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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的神秘的““黑烟囱黑烟囱””

33 月月 99 日清晨日清晨，，海况不错海况不错，，久违的阳光久违的阳光
终于露了下脸终于露了下脸。。

今天今天，，根据任务安排科考队将进行一根据任务安排科考队将进行一
次深海摄像拖体作业次深海摄像拖体作业。。1414 时许时许，，随着拖体随着拖体
一点点下放至海底一点点下放至海底，，被层层海水包裹着的被层层海水包裹着的
那个陌生世界那个陌生世界，，在实时传回的摄像画面中在实时传回的摄像画面中
一览无余一览无余：：20002000 多米的海底是永恒的黑多米的海底是永恒的黑
暗暗，，像陆地一样像陆地一样，，这里的地势并不平坦这里的地势并不平坦，，有有
高山和深谷高山和深谷、、缓坡和平原缓坡和平原，，以及沟壑和丘以及沟壑和丘
脊脊。。拖体继续向前拖体继续向前，，水中漂浮翻飞的沉积水中漂浮翻飞的沉积
物碎屑如夜空中的流星一闪而过物碎屑如夜空中的流星一闪而过，，不时有不时有
黑色的怪鱼黑色的怪鱼，，抑或抑或““张牙舞爪张牙舞爪””的海胆突然的海胆突然
闯入镜头闯入镜头，，随即离去⋯⋯随即离去⋯⋯

“生物骤然增多，附近可能会有异常。”
持续观察了数小时，第三航段首席科学家
助理吕士辉突然兴奋起来。这是一次深海
发现之旅，主要目标是要探寻 20 世纪最激
动人心的科学发现之一——“黑烟囱”。

1979年，在东太平洋海隆，美国科学家
在勘探洋底时，意外发现了喷射着浓浓“黑
烟”的烟囱状物体，取名“黑烟囱”。同样在
太平洋，2011 年参加环球科学考察的吕士
辉在那片波涛汹涌的蓝色水域下，首次邂
逅了传说中的“主角”。“没有想象中的滚滚
浓烟，只有钟乳石样的烟囱状物体残留在
海底”，那一次，历经 8 个多小时的找寻，吕
士辉遇见的是已经熄灭了的“黑烟囱”。

这些其貌不扬的“怪物”，平时静静地
耸立在大洋中的山脉——洋中脊之上，它
们是神秘海底热液口的“地标”。作为海底
热液活动的主要产物，海底热液硫化物依
照喷发时的温度和颜色不同，可分为黑烟
囱、白烟囱和低温喷口三种。

科学家们缘何对“黑烟囱”情有独钟？
故事要从“黑烟囱”的形成讲起。在洋中脊
环境中，冰冷的海水透过周围岩石断裂及
裂隙下渗，被地下数千摄氏度的岩浆加热
形成热液流体，淋滤出岩石中的多种金属
元素。因浮力不断增加，后来，热液流体沿
裂隙喷涌而出，与冰冷的海水再次相遇，发
生化学反应，溶解其中的金属成分沉淀堆
积成烟囱状，最终形成多金属硫化物矿床。

这种块状硫化物矿床富含铜、锌、铅等
金属，特别是富含贵金属（金、银）的事实轰
动了科学界，一些国家开始将其作为一种
潜在的矿产资源，“跑马圈地”。2001 年，
偶然与海结缘的顾春华第一次参加大洋科
考，恰好见证了硫化物调查热潮的兴起。

“截至目前，中、俄、韩、法、德、印等 6 个国
家已先后与国际海底管理局签订了硫化物家已先后与国际海底管理局签订了硫化物

勘探合同勘探合同，，在未来在未来 1515 年内年内，，将持续投入大将持续投入大
洋调查洋调查。。””顾春华说顾春华说。。

大洋深处的大洋深处的““精灵精灵””

其实其实，，不仅是经济价值不仅是经济价值，，对人类而言对人类而言，，
““黑烟囱黑烟囱””还是一扇生命之窗还是一扇生命之窗。。

目前学界主要存在两种说法目前学界主要存在两种说法：：一种认一种认
为地球生命来自外太空为地球生命来自外太空，，一种认为源于地一种认为源于地
壳运动壳运动。。

“‘“‘黑烟囱黑烟囱’’周围的环境与地球形成初周围的环境与地球形成初
期的环境十分类似期的环境十分类似。。””吕士辉认为吕士辉认为，，随着深随着深
海探秘活动的展开海探秘活动的展开，，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

““黑烟囱黑烟囱””有可能就是生命起源的地方有可能就是生命起源的地方。。
现实的确令人着迷。高压、幽暗、寒

冷，过去人们有种误区，以为“地球最后的
秘境”——大洋深处是一片生命的荒漠。
然而，最高温度接近 400℃的“黑烟囱”却
造就了一个生命的天堂。“密密麻麻的白色
盲虾挤成一团，紧紧缠绕在高耸的烟囱体
周围，尽情撒欢。”吕士辉记得，他们那次打
捞上来的除了多金属硫化物，还有近 200
只大虾，当时的首席科学家打趣，“谁要吃
虾，给他来顿油焖大虾”。

盲虾并非活跃在这座天堂中的唯一
“精灵”。在科学家们的描述中，“黑烟囱”数
百米范围内，不同生物依温度错落分布：
40℃至 110℃的高温区域，是多种古细菌
和嗜热细菌的天下；20℃至 40℃区域，生
活着大量多毛目蠕虫动物，代表物种为庞
贝虫；2℃至 15℃低温区域，生物种类繁多，
除代表性的管状蠕虫，还有虾、蟹和鱼等。

黑暗、高温，到处充斥着硫化氢和重金
属，在如炼狱般的“黑烟囱”附近，竟然生活
着如此纷繁复杂的生物，这常常让科考队
员们感叹生命的神奇。“‘黑烟囱’的发现，
大大拓展了人类对于生命的认识。”根据国
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周鹏博士的解
释，热液口周围生物演化出了特殊的适应
机制：作为初级生产者的化能自养微生物，
利用化学能固定碳源和储存能量从而生长
繁殖繁殖，，并为蟹并为蟹、、贻贝等热液口生物提供有机贻贝等热液口生物提供有机

物质和能量物质和能量，，其在整个群落生物链中的作其在整个群落生物链中的作
用用，，大抵相当于光合生命系统中的植物大抵相当于光合生命系统中的植物。。

当然当然，，除了可以揭示更多生命奥秘除了可以揭示更多生命奥秘，，这这
些生活在极端环境中的海洋生物些生活在极端环境中的海洋生物，，还有着还有着
不容忽视的潜在应用价值不容忽视的潜在应用价值。。““热液区的生物热液区的生物
因其特殊的生活环境因其特殊的生活环境，，形成了极为独特的形成了极为独特的
生物结构生物结构、、代谢机制，体内产生了特殊的生
物活性物质，如嗜碱、耐压、嗜热的各种极
端酶。”在顾春华看来，这些特性将来可被
开发利用在新药研发、工业催化、环境修复
等各个领域，前景非常广阔。

“高精尖”的技术活

36 岁的邓显明参加大洋科考有 10 个
年头了。这位征战中国远洋科考的“老兵”，
参加过西南印度洋硫化物合同区签订前后
的多个重要航次，足迹遍布西南印度洋、西
北印度洋、北大西洋和南大西洋洋中脊。

作为本行段的首席科学家，年轻的邓
显明带领 63 名船队员，穿越大半个地球开
赴西南印度洋。除了继续寻找故事的主角

“黑烟囱”，兼顾一些重点区域的生物多样
性调查外，他还肩负着另一项重任——在
西南印度洋合同区开展矿化异常调查，完
成合同区的初步探勘。

在世界各大洋发现的 300 多个热液喷
口，也就是“黑烟囱”，大多分布在洋中脊系
统。人们一度以为，只有像太平洋洋中脊
这样快速扩张的区域，热液活动剧烈，才会
存在多金属硫化物；在西南印度洋这样的
超慢速扩张洋中脊，地壳岩浆活动不频繁，
不会发现多金属硫化物。

事实是，2007 年，中国在这个“冷门
区”获取了多金属硫化物及热液生物等样
品，此后，中国大洋调查航次又在西南印度
洋洋中脊处洋洋中脊处，，陆续发现了陆续发现了 66个热液区个热液区。。

在此背景下在此背景下，，20112011 年年，，中国大洋协会中国大洋协会
与国际海底管理局签订合同与国际海底管理局签订合同，，在西南印度在西南印度
洋国际海底区获得洋国际海底区获得 11 万平方公里具有专属万平方公里具有专属
勘探权的多金属硫化物资源矿区勘探权的多金属硫化物资源矿区，，为期为期 1515
年年。。根据规定根据规定，，20192019 年年，，中国须放弃矿区中中国须放弃矿区中
5050%%的面积的面积，，20212021年放弃年放弃 7575%%的面积的面积，，最后最后
只保留只保留 2525%%的面积的面积，，作为专属开采区作为专属开采区。。

如何更好取舍如何更好取舍？？答案是答案是，，在合同区内在合同区内
找到更多科学家们期盼已久的多金属硫化找到更多科学家们期盼已久的多金属硫化
物物，，并进行资源量评估并进行资源量评估。。不过不过，，要在要在 1010 年年
内将这片平均水深约内将这片平均水深约 30003000 米的深海海底米的深海海底
摸清楚摸清楚，，找出其中多金属硫化物较为丰富找出其中多金属硫化物较为丰富
的的 25002500平方公里海域平方公里海域，，并非易事并非易事。。

且不说大洋深处风浪说来就来且不说大洋深处风浪说来就来，，科考科考
作业常常要作业常常要““看天看天””，，单就多金属硫化物探单就多金属硫化物探
寻而言寻而言，，就是件就是件““高精尖高精尖””的技术活的技术活。。邓显邓显
明说明说，，““与富钴结壳与富钴结壳、、多金属结核在大洋洋多金属结核在大洋洋
底大面积成片分布不同底大面积成片分布不同，，多金属硫化物呈多金属硫化物呈
点状分布点状分布，，且极不规律且极不规律，，而洋中脊地形异常而洋中脊地形异常
复杂”。有多难？有人曾比喻从洋底获取
多金属硫化物样品的难度，如同“从三层楼
上用鱼钩钓取地面上的一根针”。

幸运的是幸运的是，，凭借几代大洋人默默奉献凭借几代大洋人默默奉献、、
忘我付出忘我付出，，今年今年，，中国有望基本完成合同区中国有望基本完成合同区
内内 9090%%的阶段的阶段 II 的勘探任务的勘探任务。。““未来未来 55 年年，，中中
国将完成阶段国将完成阶段 IIII 矿化异常区调查的主体工矿化异常区调查的主体工
作作，，并力争完成并力争完成 5050%%的区域放弃的区域放弃，，开展阶段开展阶段
IIIIII的部分工作的部分工作。。””邓显明表示邓显明表示。。

走走，，到西南印度洋到西南印度洋““淘宝淘宝””去去
经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特派记者中国经济网特派记者 沈沈 慧慧

这是一段探索未知的旅程这是一段探索未知的旅程，，

目的地是马达加斯加以南目的地是马达加斯加以南 800800 多多

海里外的西南印度洋海里外的西南印度洋，，那里风光那里风光

旖旎而又变幻莫测旖旎而又变幻莫测。。去年去年 1111 月月，，

““向阳红向阳红 1010””船从浙江起航船从浙江起航，，经中经中

国南海国南海，，越过赤道越过赤道，，奔赴这里执行奔赴这里执行

中国大洋第中国大洋第 4343航次的科考任务航次的科考任务。。

此行此行，，科考队员们的目标是科考队员们的目标是

西南印度洋中一片黑烟弥漫的神西南印度洋中一片黑烟弥漫的神

秘海底秘海底。。这个水深几千米的陌生这个水深几千米的陌生

世界世界，，对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对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

经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受邀中国经济网记者受邀

参加第三航段参加第三航段，，记录全程记录全程。。

近了，更近了，3 月 27 日清晨，迎着满

天朝霞，“向阳红 10”船缓缓驶入毛里求斯

路易港码头。银色的舷梯慢慢放下，终于，

到了说再见的时刻。

37 天、4000 多海里，回望刚刚过去的点

点滴滴，一切历历在目，恍如昨日。

还记得，历经两天一夜的奔波，在毛里

求斯机场去往码头的大巴车上，一群即将

远洋的年轻人大声疾呼：“向阳红 10 船，我

们来了！”“印度洋，我们来了！”高亢嘹亮的

宣誓，将路途的疲惫一扫而空。

补给、登船、交接任务。2 月 19 日，载着

全船 63 名大洋人的憧憬，“向阳红 10”船再

次起航！

向着西南印度洋深处挺进，大海却给

初出远洋的“菜鸟们”来了个“下马威”：2 月

下旬，南半球恰逢夏秋之交，科考船越过南

纬 37 度，我们从盛夏一路走进了初秋。即将

抵达的作业区地处西风带边缘，风暴时来

时去，剧烈摇晃让每个人如在太空漫舞；即

便躺在床上，也能时刻感受到身体像元宵

一样，被摇得滚来滚去。

恶心、头疼、呕吐，骤然降临的眩晕，让一

群生龙活虎的年轻人陷入了沉寂。“同志们坚

持住，坚持就是胜利！”“把胃吐空了，世界就

会变得美好起来。”随着船颠簸得愈发厉害，

微信群里，大家默默发着信息，加油鼓劲。

我们遇到的海况还不算太恶劣。“老大

洋”顾春华记得，多年前出海时，年轻的他

曾吐得躺倒，无法动弹。当时的首席科学家

吕文正让他们带着被子到全船最稳的多波

束实验室睡觉。当然，还得随身带着水桶和

零食，以随时吃，随时吐。

相比眩晕，征服大洋之路更难对付的

是枯燥。是的，这种枯燥可以想象：37 天，每

天餐厅、宿舍、甲板三点一线；目力所及除

了空中不断变幻的云，只剩下望不到头的

蓝色。就那么点空间，要待这么久，与外界

联络也不方便，怎能不枯燥？

“我原本以为自己是个爱海的人，当置

身真正的海洋时，才知道，我爱的只不过是

海边。”科考队员常丁月在日志中这样写

道。“犹如一片树叶在海中漂浮。”航海人吴

伟国感慨，“没有了在陆地上的精彩纷呈，

有的只是黑暗和孤寂作陪”。

然而，与航行挑战共存的，是这片海域

不容忽视的科考价值。

此番万里迢迢跋山涉水目的何在？找

矿，为中国找矿，这是大洋人肩负的使命。

2007 年，科学家在西南印度洋发现了中国

首个热液活动区，获取了多金属硫化物烟

囱体和块状硫化物样品。

朝 着 那 片 黑 烟 弥 漫 的 海 底 努 力“ 奔

跑”，船上 39 名科考队员分成 4 个小组，24

小时全天候作业。下放设备、协同作战、冒

雨“赶工”，全船人员分秒必争，从大洋洋底

“捕获”5000 多公斤岩石样品和沉积物，获

取水体样品 44 层约 760 升，成功回收第二

航段布放的 1 站日变磁力仪，完成两站浮游

生物垂直拖网⋯⋯

然而，鲜有人知，海底探宝满载而归背

后，也留下诸多遗憾。没有美味大餐，没有家

人陪伴，唯一的特殊待遇是队友从后厨师傅

那要来的 3 瓶啤酒——在一个忙碌如常的

日子里，李锋悄悄度过了 42岁生日。2007年

第一次参加大洋科考，一晃十年过去，除了

2012年孩子出生未能出海生未能出海，，李锋从未有过任李锋从未有过任

何缺席何缺席。。如今如今，，这是第几次这是第几次在大洋上过生日在大洋上过生日，，

李锋已有些记不清李锋已有些记不清，，但他早就习惯但他早就习惯。。

类似的憾事在科考船上俯拾皆是类似的憾事在科考船上俯拾皆是。。执执

行科考任务期间行科考任务期间，，吴伟国的爷爷吴伟国的爷爷、、顾春华的顾春华的

外婆和外公外婆和外公相继去世相继去世，，他们却远隔重洋无他们却远隔重洋无

能为力能为力；；去年去年 1212 月底儿子出生月底儿子出生，，只陪了只陪了宝宝

不到 3 个月，30 岁的周红伟咬咬牙又出海

了⋯⋯想家吗？心酸吗？“但这就是我们的

工作，有愧疚回家弥补。”周红伟说着腼腆

一笑。

的确，在海上漂久了，无论工作再忙、

同伴再多，思乡与亲情总是大家心中无法

割舍的情结。在“向十经纬”栏目，参加多个

航段的“新大洋”写道，“已经是腊月廿八

了，船上年味渐浓。家里的群最近可热闹家里的群最近可热闹

了了，，每天都在讨论年货的准备每天都在讨论年货的准备。。妈妈在洗家妈妈在洗家

里的被子里的被子，，姐姐说她给家里买了个新桌布姐姐说她给家里买了个新桌布，，

弟弟炫耀他花弟弟炫耀他花 2929 元钱淘了元钱淘了 55 斤菱角⋯⋯我斤菱角⋯⋯我

不是个念家的人不是个念家的人，，但是长这么大第一次不但是长这么大第一次不

回家过年回家过年，，有点思念有点思念””。。

是的是的，，大洋科考美好而艰辛大洋科考美好而艰辛。。但正如但正如

““老大洋老大洋””宋帅所说宋帅所说：：

大洋人已习惯了在孤寂中探索与求知大洋人已习惯了在孤寂中探索与求知

纵然狂风暴雨纵然狂风暴雨，，依然乘风破浪依然乘风破浪

没有什么能阻挡他们的前行⋯⋯没有什么能阻挡他们的前行⋯⋯

大 洋 之 约
沈 慧

久未谋面的父子再次相见，年幼的儿子望
着这个“陌生”男人，脱口而出的竟是“叔叔”。
这并非电影中特有的桥段，而是发生在现实生
活中的真实一幕。

故事的“主人公”是 40 岁的何拥华。那是
2007 年，出海 5 个多月的何拥华再次回到家
中，不到 2 岁的儿子用好奇的眼光上下打量
他，最后叫了声“叔叔”。除了震惊与意外，那
一刻，何拥华心里更多的是愧疚，“感觉很对不
起他”。

说声抱歉，不善言辞的何拥华沉默了几秒，
轻轻皱起眉。怎能不感慨？1998 年至今，这是
第几次参加大洋科考，“老大洋”何拥华已记不
清。“怎么也得十几次了吧”，现在每年至少四五
个月出海在外，何拥华早就适应了单调乏味的
海上生活。只是对于儿子，他有太多歉意：儿子
小学 4 年，他只参加了两次家长会；陪儿子的时
间太少，父子俩关系有些疏离⋯⋯

“可这就是我们的职责所在，不去海上怎么
行？”1998 年，第一次参加大洋科考，20 多岁的
何拥华跟随当时国内最先进的海洋综合考察船
——“大洋一号”去了太平洋，一待就是 200 多
天。第一次出远海，剧烈摇晃导致的眩晕自然
无法避免。那次，年轻的何拥华连续晕了一个
多星期，什么都吃不下，最后只能靠输液恢复体
力。但他不是晕得最惨的，他记得同行的一个
伙伴整整晕了一个航段，吃什么吐什么，却顽强
得像个“打不死的小强”，拼命地坚持吃，吃了
吐，直至下一个航段“满血复活”。

除了眩晕，因条件有限，当时船上的起居饮
食也是件让人颇为头疼的事。逼仄的宿舍满满
当当地住了四个人，没有独立卫生间，难得洗次
澡，还要限时。至于吃的，常常出海一周后，就
没有绿色新鲜蔬菜了；肉类则是从国内出发时
携带上船的，一吃就是 200多天，吃到后来有种
怪怪的味道。

不过，何拥华印象最深的还是每天晚上的
放映时间。一到晚上 8 点，除去值班同志，几十
号人不约而同出现在餐厅，船上仅有的播放机
内会传出他们最熟悉的声音：“小鱼儿”和“花无
缺”。每集 30 分钟、每天 4 集，待剧集结束，隔
段时间，大家又从录像带中翻出仅有的两部电
视剧中的这部，从头再放。就这样，一部电视剧

《绝代双骄》成了全船人最惦念的对象，常常一
个航段要放两遍。

在船上时间长了，大伙儿成了兄弟，无话不
谈，可聊的最多的还是家。于是，每次靠港码头
的电话亭外，大家总排起长队等着打越洋电话，

“只是挨得太近，悄悄话是没法说的。”前年开
始，科考船用上了海信通，但因延迟严重，信息
秩序混乱颠倒秩序混乱颠倒，，一条信息可能隔半个月才收一条信息可能隔半个月才收
到到。。有时有时，，手机会像中了病毒般突然收到一两手机会像中了病毒般突然收到一两
百条同样的短信百条同样的短信。。

转眼转眼，，出海已出海已 2020 个年头个年头，，在海上漂得久了在海上漂得久了，，
在梦里在梦里，，何拥华有时都看见自己跟随着何拥华有时都看见自己跟随着““大洋一大洋一
号号””在浅海在浅海、、大洋大洋、、港口来回穿梭港口来回穿梭，，劈波斩浪劈波斩浪。。再再
过几个月过几个月，，大洋第大洋第 4343 航次就要返程了航次就要返程了，，这次科这次科
考任务结束考任务结束，，何拥华准备好好陪陪儿子何拥华准备好好陪陪儿子，，带他一带他一
起出去走走起出去走走，，看看大千世界看看大千世界。。 （（沈沈 慧慧））

缺 席 的 父 亲

本版编辑本版编辑 郎郎 冰冰 周明阳周明阳

联系邮箱联系邮箱 jjrbxzh@jjrbxzh@163163.com.com

科考任务结束后

，大家在前甲板合

影留念

。

（资料图片

）

图图①① 科考队员在甲板上科考队员在甲板上作业作业。。

图图②② 科考队员在回收下放至海底的科考队员在回收下放至海底的

科考设备科考设备。。

图图③③ 科考队员余晓非在维修抓斗科考队员余晓非在维修抓斗。。

图图④④ 面对体积庞大的设备面对体积庞大的设备，，大家动大家动

手齐上阵手齐上阵。。

图图⑤⑤ 科考队员在实验室做实验科考队员在实验室做实验。。

照片均为本报记者照片均为本报记者 沈沈 慧慧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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