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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世昌后人：
想潜入海底摸铁甲沉舰

在确认“丹东一号”为致远舰后，有媒体就此采
访了邓世昌后人及诸多北洋海军后裔。叶伟力为邓
世昌第五代外孙，他告诉记者，经过几代人的努力，
致远舰被确认，这是质的飞跃。

记者：您是怎么知道“丹东一号”被确认为致远
舰这一消息的？

叶伟力：是陈悦老师(中国海军史研究会会长)给
我发的微信，其中包括带有“致远”字样的篆书瓷盘
图片。当时我正在工作，看到后非常激动，第一时间
给父亲、哥哥打了电话，他们也非常激动。我的父亲
也一直在关注网上和电视上的打捞信息。

记者：当时第一反应是什么？
叶伟力：经过这么几代人的努力，致远舰最终被

确认，终于开花结果了，这是质的飞跃。这不仅是致
远舰和邓世昌的事，而是代表了那一代的甲午将士
们，致远舰和邓世昌只是他们中的一个代表。听到
这个消息时，我心里想的是，作为甲午将士的后人，
我能做些什么工作?

记者：目前致远舰的确切打捞方案尚未确定，对
此您有何期待？

叶伟力：一定要科学打捞，不要破坏性打捞。根
据媒体报道，在船后部的生活区，发现了一些包括
拖 鞋在内的生活用品，这对于考古和历史研究都很
有价值。应尽量将致远舰及其内部相关文物，完整
地打捞出来。有人提出建议，希望可以建一座“甲午
海战致远舰无名将士墓”以及纪念碑供后人凭吊。
对此我也是完全赞同。

记者：“丹东一号”目前是基本确认为致远舰，如
果最终确认为致远舰，您想做些什么？

叶伟力：如果有那么一天，如果有机会的话，我
也想潜入海底，去亲手抚摸一下这艘曾经伴随先辈
们浴血奋战的铁甲沉舰。因为如果是我生在甲午那
个年代，可能也会做出与致远舰将士们相同的选择，
这或许就是血脉的传承吧。 （法晚）

带有玻璃的“致远号”舷窗。

致远舰残骸在海底24米

据参与致远舰考古调查的甲午史专家陈悦介
绍，致远舰残骸目前在海底24米处，刚发现时舰体
上覆盖了厚达3米的淤泥。

据此次水下考古调查领队周春水介绍，自今
年8月初考古工作开始以来，打捞出水的沉船相
关文物种类有60余种，数量100多件，它们主要
分为3大类，即船载武器、船体构件以及船员生活
用品。

周春水说，目前考古工作还没有正式进入文物
大规模提取阶段，出水文物都是在抽沙过程中从泥
沙中剥离出来的，并且为了保护沉船船体结构，考古
队并未对散落在海水中的大块船体甲片进行捞取，
这些需要等到将来船体打捞工作计划出台后，再着
手进行。

疑似邓世昌私人印章出水

随着辽宁丹东港沉船被确认为致远舰，有更多
文物陆续出水，比如发现了一枚印章，上面刻有“云
中白鹤”四个字，专家分析该印章疑似邓世昌的私人
物品。

云中白鹤，比喻志行高洁的人。成语出处：《三
国志·魏志·邴原传》裴松之注引《原别传》：“邴君所
谓云中白鹤，非鹑鷃之网所能罗矣。”

参与此次考古工作的甲午史专家、中国海军史
研究会会长陈悦说，目前发现的重要文物，几乎都位
于致远舰的后部。

“带有致远舰舰徽的盘子、格林炮，以及多种
私人用品的出现，都意味着目前正在调查的区域
属于致远舰的后部。”陈悦说，瓷盘一般为船上军
官使用。

舷窗见证惨烈战斗

在4日首次进行的水下发掘行动中，考古队员
发现了致远舰上的一扇舷窗文物。陈悦介绍，这枚
舷窗为方形，在大鹿岛海域的沉船只有致远舰上有
这种舷窗，位置就在致远舰的管带套间。

邓世昌舰长套间外面的舷窗，目前一共发现
四枚。

从央视的直播画面看，舷窗上覆盖着大量的海
洋生物，舷窗的受损程度也较为严重，显示出当年战
斗和爆炸的惨烈。 （华西/王国平）

科考细节

1 海底发现步枪子弹

解读:当时船上可能有“狙击手”
参与了此次致远舰考古行动的历

史学者萨苏说，海底文物让致远舰更多
秘密将被揭开。“在海底还发现了步枪
子弹，其中一些是使用过的弹壳，当时
在船上为什么会使用步枪？”

萨苏说，据他分析有两个可能，
一是在致远舰向日舰冲锋的时候，
船上的陆战队员拿起步枪向敌舰射
击，第二个是当时船上可能有狙击
手，在韩国电影《鸣梁海战》中当时
日舰有手持火铳的狙击手。“这说明
在海战中，船上的陆战队员们一直
是 以 这 种 方 式 表 达 自 己 不 屈 的 斗
志。”萨苏说。

2 将士遗骸上有焚烧痕迹

解读:船员们都是在烈火中坚守岗位
在目前发现的北洋将士的遗骸上

面都有烈火焚烧的痕迹。萨苏说，从这
些遗骸上能看到他们经历怎样惨烈的
战斗。“甲午海战中，来远舰中了日军使
用的下濑火药炮弹，船上燃起大火。战
后来远舰开回港口，打开舱门后，发现
这些船员都有不同程度烧伤。”萨苏说，
致远舰比来远舰中弹要多，特别是在冲
锋时，遭到了难以想象的炮击，“这些船
员都是在烈火中坚守岗位。”

3 一枚鱼雷引信已插上雷管

解读:当时的鱼雷已经处于待发状态

萨苏说，当时一名英军的下级军官
记载他看到的致远舰最后航程，他表示
致远舰在冲向日本舰队的时候舰身已经
倾斜，从它的舰身两侧排水口中不断排
出白色的泡沫。这艘战舰舰身倾斜，却
以最高的时速勇往直前，它的火炮已经
停止射击，只有桅盘中的机关炮开火。

萨苏说，海底发现的一枚鱼雷引信
已经插上雷管，这说明当时的鱼雷已经
处于待发状态，“在致远舰最后的关头，
船员们各司其职，他们可能要做的就是
一件事，接近敌舰，要么撞沉它，要么发
射鱼雷击沉它。”

但最终一声巨大的爆炸声使得战
场沉寂下来，致远舰是在距离日本舰队
约一公里处走完了自己的航程。致远
舰的体内发生剧烈爆炸，军舰的船头先
行下沉，舰尾高高竖立到空中，但螺旋

桨仍然在不停地旋转。不到十分钟，这
艘巡洋舰就彻底消失在了大海之中。

这声大爆炸很可能就来自致远舰的
锅炉，这或许可以解释锅炉的构件之间
为何如此远离、分散。萨苏说：“英军的
描述再加上海底的文物的相互印证，使
我们知道在这场大海战中邓世昌不是一
个孤独的英雄，他和他的战友们都无愧
于中国第一代职业海军军人的称号。”

4 当时的港币硬币

解读:见证海军维权功绩
在此前的打捞中，曾出水了诸多生

活用品，包括以竹林七贤为主题花纹的
青花碗，以及一些钥匙、锁和银锭，其中
还有一枚当时的“港币”硬币。

虽然只是一枚小小的硬币但是却

见证了致远舰的一段旅程。
据萨苏介绍，致远舰1887年编入我

国第一支近代化远洋舰队北洋水师，管
带为提督衔记名总兵邓世昌，从此再未
更换过指挥官。“该舰编入北洋水师后，
曾多次出访新加坡、俄国远东地区乃至
日本，也曾在多次朝鲜半岛出现危机的
时刻前往当地稳定局势。”萨苏说。

中国海军研究史研究会会长陈悦
说，在甲午海战前致远舰和北洋舰队一
道曾在维护我国领海和地区稳定方面
做出重要贡献。

“致远舰官兵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
团结奋战抵御外来侵略的爱国精神，我
们捞的是民族魂，哪怕只剩下一块铁也
要把它捞上来！”这是1997年国家文物
局批复同意打捞致远舰后，当时张序三
中将说的一句话。 （综合）

考古学家在黄海

海域发现甲午海战沉

船“致远舰”的消息轰

动了整个考古界，随着

水下考古工作的进行，

一些重要文物陆续出

水重见天日，关于这

艘在海水中沉睡了

120余年的战舰是如

何沉没的谜团也将逐

步解开。

还原致远舰

海底文物揭开沉睡的秘密
今年的水下考古工作从8月1日开始，10月6日结束。一些重要文物近日陆续出水重见天日，121年前致远舰的一些面貌、场景也得

以在这些文物中复原，让后人更加直观地认识那段英勇悲壮的历史。

10月4日，考古队员准备出水。 打捞出的152毫米副炮弹头。 带有“致远”铭文的瓷盘。

“丹东一号”再次出水一批水下文物,
这是本次打捞出水的“致远舰”残骸。

致远舰是北洋水师最先进的军舰之一，爱国将
领邓世昌是致远舰的管带。甲午战争期间，1894年
9月17日，中日海军主力在黄海北部（今辽宁丹东附
近海域）爆发海战。此役北洋水师损失５艘战舰，其
中“致远”“经远”“超勇”和“扬威”舰沉没在交战海
区。此战中，邓世昌任管带的“致远”舰为掩护旗舰

“定远”，毅然冲向日军舰队，不幸被鱼雷击中沉入海
底，全舰官兵除7人获救外，全部壮烈殉国。

时事档案·致远舰

发现始末
异常水域发现
甲午战争遗物

2013年，丹东港集团在开发丹东
海洋红港区时，在新港清淤过程中发现
水下有异常磁力显示，可能是存在沉
船。这一片海域正是当年大东沟海战
的战场，打捞当年沉船也是丹东人多年
的心愿，丹东港迅即邀请文物部门介入
进行调查。

“在没有进行正式的水下调查前，
丹东港集团从2013年发现这艘沉船
起，每天都安排至少一艘拖轮对沉船进
行24小时守护，以确保沉船的安全。”
该负责人说。

2014年，考古人员在水下打捞起
这艘沉船的第一块残片，让这艘沉船的
身份渐渐浮出水面。这是一块带有翻
卷创伤的锻制钢板。由于长期埋藏于
水下泥土之中，保存十分完好。残片上
面的双排大型铆钉孔清晰可见，根据锻
造的分层特点，初步断定这艘沉船距今
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这块残片的发现使认定沉船身份
和价值的工作朝前迈了一大步。初步
探明，这艘沉船为中日甲午海战沉没战
舰。考古人员将其命名为“丹东一号”。

此前，参与致远舰考古行动的知名
历史学者萨苏曾在日本考察过甲午战
争的遗物，因此被丹东港邀请加入考察
工作。此后，中国海军史研究会会长陈
悦、著名水下摄影师吴立新，也都先后
加入到这个团队中。

2014年4月国家文物局水下考古
中心介入该项工作。

担心外界知道经纬度的话可能会
引起盗捞,出于保密需要，萨苏向记者
介绍了探捞的大概位置，是在甲午战争
的战场大鹿岛和大东沟之间。大东沟
实际上是一条水道，它是从鸭绿江干流
里分出来的一条出海口，它的南侧叫大
东沟。邓世昌和战舰上的众壮士就是
在这一带壮烈殉国的。

在探摸的过程中发现了多处的沉
船遗址，这些船里面有几艘被怀疑为北
洋水师的沉船，这一带北洋水师共沉了
三艘军舰。

天气太冷
曾封海沉沙固定

2013年年底到2014年前半年，主
要是由丹东港在这一带水域里面进行搜
网式的检查，主要是使用多波束雷达、声
呐进行水下检测，发现水下可疑的点。

目前探捞的点就是当时反射显示
几率非常高的一个点，于是当时在辽宁
省文物部门的协助之下，丹东港派出人
员到这一带进行抽沙清淤，在清淤的过
程中发现了文物的残片。残片在2014
年3月的时候已经出水，国家文物局迅
速做出反应，派出一个小组进行考 察，
人员都是当年参加过“南海一号”船搜
索的队员。

工作人员检测到，水下有1600吨
沉没的船体。国家文物局的考察船，叫
做“中国考古一号”。“中国考古一号”到

达以后，作为指挥船来指挥工作。
2014年10月份之后，天气太冷了，

不适合下潜探捞，于是就暂时封海。这
期间，工作人员用沙袋、麻袋将沉船压
住，避免被风浪冲得偏离位置。

最近一次探捞是今年5月份，一百
多件文物陆续出水。探捞队伍由两组
工作人员组成，一组工作人员下水，另
一组工作人员在探捞平台上。

探捞平台就是在沉船上有个大吊
车，上面有抽沙机、潜水平台。整个探
捞平台浮在海面上。

潜水员发现东西以后，就会转到
“中国考古一号”上，再通过清洗鉴定等
方法，再确定下一步的工作方向。

瓷盘系
偶然拼接而成

据萨苏介绍，9月17日是黄海海战
纪念日。按照工作规则，工作人员每次
发现探捞物后都会有记录日志。当天发
现的瓷器碎片是位于致远舰推测舰尾，
推测舰尾左侧有一处被板结的沉积物，
在抽沙时打开沉积物，发现了一批瓷器
碎片。当时并没有记录太重要的内容，
工作人员没觉得这些瓷器碎片很重要。

第二天，陈悦通过电话提到瓷器可
能有标志，因为北洋水师的瓷器上往往
都有舰徽之类的符号，此次水下考古调
查领队周春水和摄影师吴立新两人细
心地拿着这些瓷盘碎片开始拼，最后拼
出一个瓷盘状。

这个白色瓷盘表面上看并无特殊，

而从侧面看，科考人员突然发现中心位
置出现了舰徽。因为盘子上面的釉彩
是带金属铅的，一百多年过去了，釉彩
肯定已经掉了，但是铅已渗到瓷器里面
去。所以瓷器的含铅率就特别高，从侧
面看时，金属就会有反光，这样舰徽就
被保留下来了。

科考人员看到的舰徽最上面一行
写着“CHIHYUAN”，就是英文“致远”
的拼写。左右两边各有三枝带有橄榄
叶的装饰。下方是一个半圆，写着

“THEIMPERIALCHINESENAVY”，
也就是“中国皇家海军”的翻译。中间
有两个篆字，上面是“致”，下面是“远”，
共同组成一个中心舰徽。

后来，他们将这个舰徽与它的姊妹
舰“靖远舰”仅存的瓷器进行对比，发现
它们的风格做法确实是一样的。

繁体“致远”字样
为证实致远舰最直观证据

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
心“丹东一号”沉船发掘领队周春水告
诉记者，经过近两个月的水下考古调
查，考古人员目前已经打捞发现100多
件文物，从打捞起的文物可以断定，“丹
东一号”沉船就是甲午海战致远舰。

周春水说，目前已发现的文物中，
一组上面写有繁体“致远”字样的瓷器
碎片，是“丹东一号”实为甲午海战致远
舰的最直观证据。

这艘沉没战舰发现于丹东港的西
南方向10海里的距离，所处海底深度

大概在18米到24米之间。沉船绝大部
分深埋于沙下，从桅杆至艉部约50米，
宽9—10米，体量在1600吨左右。整
个船体外轮廓形态保存尚可，但舱中损
伤较大，杂乱分布较多碎木板、铁板和
机器零件等物品，并发现多处火烧迹
象，调查中还发现炮、子弹等武器弹药
残件，伴出有大量铆钉铁甲板、木质船
材等遗物。

军官舱附近
发现七八具骸骨

引人关注的是，４日，考古人员在
沉船中除了发现大量文物外，还在军官
舱附近发现了七八具骸骨，这些骸骨被
发现时已不完整。

2015年8月，国家文物局开始对沉
船进行重点调查和打捞，诸多文物相继
被打捞出水，再现了当年致远舰的英勇
悲壮。

近代史专家、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
理事关捷教授说：“当年在大鹿岛海域，
北洋海军投入了几乎所有战船和兵力
与日本交战。打捞致远舰，打捞起的是
一段历史，一种民族的精神。”

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的第五代孙
丁昌明在2014年海祭甲午海战阵亡将
士时说：“登鹿岛而远眺，犹见艨艟激
战，临黄海而俯察，仍觉硝烟未散。”

目前，考古队已经和相关方面取得
联系，希望能够妥善处理将士的遗骸，
以供后人凭吊、纪念。

（据新华社新媒体专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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