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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扫码听一听周义明
讲他与海南的故事

近海、远海、深海、海
斗深渊……人类对大海
的好奇和探索从未止步。
但面对深度超过6000米
的海斗深渊区，人类对其
所知，甚至不如太空领
域。在全球能源紧缺的
大背景下，各国争先开展
对以甲烷水合物为代表
的深海矿产的探索。

然而，深海探索并非
易事：海水深度每增加
10 米，物体所承受的海
水压力就会增加一个大
气压。在万米海底，物体
承受的压力将达到1000
个大气压，相当于每一个
手指甲盖大小的面积上，
就得承受约1吨的重量。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中国科学院在海南三亚设
立国立深海研究机构，并
建立的“深海极端环境模
拟研究实验室”，就是依靠
基础科学来“打桩铺路”，
为进一步深海探索提供认
知基础。

受到时代的呼唤，一
群深海领域科学家云集海
南三亚，周义明便是其中
之一。这位曾在美国工作
了大半辈子的中国学者，
在近古稀之年，决定回国
重新“创业”，从看似毫不
相关的角度开局，为我国
突破深海科研“天花板”、
探取大洋深处秘密，甚至
可以揭开地球生命起源的
谜题、验证是否有外星生
命的存在。

周义明，1945年出生于台湾，1976年，取得美国约翰

霍普金斯大学地球与行星科学系地球化学博士学位，同

年成为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驻太空总署约翰逊太空中

心博士后。

1979年到2013年的34年间，他工作于美国内政部地

质调查局（USGS），大半生致力于研究地质、矿物及气体

水合物（包括天然气水合物）在不同条件下的物理化学性

质。这一时期，他已是闻名世界的地球科学家。2013年

周义明主动要求退职，成为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

研究所一级研究员，并在海南三亚牵头创建深海极端环

境模拟研究实验室。

中科院深海所深海极端环境模拟研究实验室主任周义明：

为海南培养新一代深海人才
■ 本报记者 孙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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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越往上走，就越是细
分。这个大半生致力于研究地球科
学的老人，没想到自已的研究方向，
会一路从“陆地”转战“太空”，甚至在
2013年，一脚跨进了“深渊科考”的
世界。

1979年，周义明还在美国地质
调查局工作，专攻实验地球化学与矿
物学这类基础理论研究。到了20世
纪90年代，经济萎靡不振的美国开
始裁员，基础理论研究遭遇经费和人
员双缺失的波折。所幸所学能应用
到与环保相关的科研，周义明保住了
工作职位，同时也对矿山废石中的硫
酸盐类矿物的稳定性加以深入的研
究。随后科学家们在火星上发现了
大量的硫酸盐类矿物，默默无闻的周
义明一下备受瞩目，也开始研究火星
岩石。

2011年，在参与美国明尼苏达
州举行的美国地质学会年会时，周义
明见到了一位老朋友，得知中国科学
院即将开启海斗深渊研究计划，将成
立一个全新的科研机构。

“在所有的海洋科学中，深渊科
学是目前人类了解最少的，中科院要
在三亚建立一座集科考研究、工程装
备制造于一体的全新国立科研机构，
急需大量基础科学人才的鼎力支
持。”这位老朋友期望着周义明的加
盟。

在不具备大规模原位试验的条
件下，我国要研制自己的万米级载人
潜水器，就必须先在岸上厂房、实验
室中，模拟出高（或低）温高压的深渊
环境，以对载人深潜设备进行测试。

此番交谈的一席话，在周义明心
中埋下了种子。

2012 年 6 月，我国的“神舟九
号”飞船与“天宫一号”空间站实现刚
性连接。当时正逢我国7000米级载
人潜水器“蛟龙号”成功完成西太平
洋马里亚纳海沟的深潜作业，让中国
载人深潜一下子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通过新闻报道看到潜航员与航
天员对话的场景，彻底激发了周义明
从地球化学转型深渊研究的冲动。

后来面对记者的采访，他是这么
描述当时内心受到的激荡：“人类对
深海的了解，比对宇宙深空的了解还
要少，海斗深渊仍然神秘，但两者又
有很多共性，我相信我对极端环境下
物质的物化性质的长期研究，在深渊
科考中同样大有可为！”

于是，2013年3月，68岁的周义
明决定提前退休，跨越大半个地球到
海南三亚，在新的科研领域重新“创
业”。面对周义明提出的退休申请，
当时的上司特别吃惊。要知道，周义
明在美国地质调查局的工资，是深海
所承诺给予的3倍。美国上司希望
他再慎重考虑，但周义明回国的决心
已定。就这样，周义明夫妻双双来到
了祖国美丽的三亚，在新的领域重新
开始。

“三亚距离中国深海最近，生态
好，环境舒适，是个开展海洋科研的
好地方！”周义明忘不了2013年到
2016年中科院深海所在三亚筹建期
间，自己带着两名助手，在中科院深
海所租赁的临时办公场所里，研制深
海极端环境模拟设备的经历。

“在三亚生活这几年，在临时办
公场所里搞研究、购置和制造设备，
闲暇之余，和我夫人背着包逛菜市
场，在三亚走走看看，我们都非常享
受在这里生活的日子。”

走进周义明的深海极端环境模拟
研究实验室，几名年轻学者身着白色
制服，正埋头制作着实验耗材。只见
他们用玻片切割毛细硅管，以橡皮泥
小心包裹好，再接到涂抹了黏胶的钢
制接口上……就这样，一根初级的毛
细硅管反应腔就做好了。这是“熔融
毛细硅管反应腔”设备的核心部件之
一，它能承受零下190摄氏度至零上
500摄氏度、1600个大气压的极端环
境条件。

“从万米深渊采集来的海水样本，
我们会把它注入这个毛细硅管中，然
后两端加压、加温，模拟出深海的压强
环境，再通过显微镜观察、仪器测试光
谱震动变化情况，记录相关数据，并逐
渐建立起数据库。”周义明用简单的描
述介绍着深海极端环境模拟研究实验
里的一系列复杂过程，边说着拿起设
备示范给记者看。

在不同的实验室里，陈列着用于
模拟深海极端环境的不同设备。这些
设备个体都不大，却十分精密，其中使
用到钻石、黄金、白金、铼片等耗材，造
价相当高昂。

从一份周义明记录下的实验视频
里，可以见证高温高压，会对物质带来
怎样神奇的改造：铁橄榄石、石英与水
的混合物，在热液金刚石压腔制造高
温高压之下，逐渐互融，形成一种名叫

“铁辉石”的全新物质。
更令人惊叹的是，随着温度和

压强数值的改变，矿物还会呈现迥
然不同的面貌：比如含钾铝的硅酸
盐物质，在 833 摄氏度环境中会形
成云母，温度再升至900摄氏度时，
则会变成刚玉（即红宝石或蓝宝
石）。

“我们在实验室里模拟出深海环
境，再通过观测样品变化，进一步了解

矿产资源在海底的形成机制，搞清楚
海底岩石的来龙去脉，就能为我们今
后开发海底矿产、研究深海微生物乃
至追溯生命起源都带来启发。”周义明
介绍，随着大量实验积累，地质流体拉
曼光谱数据库将得到逐步完善，为今
后捕获、解读这些流体及其矿物成因、
环境提供支撑。

据悉，仅仅建立数据库这一项，就
花了长达5年、共计500万元研究经费
的投入。“所以说，基础理论研究很烧
钱，又与人民生活和经济社会的发展
没有密切关系，过程漫长而且不容易
出成果。”周义明认为，只有具备强大
的经济实力和稳定的社会环境，才能
支撑这类研究的开展。我国的经济实
力和大环境对基础科学的支持，营造
了尊敬科学的大环境，将会吸引越来
越多全球人才聚集于此，推动科技发
展实现质的突破。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事业因人才
而兴，人才因事业而聚。在周义明的
实验室里，就云集了多名博士和在读
研究生。他们在周义明的指导下，从
制作深海环境模拟研究实验设备的零
件开始，慢慢到独立开展实验，逐步成
长为深海领域基础研究的后备力量。

“现在我的主要精力，就是做基
础研究和培养新一代科研人才，训练
他们怎么做科学研究，方法是什么，
遵守的科学规范是什么，这些基本训
练非常重要。”周义明解释道，我国是
世界上第一个长期开采甲烷水合物
的国家，这种主要集中在海底大陆架
的矿产，可能是人类未来重要的清洁
能源，所以必须要有基础科研提供支
撑，从而进一步了解海洋、实现大规
模开采。

“深海所落户海南三亚，正因为
这里靠近我国深海，地缘优势明显，生
活条件优越，机构优势突出，对科研人
员非常有吸引力。”周义明认为，海南
海洋产业发展优势十足，在深海研究

上前景广阔，因此更要重视科学人才
的培养。

比如青少年科普活动。今年3月，
中科院深海所已经尝试将“深海勇士”
号4500米载人潜水器对公众开放参
观。这一举措令周义明十分赞赏：“让
科普把海洋奥秘传授给当地少年儿
童，将对科学的兴趣像一颗种子一样
埋在他们的心中，也许有一天就会生
根发芽呢。”

但周义明还有一些小烦恼：实验
室里人才队伍还不够完善，要达到国
际水平的科研成果，还需要更多国际
人才的加盟。有着这样的期望，周义
明如今仿佛成了中科院深海所活动的

“广告牌”，走到哪里，就将中科院深海
所推荐到哪里，期待国内外有更多专
家学者能够投身海南三亚，为中国深
渊科学探索乃至外太空探索打下“新
的江山”。

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初期，就有
“十万人才过海峡”的壮举。30年后的
今天，新一代“闯海人”周义明，在每天

工作之余，会花至少一个小时来打乒
乓球，保持身体健康。所以在人生的
第73个年头，在全球前沿科学领域，
他依然可以自信地说出：“深海科学，
是海南大有可为的方向，而海南，也是
我重新起航的地方！”

对海南的热爱，也让周义明的生
活充满了细节处的小趣味。从他的办
公室的装饰就可见一斑：在沙滩上捡
回来的珊瑚石、贝壳、螺壳，妆点了墙
角乏味的空白。圆胖可爱的热带植物
盆栽，错落有致地摆放在桌上，与一瓶
采自万米深渊的海水样品相映成趣。

透着玻璃窗看出去，对面就是大
海，探索一号停泊在稍远的锚地，更远
处是三亚国际邮轮港。每天下班时
分、去健身房路上，周义明就沐浴着海
上落日的瑟瑟余晖。

“这里气候和人情都很温暖，我们
甚至还考虑，将来真正退休后，在三亚
居住养老。”周义明站在海边，若有所
思地说。

(本报三亚4月19日电)

毅然回国：
在陌生领域
重新开始

管中窥豹：在陆地上研究深海

海洋科学在海南：新起点，大有可为

科学精神，就是敢做、敢闯、勇
于创新，与海南特区精神不谋而合。

深海的甲烷水合物，是未来重
要的清洁能源。所以发展深海科
学，是海南大有可为的方向。

三亚靠近我国深海，地缘优势
明显，生活条件优越，对科研人员
非常有吸引力，需要大量基础科研
人才支持，同时也要着力培养青少
年对科学的兴趣。

科学研究要达到国际水准，就
必须要吸引更多国际人才的加盟。

周义明博士。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武威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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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6日，周义明博士在三
亚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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