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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科学家在南海

首次发现鲸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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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鲸落
生于海、死于海、反哺海，鲸落
为深海生物提供了丰富的食
物来源，与热液、冷泉一同被
称为深海生命的“绿洲”

总策划：曹健 韩潮光 罗建力 齐松梅

执行总监：许世立

版式设计：张昕

实习生：余慧 孟丽娜

■
本
报
记
者

王
玉
洁

通
讯
员

杜
莉

一鲸落，万物生。
这是一份来自深海的浪漫。4月2日下午，“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深海勇士”号载人

潜水器完成2020年度第一个科考航次（TS16航次），返回三亚。60名科考队员带回
了本航次一个重要成果——在南海1600米深处发现了鲸落，这是我国科学家第一
次发现该类型的生态系统。迄今为止，人类发现的现代自然鲸落不足50个。

何为鲸落？它的存在有什么意义？海南日报记者特别邀请中国科学
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海洋哺乳动物与海洋生物声学研究室主
任、研究员李松海，为大家讲解鲸落的二三事。

鲸落什么样
我国科学家在南海发现一具约3米长的鲸类动物
尸体，初步判定为热带斑海豚，具有长期观测价值

我国科学家首次发现的鲸落，之所以说
具有长期观测价值，是因为鲸落从形成到最
后完全分解，需要几十年乃至更长的时间。
李松海说，这期间它不仅可以改变鲸落所在
地的环境和生物种群分布，甚至可以影响到
新物种的演化。

鲸的尸体分解要经历哪些阶段？第一
阶段被称为移动清道夫阶段，也就是鲨鱼和
螃蟹等食腐动物清除鲸的软组织；第二阶段
为机会主义者阶段，如蜗牛和蠕虫等异养动
物在鲸落周围的沉积物中定居下来，吃鲨
鱼、螃蟹等食腐动物吃剩的“鱼骨肉”；第三
阶段就是化能自养阶段，鲸骨腐烂时产生硫
化氢，某些细菌可以直接从硫中获取能量，
而较大的生物则依赖于生活在它们体内的
减硫细菌。

鲸的尸体分解的三个阶段，支持着从大
鲨鱼到微小细菌等生物群落的演替。这也
是鲸落被认为是维持深海生命和生态的驱
动性食物来源的原因。

“鲸落对深海生命和生态过程以及海
洋有机碳循环产生的长远影响，是海洋
科学家们关心的国际前沿科学问题。”李
松海介绍，目前我国在此领域的研究尚
处于起步阶段，此次我国科学家首次在南
海发现鲸落，对深海生态系统研究具有重
要意义。

在海洋中，年复一年形成的大大小小的
鲸落，到底会对海底生物的迁徙和进化产
生何种影响？而随着全球环境变化等因
素，鲸类数量减少，鲸落的形成遭到破坏，
鲸落的消逝又会对海洋生态系统产生怎样
的影响？

这些问题，都需要经过进一步科学研究
来回答。除了鲸落，深海中还有许许多多秘
密等着我们去发现、去探索。

（本报海口4月8日讯）

万物的生存，有赖于生态循环
系统。海洋生物自然也不例外。

“当鲸在海洋中死去，它的尸体
最终会沉入海底，并在此过程中形成
一个独特的深海生态系统，生物学家
称这一过程为鲸落（Whale fall）。”
李松海说，在研究中，鲸落是个统称，
鲸的尸体、尸体坠落的过程，以及形
成的海洋生态系统等统称为鲸落。

如果把深海海底比作荒漠，与深
海热液、冷泉一样，鲸落如同荒漠中的

“绿洲”，也好似一个“移动中转站”，为
海底生物提供补给。国际上对鲸落的
研究始于1987年，夏威夷大学的科考
人员乘坐潜水器首次发现海底的鲸落
生态系统，随后科学家们逐渐开始探
索这一另类生态系统之谜。

海南日报记者从中山大学海洋
科学学院官方网站了解到，在北太
平洋深海中，至少有 43 个种类、
12490个生物体依靠鲸落生存。

生于海、死于海、反哺海，鲸落
是一种诗意而悲壮的存在。据说，
鲸是有灵性的，当它预感到自己临
近死亡的时候，会悄悄找一片生物
贫乏的海域，然后静静地、孤独地等
待最后时刻的来临。而后，它那庞
大的身躯便沉向漆黑的海底，以鲸
落的形式回馈养育它的大海，也以
这样一种形式“重生”。

地球大部分能量来自太阳能，少
部分来自地热能，而深海里能量缺乏，
生物稀少。“鲸落的出现为深海生物提
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李松海说，更
重要的是，鲸落还促进了海洋上层有
机物向海洋中下层的运输，在海洋碳
汇中发挥着作用，可以促进深海生物
的繁衍和发展。

因此，有人称鲸落为“鲸类动物
送给大海最后的温柔”。

TS16航次从3月10日开始，4
月 2日结束，在22天的有效时间
里，“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连续
执行了22个潜次，圆满完成各项科
考任务。

南方海洋科学与工程广东省
实验室（珠海）“深海生命与生态
过程”创新团队承担的“西太平
洋典型海山生态系统的关键过
程及驱动机制”项目，是TS16航
次执行的科考任务之一。作为
重要成果之一，项目科研人员首
次在南海发现了鲸落，这也是我
国科学家第一次发现该类型的
生态系统。

在南海1600米深处，科研人
员发现一具约3米长的鲸类动物
尸体，身体的大部分肉质已经被
其他生物吞噬，只留下了尾部少
量的肌肉。

TS16航次共同首席科学家、
中山大学海洋科学学院副教授谢
伟介绍，他们这次发现的鲸的尸体

附近有数十只白色铠甲虾、红虾，
以及数只鼬鳚鱼，在鲸尾部，还观
察到有鼬鳚鱼在撕扯肌肉。

他们推断，这很可能是一头死
亡不久的鲸，鲸的尸体分解尚处在
移动清道夫阶段，也就是鲸的尸体
分解的第一阶段，鲨鱼和螃蟹等食
腐动物在清除鲸的软组织，该鲸落
的降解时间可能并不是很长，具有
长期观测的价值。

此次科研人员发现的鲸落位
于南海中部海山上，根据鲸落的整
体形态特征，研究人员初步估计是
一具小型海豚的尸体，从骨骼的形
态初步判定为热带斑海豚。

据介绍，鲸是所有鲸目动物的
统称，又分为齿鲸亚目和须鲸亚目
动物。齿鲸亚目包括各种小型海
豚（体型长度一般在2米至3米）和
大型齿鲸（体型长度一般在3米至
5米以上，最大的齿鲸抹香鲸体长
可达20米左右），如抹香鲸、虎鲸、
喙鲸等。

移动清道夫阶段 机会主义者阶段 化能自养阶段

我国科学家在南海拍摄到的鲸落图像。
（TS16航次共同首席科学家、中山大学海洋科学
学院副教授谢伟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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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未知待解
此次发现鲸落，对深海生态系统研究
具有重要意义，但还有更多疑问需要
经过进一步科学研究来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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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初，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陵水黎族自治县提蒙乡远景
村委会岭头园村小组贫困户陈
泽帅不能外出打零工了，了解到
其发展生产的愿望，农信社及时
给予3万元扶贫贷款支持；受疫
情影响，鸡蛋产业遇到严重困
难，对于海南陵水宝陵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负责人杨世均来说，农
信社的200万元贷款，就是雪中
送炭……

今年以来，海南省农信社出
台专门举措，创新“复工复产专
项贷”产品，充分利用17.5亿元
支农支小专项再贷款，深入了解
贫困户发展意愿，及时发放扶贫
小额贷款，为贫困户脱贫致富出
谋划策，从资金到点子，“一条
龙”服务助力农业企业复工复
产、助力我省脱贫攻坚，为海南
自贸港建设贡献农信力量。

企业运转在于“活”，对此，杨世均深
有感触。

杨世均在提蒙乡提蒙村红土坡经营
一家蛋鸡养殖合作社，合作社目前有6.5
万只蛋鸡，年销售收入达900万元，且该
合作社帮扶214名贫困户。受疫情影
响，鸡蛋销路受阻，流通没了活力，经营
也就没了“活钱”。

在这紧要关头，农信社工作人员主

动上门，了解杨世均的需求后，便运用
“复工复产专项贷”政策，为杨世均发放
200万元低利率的支农再贷款。

“这200万元的到账，能让我们的养
殖快速恢复到正常状态，对日后的发展
也更有信心了。”虽然眼下每天损失率近
50%，但是杨世均从这200万元贷款里
看到合作社重新“活”起来的希望。

省农信社相关负责人表示，作为本

土涉农金融机构，在今年疫情发生的特
殊时期，省农信社迅速扛起责任担当，出
台专门举措助力涉农企业、中小微企业
复工复产。

疫情发生后，省农信社迅速出台支持
疫情防控措施十条措施，通过开通绿色通
道、主动对接疫情防控贷款、加大生活物
资领域支持、实施贷款利率优惠、担保条
件降低的优惠政策、提高审批效率、帮助纾

困解难、延长还款期限等10个方面，指导
市县行社迅速行动，主动作为，以快捷、高
效、优质的金融服务助力疫情防控工作。

同时，及时了解涉农企业及项目复工
复产的计划和进度，主动对接辖内重点农
业项目、重点农业工程的资金需求，助力
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和建设。积极跟进农
产品、农资等生产和流通领域复工复产的
资金需求，深入了解企业面临的现实困

难，因企施策，提供针对性金融支持。
截至3月末，省农信社累计发放涉农

贷款3.92万笔，合计44.56亿元，为涉农主
体恢复生产经营提供有效的金融支持。

近日央行给出的支农支小再贷款，
让农信社有了17.5亿元利率优惠的专
项贷款，支持涉农企业、中小企业恢复生
产。截至3月底，省农信社已发放支农
支小再贷款4.34亿元。

对于农户来说，守着土地赚钱，才是
根本之道。此次疫情中，很多贫困户更
强烈地意识到这一点，陈泽帅就是其中
之一。

3月27日下午，在陈泽帅家简易搭
建的临时房屋里，陈泽帅夫妇两人眯着
眼睛笑容满面，他们对未来生活充满憧
憬：新房马上要开建了，准备种植莲雾、
扩大瓜菜种植规模的3万元贷款也刚到
账，日子更有奔头了。

今年之前，陈泽帅夫妻两人，总有一
个人在外打零工，但是疫情发生之后，他

们决定将农业种植作为家里的主要收入
渠道，而缺乏资金的困难，也被农信社的
工作人员迅速解决。“这笔贷款虽然只有
3万元，却是我们开始发展的本钱，相信
日子会好起来的。”今年刚满30岁的陈
泽帅说。

省农信社以定点扶贫村琼中黎族苗
族自治县湾岭镇岭门村为样本，制定系
列为贫困户解困的措施。

开展监测预警，通过走访调查发
现因收入减少可能不超过贫困线的
一般户，以及由于天灾人祸、意外事

件、患重病等原因导致家庭变故，有可
能致贫的人员，及时制定帮扶措施，帮
助解决困难，防止产生新的贫困户，同
时建立台账，实时跟踪，确保收入稳
定超过贫困线，“三保障”问题全面
解决。

对于没有明确发展方向的贫困户，
做好产业发展和外出就业引导：跟当地
政府合作，争取由政府对辣椒进行收购，
运往湖北支援疫情防控;帮助联系企业
收购浙江白鹅，联系科技特派员提供技
术支持，提高养殖成活率;组织贫困户做

好稻谷的除草、施肥，确保5月份有好的
收成。动员贫困户利用省农信社的“三
方共筹”（农信社资助1万元，贫困户办
理小额贷款和自筹部分资金）帮扶模式
养牛、养羊。并联系就业部门等，帮助贫
困户返岗外出务工。

同时，海南农信社持续加大金融服
务力度，要求满足疫情防控期间农户、
贫困户的资金需求，及时发放贷款，帮
助渡过难关；对因疫情有可能造成还款
困难的农户、贫困户建立台账，及时办
理贷款展期；对已结清贷款的15户贫

困户，给予办理发展产业资金支持，保
持利率不变。

据统计，今年截至3月末，省农信社
发 放 扶 贫 小 额 贷 款 1221 笔 ，共 计
2887.08万元。

省农信社相关负责人表示，支持农
业企业复工复产、支持中小企业、支持脱
贫攻坚，是当下农信社要持续加大力度
的重点事项之一，农信社将持续创新方
式方法、创新产品，坚守“农小土”定位，
在海南自贸港建设中贡献农信力量。

（撰文/裴林 李明镜 史长青）

省农信社“一条龙”服务助力“三农”复产和脱贫攻坚

为农企添点“金”给贫困户加点“力”
纾难 倾心注入金融“活”水 支持农业企业恢复生产

解困 倾力推出“一揽子”方案 支持贫困户恢复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