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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鲸”喜

鲸——
这种聪明而神秘的生物

到底有哪些习性
两年两次科考
我国科学家们
带来了哪些

意想不到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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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对“鲸鱼”的了
解，从哪里开始呢？是
科普书籍、影视纪录片，
还是童话故事或神话故
事？千百年来，人类对
“鲸鱼”的认知不断更
新，这有赖于科研人员
不懈地探索和研究。

近日，由中国科学
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
所（以下简称中科院深
海所）海洋哺乳动物与
海洋生物声学研究室组
织的“2020年南海深潜
及远海鲸类科考航次”
完成全部科考任务，顺
利返回三亚。

这是该团队第二次
前往南海进行鲸类科
考。此次科考人员目击
到的鲸类动物有31群
次、11个物种，说明考察
海域具有较丰富的鲸类
物种多样性。

科考背后有哪些瞬
间令人难忘？鲸类动
物有什么样的脾气喜
好？研究保护鲸类动
物意义何在？带着这
些问题，海南日报记者
近日特别采访了中科
院深海所海洋哺乳动
物与海洋生物声学研
究室的科研人员。

深潜鲸类7种
抹香鲸、柯氏喙鲸、短肢领航鲸

瑞氏海豚（又叫花鲸）、伪虎鲸、小虎鲸和瓜头鲸

本航次科考人员目击到的鲸类动物
包含11个物种

远海鲸类4种

热带斑海豚、弗氏海豚、长吻飞旋海豚和条纹海豚

鲸类动物也有个性
如果它们愿意，会游到船艏冲浪、集体围观人类

记录到11个鲸类物种
考察海域具有较丰富的鲸类物种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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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科研人员在南海某
海域拍摄到抹香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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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更多故事开始之前，我们先
来了解“鲸鱼”的概念。

其实“鲸鱼”不是鱼，而是一种形
态像鱼的海洋哺乳动物，科学家们通
常称其为鲸类动物。全世界约有90
种鲸类动物，我国海域有30多种。鲸
类动物分为须鲸和齿鲸，体长从1米
到30多米不等。此次我国科研人员
在南海海域发现的鲸类动物均为齿鲸。

在海洋生物中，鲸类动物是十
分聪明、神秘的动物。研究考察鲸
类动物，也是同它们交流对话的过
程。科研人员需先读懂它们的行
为，才知道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观

察和研究，可以最大程度减少对鲸
类动物的影响。

“研究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林
文治从事鲸类动物行为学研究11年
之久。他说，如果碰到确实不喜欢
接触人类的鲸，他们就选择不接近，
否则会给其造成行为压力，“如果发
现它一直背对着我们，那就说明它
在回避我们，我们就会作出让步，不
会采取激进的跟踪方式。”否则，鲸
类动物不高兴、不配合，科研人员也
达不到研究目的。

那么，鲸类动物的哪些行为是
不排斥人类呢？“就像是此次科考中

遇到的一群抹香鲸，有6头成年鲸和
1头幼仔，幼仔贴着妈妈游，它们行
为缓和，一边侧着身子游一边偷偷

‘瞄’我们。”林文治举例说，“它们行
为放松，但保持一定的戒备心理。”

哪些行为又是在表明它们喜欢
亲近人类呢？“如果鲸类动物喜欢你
呢，它们就会钻到船艏的浪花里冲
浪。”林文治说，船只航行过程中会
推起一些浪花，像热带斑海豚、弗氏
海豚、长吻飞旋海豚就会游到船头，
钻进浪花里跳跃、翻腾，“像短肢领
航鲸，则会停下来集体把上半身浮出
水面围观我们，充满好奇的样子。”

“研究鲸类动物，是一项需要长
期积累的工作。”林文治说，只有进
行长期系统的研究，才有可能了解
鲸类动物的活动范围，弄清楚不同
物种的迁徙规律等问题。

本航次，科考团队历时21天、
航行3000多公里。科研人员采用
目视考察和被动声学监测相结合的
方法，并辅以环境DNA收集办法开
展科考。

简单来说，就是有的科考队员
到船顶用望远镜搜索海面，有的
队员在船尾收集动物发出的声
音，还有的队员负责收集海水，以

获得水体中从动物体表剥落的痕
量组织，带回实验室后做进一步
的物种鉴定。

经对考察结果的初步分析发
现，本航次科考人员目击到的鲸类
动物包含11个物种，其中深潜鲸类
7种，分别为抹香鲸、柯氏喙鲸、短肢
领航鲸、瑞氏海豚（又叫花鲸）、伪虎
鲸、小虎鲸和瓜头鲸；其它远海鲸类
4种，分别为热带斑海豚、弗氏海豚、
长吻飞旋海豚和条纹海豚。这表
明，考察海域具有较为丰富的鲸类
物种多样性。

由于鲸类动物还是海洋生态系

统的旗舰动物和指示性生物，关于
它们的研究和保护工作，在国际社
会，尤其是在发达国家都受到极高
的关注。

“从生态和环保意义上讲，保
护鲸类动物跟保护珊瑚、鱼类，或
者保护陆地上的大熊猫、鸟类等没
有本质区别。”林文治认为，虽然鲸
类动物的栖息环境较为特别，公众
很少在日常生活中看到，但不意味
着它们离我们很遥远，“我们就生
活在同一个地球生物圈，保护鲸类
动物或者保护生态环境，就是在保
护人类自己。”

“历史捕鲸和搁浅记录表
明，在南海出现过的鲸类动物有
30多种，该海域是我国鲸类物
种多样性最丰富的海区。”中科
院深海所研究员、海洋哺乳动物
与海洋生物声学研究室主任李
松海介绍。

从去年起，中科院深海所海
洋哺乳动物与海洋生物声学研
究室开始执行“2019 年南海深
潜及远海鲸类科考航次”任务，
目的是了解该区域深潜和远海
鲸类的物种组成、空间分布和行
为特征等。

今年的第二次科考，科研人
员有了更丰富的收获：不仅记
录到更多鲸类物种，还对考察
海域的鲸类物种多样性、种群
现状及分布模式等进行了较全
面的调查。

比如，去年记录到的8个鲸
类物种中，除了一种神秘的喙鲸
没在本航次被确认发现外，其它
7个物种均被再次记录到。同
时，本航次还新发现并记录到了
小虎鲸、伪虎鲸、长吻飞旋海豚、
瓜头鲸等4个鲸类物种。

“开展‘南海深潜及远海鲸
类’年度调查和研究，符合我国参
与全球环境治理中关注海洋珍稀
动物保护的重大需求。”李松海
说，开展这项研究，不仅可以较为
系统地获得南海鲸类物种的组
成、多样性和空间分布特征，还可
以深入探索南海鲸类的适应性演
化、行为生态学、栖息地特征以及
潜在的威胁因子等鲸类的全球科
学前沿问题。

透过科研人员的不断研究，
公众也愈发明白，鲸，于人类而
言，不只是《说文解字》中描述的

“海中大鱼也”那样神秘、神奇，而
是具有更独特的科学意义和生态
意义。

（本报三亚8月4日电）

更丰富的科考收获
探索鲸类科学前沿问题

神秘喙鲸差点被认作编织袋
南海海域可能存在喙鲸定居群体

科考期间，当看到一头棕黄色的
鲸出现在海浪间时，中科院深海所海
洋哺乳动物与海洋生物声学研究室
副研究员林文治博士一下惊住了。
他脑中飞快运转，开始检索无数有关
鲸的知识：这到底是一头什么鲸？

是柯氏喙鲸！他来不及过多思
考和耽搁，迅速拿过相机拍摄这头神
秘的鲸，以留存珍贵影像资料，“它很
安静，就在海面以下不到一米的位置
静静游着。柯氏喙鲸特有的棕黄体
色让我一开始怀疑仅是个编织袋，直
到另外一头鲸从它身下冒出来并行
游动时，我才意识到它是喙鲸。”

喙鲸脸部很小，身上有花纹，长

得与众不同，虽不太活跃，但数量较
多，分布较广，属于回避人类的一种
动物，是科考队员的重点调查和研
究对象之一。

“幸运的是，它当时与我们科
考船只有两三米的距离，但仅仅出
水换气三五次，就下潜消失不见
了，整个过程约持续半分钟。”与喙
鲸碰面的机会如此难得，当时林文
治激动得说不出话，只能不停打响
指示意其他队员注意观察，并以最
快的速度端起相机狂按快门。

“作为鲸类行为研究者，我更希
望能一直静静观察它的形态和行
为，但是科考任务要求我必须去取

相机并争取留下图像证据。”说起这
段经历，林文治很兴奋、也很遗憾，

“这次会面宝贵又短暂，可惜我没时
间仔细去观察它那张古怪的脸。”

去年，在执行首次南海鲸类科
考途中，中科院深海所的科研人员
就发现了柯氏喙鲸。不过那次距离
有十几米远，科研人员只能通过放
大拍到的图片来“解渴”，远不如这
次观察得真切、仔细。

柯氏喙鲸的重复出现及较高的
目击记录，让科研人员推断南海海
域极有可能存在多个喙鲸物种的定
居群体。这是亟待他们去进一步揭
示的科学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