物地球化学交叉研究展望

7月5号下午，专题十二所在分会场四座无虚席，会场两边也
站满了人，来自不同研究方向的研究人员都在聚精会神的听着关
于“地球第四极”——马里亚拉海沟的故事。在张传伦教授简短
的专题介绍之后，田纪伟教授即开始以一个浪漫的题目“遥思马
里亚拉海沟”开始了报告，田教授通过对去年年底进行的马里亚
纳海沟航次的相关研究结果报告，为我们描述了海沟研究的宏伟
蓝图，通过改良现有设备，该航次首次实现深海8727米的大体积
采水，为海洋化学和生物学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材料，并在国际
上首次构建了马里亚纳海沟潜标观测网，为开展深海多学科综合
研究提供现场支持。紧接着张传伦教授及该航次三位成员张晓
华、徐洪周、邹立分别从分子生物学、海洋化学及物理海洋等方
面分别介绍了航次的一些具体成果，提示我们海沟深处仍然可能
存在强烈的湍流混合和相对活跃的生物活动。林间老师则是从海
沟的形成机制给出了一个精彩纷呈的报告，围绕“海沟为何这么
深”的科学问题，阐述了马里亚纳海沟地区的大尺度地质构造、
海底断层与火山的特征，表明海沟地球动力学研究直接帮助人类
认知大地震、海啸的规律，并强调深海地质-海洋-生物等学科交叉
以及与深海尖端技术的合作对创新研究的重要性。最后，“蛟龙
号”第一副总设计师崔维成教授以“深渊科技流动实验室建设的
技术挑战及当前进展”为题，详细介绍了深潜设备研发的各个关
键环节以及我国研制全海深载人潜水器所要解决的关键技术，并
报告了他们研发的载人潜水器有望在2020冲击11000米马里亚纳
海沟的振奋消息。

（谢伟 供稿，林间 张传伦 崔维成 修改）

冰期旋回的多样性 

如果说以前古气候学界的目光聚焦于寻找各类记录当中的重
复性变化，那么现今，科学家的目光则更多的集中在地质历史上
每个气候周期之间的差异性。以比利时鲁汶大学Andrew Berger
为首的国际课题组，曾将精力放置在深海氧同位素期次11(MIS 
11)上，因为该时段的轨道参数配置与现今最为接近，有助于预测
未来气候变化。但中国科学家的视角更加独特。例如同济大学汪
品先教授提出，大洋碳循环在MIS13出现异常变化。如果不研究
碳循环对全球冰期旋回的影响，就不足以评估MIS11的特殊性。
中国科学院地质所的郝青振研究员，则在国际上首次清楚的提出
MIS15-13作为北半球“超级间冰期”的概念。

该研究奇妙地利用了中国黄土记录的特殊性。因为黄土粒度
与东亚冬季风强度高度相关，而东亚冬季风又主要受控于西伯利
亚高压和北半球冰盖大小，因此黄土粒度数据事实上可以作为北
半球冰盖体积涨缩的一个代用指标！要知道虽然深海氧同位素可
以大致给出全球总冰盖体积的一个估算，但是如何区别南极和北
极冰盖的各自贡献，那可是世界级的科学难题！而黄土记录中
MIS14期的较细颗粒，则暗示该时期北半球冰盖没有形成规模。
郝博士进一步通过全球资料的汇总，确切的认为MIS14期全球冰
盖规模中等规模的增加，主要来自南极冰盖的贡献。此外，

MIS-14作为一个特殊的地质时间窗口，可以探明在两个半球的冰
进冰退，都分别有怎样特殊的轨道参数配置。这对认识全球冰期
旋回进程，以及对传统的米兰科维奇理论，都是意味深远的补
充。总之，该研究展示了一个如何利用中国特殊地质记录来研究
全球气候问题的生动例子。

（黄恩清 供稿）

海洋科学与文化

《海洋科学与文化》专题，是首次出现在地球系统科学大会
的一个新专题。早上8点不到，会场里便陆陆续续挤满了听众，大
家对这一新专题的设立，充满了期待。8点30分，报告准时开始，
来自中国科技大学的孙立广教授首先发言。孙老师将多年来科学
研究的感悟娓娓道来，与在座听众分享了如何让科学回归文化。
孙老师的一席话，激起了在座学者的共鸣。随后的报告来自新华
社上海分社的张建松老师，张老师一直从事海洋科学相关的新闻
报道，先后多次参与极地考察。张老师以职业媒体人的视角，为
我们解读了她眼中的海洋科学研究。相比科学家眼中的海洋研
究，张老师的诠释更加贴近大众，同时充满了浓浓的情感，为整
个会场带来了阵阵掌声。随后同济大学的周怀阳老师、上海海洋
大学的宁波老师、以及来自中国科技大学的袁岚峰老师，分别为
大家奉上了精彩的报告。正如专题总结中刘传联老师谈到的，本
专题是此次大会新设的一个专题，没想到“人气爆棚”，可见大
家十分关心科学如何走进大众。在专题最后的讨论中，大家一致
认为，做好科普宣传工作，是每个科技工作者的职责；而如何更
好的向大众推广和普及科学，则是科学家与广大记者等媒体工作
者共同努力的结果。

（李超 供稿）

地球系统与地理教学

下午伊始，分会场五也开始了下午的报告，专题报告为地球
系统与地理教学，由郑祥民和段玉山老师共同主持。

首先由同济大学汪品先院士开始，汪老师深入浅出地讲解了
地球系统科学如何进课堂，我们知道，地球科学是七大基础科学
之一，科学家的主要任务自然是拓宽发展创新学科，而后备力量
则是学生，故而地球科学进入课堂是必然选择，汪老师诙谐幽
默，旁征博引使得会场座无虚席。然后是复旦大学附属中学的杨
士军老师和洋泾中学的王珏老师，例谈中学地理教师的学习和科
研视角以及中学地球科学教学的设计案例，讲述科学研究如何与
课堂教学相辅相成。接下来是上海市浦东教育发展研究院的张新
老师谈论如何加强中学地球科学教育的路径与策略，在素质教育
的大背景下，如何进一步加强地球科学的教育，使得同学们感兴
趣，主动去学习？可能从小学的自然课本就有洋流萌芽，到初中
与洋流正式见面，最后可能要熟背大洋洋流来面对高考。接下来
的报告就与此密切相关，上海财大附属北郊高级中学的周义钦讲
述永恒的海洋洋流——中学地理教学中有关洋流系统及影响的案
例研究。最后由华东师范大学的段玉山老师将话题升华到到国家
课程中 “地球科学基础”课程的设置，如何更好的设置地球科学
基础，如何在研究和教学，老师和学生之间找寻一个平衡点。

（李超 供稿）

汪品先教授与中学地理教师代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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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看点：专题介绍

专题7 大陆边缘沉积：源汇过程与环境响应

专题召集人：杨守业 石学法 刘祖乾 刘敬圃

亚洲大陆边缘发育世界上最活跃的地球表层“源-汇”体

系，大量的陆源物质从亚洲大陆包括青藏高原地区输送到边

缘海及开阔大洋，对边缘海和全球大洋沉积作用、生物地球

化学过程和海洋生态环境等都有巨大影响。西太平洋边缘海

发育建造了巨大三角洲、宽阔陆架沉积和深水扇沉积体系，

在自然环境变迁与强烈人类活动影响下，陆海相互作用强

烈。大陆边缘沉积物源-汇过程的系统研究对于揭示新生代

亚洲大陆构造隆升、风化剥蚀、季风演化、大河与边缘海发育

历史等具有重要意义。今天本专题报告不仅涉及亚洲大陆河流

和边缘海沉积物所记录的周边环境历史演变，例如亚洲干旱和

火山活动、风化程度等，还将深入探讨相关的沉积机制（如组

分解构、物源示踪、输运过程等）和人类活动响应特征。

专题9 亚洲-太平洋地区过去2000年高分辨率气候变化

专题召集人：晏宏 杨保 谭亮成

1）专题设置的目的，由来

最近2000年是过去全球变化研究的重要时段，准确重建这

一时段全球与区域气候变化历史，深入研究过去典型暖期的年

际、年代到百年尺度的气候变化规律与机制，是理解当今全球

变暖过程、以及自然和人类活动相互作用下未来气候变化的重

要 基 础 。 正 因 为 这 一 时 段 如 此 重 要 ， 过 去 全 球 变 化 委 员 会

（PAGES）专门成立了包括亚洲在内的各个地区的2000年气候

变化工作组，各工作组每年举行会议专门讨论年度研究进展和

未来研究方向。本专题设置针对这一热点问题，以亚洲-太平洋

地区湖沼和海洋沉积、石笋、树轮、珊瑚、砗磲和历史文献等

具备百年、年代至年际分辨率的地质、生物、历史记录为基

础，结合现代观测资料和数值模拟结果，交流亚洲-太平洋地区

过去2000年气候变化研究的最新进展，探讨未来研究方向。

2）报告内容的设置，口头报告的选择标准

专题九共收到来自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中科院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科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

中科院地球环境研究所、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中科院大气

物理研究所，以及国内高校如香港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南京

师 范 大 学 、 西 安 交 通 大 学 、 兰 州 大 学 、 中 国 地 质 大 学 （ 武

汉）、华南师范大学等19家单位的40份报告申请，设置口头报

告22个（4个时间单元）、展板报告18个。口头报告主要围绕

亚洲-太平洋地区不同区域过去2000年温度、降雨和环流变化等

以及极端事件的重建、典型气候阶段的数值模拟及机制分析、

以及代用指标气候意义的探讨。其中，设置4个邀请报告，分别

是来自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谭明研究员的“江南春

雨”之雨量效应佯谬及其意义”、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

所郑景云研究员的“过去2000年中国气候变化重建与极端事件

研究新进展”、兰州大学勾晓华教授“树轮记录的中国西部不

同区域干湿变化特征及其机制分析”。

3）专题的亮点与期待

本主题报告从研究材料看，囊括目前高分辨率气候变化研

究的几乎所有载体，如树轮、石笋、历史文献、珊瑚、砗磲、

湖沼和海洋沉积记录；从研究视角上看，既有对目前热门的石

笋代用指标气候意义的探讨，又有对不同区域过去2000年温

度、降雨等的重建与分析，还有气候变化机制的检测与归因；

从研究方法上看，既有单点研究，又有区域集成，既有古气候

重建，又有数值模拟分析。这些报告构成了亚洲-太平洋地区过

去2000年气候变化的立体研究体系，反映了我国学者在这一研

究领域的思考和最新研究进展。专题召集人已联系国际第四纪

联合会会刊“Quaternary International“，将在会后组织专

辑，对专题九的研究成果择优发表。我们欢迎对过去2000年气

候变化研究感兴趣的学者参加本专题的研讨，共同促进我国在

这一研究领域的发展。同时，也欢迎公众和媒体的参与。

(晏宏供稿)

专题18 海底下的海洋——深海热液与冷泉

专题召集人：杨胜雄，周怀阳

海底下的地球内部充盈着各种各样的流体，流体的迁

移、循环及其与周围不同介质的相互作用是不断演化着的地

球的有机构成，也是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这颗行星在宇宙中

的主要特征之一。

只有少量的地球内部流体有机会到达海底地表，产生了

丰富多彩的海底热液与冷泉活动，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热液硫

化物、热液氧化物与冷泉碳酸盐岩，构成了海底资源与环境

调查的主要内容。从海底来的热液与冷泉不仅潜移默化地改

变着海洋甚至大气的的成分，同时，海底热液与冷泉还带来

了地球内部的信息。对不同环境热液与冷泉活动及其产物的

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地球的时空演化。

(周怀阳 供稿)

专题26 华夏山水的由来

专题召集人: 汪品先

       “大哉我中华！大哉我中华!

东水西山，南石北土，真足夸。

泰山五台国基固，震旦水陆已萌芽，

古生一代沧桑久，矿岩化石富如沙。

降及中生代，构造更增加，

生物留迹广，湖泊相屡差。

地文远溯第三纪，猿人又放文明花。

锤子起处发现到，共同研讨乐无涯。

大哉我中华！大哉我中华!” 

这首是由尹赞勋、杨钟健两位地学泰斗，在1940年作词

的中国地质学会会歌，讲的就是华夏山水的由来。 3/4个世

纪过去了，地质科学的进步极大地丰富了华夏子孙对自己家

园来历的认识。现在我们知道：在全球古老的 “联合大

陆”里，“中国”从来不曾位居中央；现在的南沙群岛，四

千万年前曾经是华南大陆的一部分。这就是今天专题26讨论

的主题。　

这些确实是非常有趣的题目，你知道中国的地形曾经倒

转，从此以后才有“一江春水向东流”吗？你知道今天的江

南沃土，当年也曾经是荒漠、盐池，一片干旱吗？你知道为

什么台湾六百万年前方才升起，而且宝岛西部还堆积着来自

福建的砂土？你知道为什么会有三千里秦岭将中国分为南

北，成为华夏文明的龙脉？你知道“东水西山，南石北土”

的中国，有着怎样的来历吗？专题26邀请了来自科学第一线

的权威学者，用他们亲身的研究经历向你介绍“华夏山水的

由来”。 
中国地质学会会徽，“中”字表示中国和中国地质学

会，“土、石”代表地质之质，“山、水”分别代表造山
运动、火山活动和海浸、海退及其他水力现象等内、外力
作用。它们也代表中国四大地史时期的特点，“石”为元
古宙地层，“水”为古生代海相沉积，“山”为中生代造
山运动，“土”为新生代主要沉积。这四字位置正好反映
我国地理特征，西边多山，东边为海洋湖泊，南方多丘陵
石山，北方以黄土堆积为主。会徽由章鸿钊、谢家荣、
杨钟健、葛利普设计，张海若书篆，于1937年第13届
年会通过。

不过“学海无涯”，我们的认识还远远不够。专家们的

报告里也会提出更多的科学问题，鼓励我们年青一代的有志

之士，去探索祖国大地山水的由来。专题会将把我们引回到

75年前，仿佛听到学界前辈在敌寇铁蹄下顽强地坚持野外勘

探，引吭高歌“大哉中华”的声音，激励我们踏着先贤的脚

步，向华夏振兴的宏伟目标前进！

（汪品先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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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地球科学》海洋科学编委会议圆满召开

7月3日晚，《中国科学：地球科学》部分编委及编辑部成员
在光大会展中心8号会议室召开了海洋学科编委会，共同商议如何
提高稿件质量、扩大中国海洋科学的影响力。会议由副主编焦念
志院士主持。

作为一名中国海洋科学工作者，在国外期刊投稿过程中是否
遇到过因审稿周期过长而导致研究成果被其他单位抢先发表的情
况？《中国科学：地球科学》海洋科学编委会经讨论决定：投给
《中国科学：地球科学》海洋科学的稿件，将在一个月内完成初
审工作，以此帮助中国科学家高质量的研究成果能够快速发表。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编委会将采取以下措施提高海洋学科的
发文质量：首先，针对海洋研究热点领域邀请大师级的科学家撰
写综述类文章；其次，选择海洋科学热点话题，组织出版专题，
集中展示最新研究进展；第三，在国内一些综合性学术会议，如
地球系统科学大会上，征集高水平研究成果。

此外，会议上还讨论了海洋学科与地球系统科学如何结合等
其他问题。

来自展板区的报道

本次地球系统科学大会的展板报告分为24个主题，共400余块
展板，为期三天，在与会专家和学生中反响热烈。

各研究方向的与会人员普遍表示，此次展板报告的内容十分
丰富，覆盖专业知识面足够广，而且图表精致美观，既达到了阐
述科学问题的目的，又做到了形象直观，表现出了良好的科学素
养。

本次会议中跨专业交流很频繁，是一次难得的交流学习的机
会。“各学科的研究相互之间都有借鉴意义，希望在会议期间多
学习相关的研究成果，共同进步。”来自中国科技大学的刘研究
员说： “我是带着科学问题来参与交流的，把地球系统作为整体
研究，对外部参数，包括表层、深部、大气都会有影响。”

很多展板前，听众与介绍者进行着激烈的讨论，并吸引了不
少“围观者”。来自北京大学研究前寒武纪气候的刘同学与一位
研究前寒武纪矿床的研究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刘同学说：“我
是以大气和海洋为主要研究对象，对于地质学的原理不熟悉，都
是直接引用结果的。这次展板报告使我对地质学的原理有了更深
刻的认识。”

来自中科大的古同学表示，参与组织的会务同学尽职尽责，
给会议提供了极大的助力。报告发言的展示内容毕竟有限，很多
学术成果和认识都是通过展板得以更好的表现。展板报告不仅仅
是口头报告在内容上的补充，更是另一种好的交流方式。不同于
幻灯片的一闪而过，展板给驻足的观看者传递的信息更加直观形
象，观众可以用更长的时间思考，提出更深刻的问题。观众和展
板主人之间的互动性更强，开展多回合的交流，使信息的表述跃
出纸面，更加立体、全面、详尽。来自中国科技大学的博士生在
交流时间结束后还被感兴趣的专家联系到，进行深入探讨。

（孟宪博 供稿）

新华社记者与海洋

张建松：新华社高级记者，致力于海洋科学报道，多次随船
参加国内外科考活动，足迹遍布中国边缘海、南北极、太平洋、
印度洋，为我国海洋科学普及做出巨大贡献。昨日在茶歇中我们
对张建松记者进行简短的采访。

张建松记者表示海上报道的最大困难是通讯不便利，有时候
难以将最及时的消息传递出去。关于记者在科普中的作用，张建
松认为记者是读者和科学家之间的桥梁，将科研的意义告诉读
者。记者与读者对科学家的工作都不了解，因此要抓住读者的好
奇心。谈及记者对科普的想法与科学家的想法有哪些差别时，张
记者表示，某些工作科学家感觉司空见惯不屑于讲，但是对大众
而言则比较新奇。比如东海的地质调查每年都在做，但是大众并
不了解。记者用“给东海做体检”来形容就会加深大众对科研工
作的理解。有的科学工作者担心记者的报道不够充分会引起读者
的歧义，因而不愿多说；还有些科学家做的工作比较前沿，涉及
很多原创性较强的细节。这样科普的尺度把握就显得尤为重要，
这些都是对科技记者的挑战。

海洋艺术展

乘坐 “雪龙号”、“东方红2号”等多艘科考船，新华社记者
张建松的足迹遍布各大洋，她是我国首位涉足地球两极地区的女
记者；她用相机镜头记录了大海之美和科学探索之险，将一个个
精彩的瞬间变成了永恒。比如广袤多变的南大洋上憨态可掬的海
豹、以及极昼飘雪的景象；高冷而忧郁的北冰洋上绚丽灿烂的阳
光和日渐消融的冰雪；寂寞而热闹的西南印度洋上，澄澈天空中
的“白昼月亮”和美丽如画的辉长岩；古朴与现代交织的太平洋
上，历经沧桑的二战沉船和原始静谧的小岛。这些优秀的摄影作
品都已经放到本届大会主会场旁边的艺术展上展示，让人赞叹原
来艺术和科学的距离这么近，更让无数科研“宅男宅女”们对地
球远方的风情悠然神往。与此同时，本届艺术展上还展出了汹涌
澎湃、以假乱真的海浪、复杂多变的洋流、坚实壮阔的海冰和绚
丽多彩的海洋生物，同时还有奇妙精美的有孔虫、海上升明月，
天涯共此时的美景，前者来自于Dos Winkel的无私贡献，后者则
出自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于澎教授的神来画笔。

（本报编辑部）

于澎教授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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