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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蛟龙 ” 号载人潜水器５月６
日搭载科学家潜入南海东北部海
底， 遇见非同一般的深海峡谷景
象， 经历了一段独特的旅程。

“蛟龙 ” 号潜入深海 ， 是为
了探索海底浊流。 我国南海东北
部发育着大量的海底峡谷， 是全
球公认的研究现代海底浊流的天
然实验室。

刚抵达海底就遇上 “陌
生环境”

７时１１分 ， “蛟龙 ” 号离开
“向阳红０９” 科学考察船到达水
面 ， ５分钟后开始下潜 。 ８时５７
分， “蛟龙” 号抵达２９００多米的
预定深度， 开始作业。

“作为主驾驶 ， 抵达作业区
后 ， 我按照科学家的要求驾驶
‘蛟龙 ’ 号找沙波 。 下潜之前 ，
以前的研究资料和科学家推测这
里是沙波， 下来一看， 并不是这
么回事 ， 地势起伏要更剧烈一
些。” 实习潜航员刘晓辉说。

这是“蛟龙”号的第１４０潜次，
也是刘晓辉第八次随“蛟龙”号下
潜和第二次主驾驶“蛟龙”号深潜

海底。 随他一道下潜的是曾下潜
过６０多次的潜航员唐嘉陵、中国海洋
大学副教授毕乃双。 探察海底浊
流， 是中国大洋３８航次第二航段
的科学目标之一。

深潜归来的毕乃双告诉记
者， 刚下到海底时， 就遇到了完
全陌生的环境。 “这里的地势与
原来所见文献以及自己的推测完
全不同， 原以为是浊流冲刷下来
的堆积型沙波， 而实际上是侵蚀
型沙波。”

海底渔网让 “蛟龙” 号
吓了一跳

唐嘉陵说， 驾驶 “蛟龙” 号
这么些年， 这还是第一次走海底
峡谷。 这里相对于其他海底能见
度低， 平时能看到五六米深的海
底， 这里只能看到二三米， 驾驶
要更加小心些。

“１２时４４分，我们在近底航行
时发现废弃的旧渔网， 这个对潜
水器很危险，一旦被卷入‘蛟龙’
号的推力器， 就会导致潜水器失
去动力。发现渔网后，我们第一时
间避开了渔网。” 刘晓辉说。

让唐嘉陵和刘晓辉吃惊的
是， 这里离陆地虽然很远， 但人
类活动非常明显。 峡谷里的垃圾
非常多， 见到了很多塑料袋。 塑
料制品的降解周期长， 对海洋是
一种污染。

峡谷两岸陡崖让 “蛟
龙” 号直升８米

在峡谷航行时， 下午两点左
右 “蛟龙” 号发现陡崖。 刘晓辉
说： “通过 ‘蛟龙’ 号测扫了解
到这个陡崖高达七八米， 于是我
操纵潜水器垂直上升。”

“驾驶还是很有挑战性的 ，
对航行控制要求比较高， 抵近观
察， 发现是陡崖后， 要立即做出
反应。” 刘晓辉说。

“蛟龙” 号探察浊流用
“绝招”

“这里不只是浑浊的世界 ，
也有一些生物不时出现在眼前，
如珊瑚、 海葵、 海绵等。 其中，
一只巨大的海葵附在石头上， 以前
很少见过这类海葵。” 刘晓辉说。

“蛟龙” 号按计划进行了测

深侧扫调查， 拍摄了大量海底高
清视频资料， 同时完成了环境参
数测量， 采集了一些样品， 带回
了９管短柱状沉积物样品， １６升
近底海水 ， 裂黑珊瑚 、 丑柳珊
瑚、 海绵、 海葵各１只。

“百闻不如一见。‘蛟龙’号利
用近底测深侧扫、 高清摄像和精
准取样等特有的技术手段， 获取
了台湾峡谷现代浊流的地貌和沉
积证据， 为南海浊流研究提供了
宝贵的资料， 有助于推动南海海
底浊流的深入研究。”毕乃双说。

１５时１分， 刘晓辉驾驶 “蛟
龙” 号返航， １７时５分回到 “向
阳红０９” 船甲板， 顺利完成第二
轮实习潜航员独立主驾驶训练。
本次航行最大潜深２９８０米， 水中
时间９小时５４分钟， 海底作业６小
时４分钟。

刘晓辉说， 这次在海底峡谷
主驾驶 “蛟龙” 号， 相对于其他
海底能见度低， 在对沉积物取样时
遇到了一些困难， 机械手取样效
率不高， 唐嘉陵作为 “老司机”
介绍他的操作习惯和经验， 随后
取样效率大大提高。 据新华社

斯人已去 世间犹存“吴方法”

“蛟龙”南海峡谷探险记

新华社电 7日， 广州市多
地突发特大暴雨。 广州市三防
办通报， 强降雨已造成广州市
花都区花山镇和花东镇、 增城
区中新镇、 黄埔区九龙镇等地
出现严重水浸。 初步统计， 全
市倒塌房屋172间 ， 安全转移
群众6925人， 全市暂未收到人
员伤亡报告。

花都区是受此次强降雨影
响最严重的区域之一 。 据通
报， 截至7日13时， 花都区花
东镇凤岗、 象山、 天和等16个
村遭水浸。 该区被围困的1380
人已全部安全转移 ,倒塌废弃
房屋109间。

增城区同样遭遇强降雨袭
击。 广州市三防办通报， 截至
7日11时， 增城区共接到水浸
报告169宗 ， 中新镇新市路水
深3米， 中新镇锦星国际后面
出现山体滑坡。

广州局地特大暴雨
致多地水浸

新华社电 为了进一步减轻
群众丧葬负担 ， 浙江省物价
局、 省民政厅近日发文指出 ，
自今年6月1日起， 具有公益性
质的公墓 （含骨灰存放处 ） 、
乡村公益性墓地 （含骨灰存放
处） 的墓穴使用费及基本服务
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 延伸服
务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

浙江省物价局、 省民政厅
发出的 《关于进一步规 范 公
墓价格管理的通 知 》 规 定 ，
具有公益性质的公墓 、 乡村
公益性墓地的墓 穴 使 用 费 ，
由市 、 县价格、 民政部门在成
本调查基础上， 结合群众承受
能力等制定基准价和浮动幅
度。 作价公式为墓穴使用费=
成本+税金。

其中， 成本包括土地费用
（墓穴占地和应分摊面积的土
地费用）、 墓穴建设费用 （墓
体材料费和建设的人工费用）、
墓区基础设施配套费用 （墓区
绿化、 配套的道路及其他基础
设施配套费用）、 公墓管理费
用 （应分摊的管理人员 、 办
公、 销售、 财务等费用） 和预
留维护经费。

新华社电 为减少校园欺
凌事件发生 ， 甘肃省 教 育 厅
日前要求全省学校开展校园
欺凌与暴力专项整治 ， 排查
学生之间的欺凌现象 ， 对屡
教不改 、 多次实施欺凌和暴
力 的 学 生 ， 应登记在案并将
其表现记入学生综合素质评
价。 甘肃省校园欺凌和暴
力现象时有发生 。 ４月１１日 ，
甘肃省庆阳市第四中学发生一
起针对一名女生的校园欺凌事
件 ， 行为恶劣 。 经过调查侦
办， 目前主要犯罪嫌疑人已被
刑事拘留， 涉案其他违法人员
已被行政拘留。

甘肃省教育厅日前要求 ，
全省各地深入开展校园欺凌与
暴力专项整治。 主要包括纠正
一些地方和学校在治理校园欺
凌中存在的主体责任不明确、
制度措施不健全、 教育惩戒难
落实等薄弱环节。

浙江推行成本调查
预防公益性墓地“天价”

甘肃集中开展校园欺凌
与暴力专项整治

他是中国数学界的泰山北
斗， １９５６年就与华罗庚、 钱学森
一起获得首届国家自然科学一等
奖。 他开创了近代数学史上第一
个由中国人原创的研究领域， 82
岁高龄时又站在首届国家最高科
技奖的领奖台上。

浩瀚宇宙中， 一颗被命名为
“吴文俊星” 的小行星和光同尘，
世间巨星却已陨落。 2017年5月7
日7时21分， 中国科学院院士吴
文俊因病医治无效 ， 在北京逝
世， 享年98岁。

斯人已去， 空余追忆。 “吴
文俊一生淡泊自守， 对于名利看
得很轻， 从来不宣扬自己， 以至
于他在国内的知名度与他的成就
极不相称。” 近现代数学史研究
者胡作玄说。

“吴公式” “吴方法”：
为现代数学开拓新天地

2000年的首届国家最高科技
奖被授予两个人 ， 一个是吴文
俊， 一个是袁隆平。 在当时的介
绍中， 吴文俊的成就是 “对数学
的主要领域———拓扑学做出了重
大贡献” “开创了崭新的数学机
械化领域”。

拓扑学被称为 “现代数学的
女王”。 上世纪50年代前后， 吴
文俊由繁化简、 由难变易， 提出
“吴示性类” “吴公式” 等， 为
拓扑学开辟了新的天地。

他的工作起到了承前启后的
作用， 令国际数学界瞩目， 也因
此成为影响深远的经典性成果。
吴文俊的工作被五位国际数学最
高奖———菲尔兹奖得主引用， 许
多著名数学家从中受到启发或直
接以他的成果为起始点之一。

“对纤维丛示性类的研究做
出了划时代的贡献。” 数学大师
陈省身这样称赞吴文俊 。 1956
年， 吴文俊获得首届国家自然科
学一等奖。

到了上世纪70年代后期， 吴
文俊又提出用计算机证明几何定
理的 “吴方法”， 开创了近代数
学史上的第一个由中国人原创的
研究领域———数学机械化， 实现
将繁琐的数学运算证明交由计算
机来完成的目标。

这一理论后来被应用于多个
高技术领域，解决了曲面拼接、机
构设计、计算机视觉、机器人等高
技术领域核心问题。 2011年，中国
人工智能学会发起设立了 “吴文
俊人工智能科学技术奖”。

吴文俊的各项独创性研究工
作使他在国际、 国内享有很高的
声誉。 2010年， 经国际天文学联
合会小天体命名委员会批准， 国
际编号第7683号小行星被永久命
名为 “吴文俊星”。

做“有意思的事”：中国
古代数学给了启发

2011年记者采访吴文俊时 ，
北京天气十分闷热， 吴文俊鹤发
童颜， 拄着拐杖在门口迎接。落
座 后 才 得 知 他 前 段 时 间 不 小
心摔了一跤 ，手臂上还留着大
片的淤青。

“我平时喜欢一个人出去转
转， 前几天下雨路滑， 不小心就
摔了一下。” 吴文俊不以为意地
笑谈。 当时， ９２岁的他还经常一
个人去逛逛书店、 电影院， 偶尔
还自己坐车去中关村的知春路喝
喝咖啡。

“我就喜欢自由自在， 做些
有意思的事情。” 在吴文俊心里，
数学研究就是件 “有意思 ” 的
事， 尤其是晚年从事的中国古代
数学研究， 更是自己 “最得意”
的工作。

上世纪 70年代后期提出的
“吴方法”， 被认为是自动推理领
域的先驱性工作， 对数学与计算
机科学研究影响深远。 这一开创
性研究， 就是吴文俊在中国古代

传统数学的启发下取得的。
在同一时期， 吴文俊还用算

法的观点对中国古算作了正本清
源的分析， 认为中国古算是算法
化的数学， 由此开辟了中国数学
史研究的新思路与新方法。

“我非常欣赏 ‘中国式 ’ 数
学 ， 而不是 ‘外国式 ’ 数学 。”
吴文俊在那次接受记者采访时
说， “中国古代数学一点也不枯
燥 ， 简单明了 ， 总有一种吸引
力， 有意思！”

自认“笨人”：“让人踩在
我的肩膀上再上去一截”

在熟悉的人眼里， 吴老是位
“老顽童”， 他乐观开朗， 常有一
些惊人之举。 有一次去香港参加
研讨会， 开会间隙出去游玩， 年
逾古稀的他竟坐上了过山车， 玩
得不亦乐乎 ； 一次访问泰国期
间 ， 他坐到大象鼻子上开怀大
笑， 还拍下了照片。

吴文俊在70岁的时候， 曾经
写了一首打油诗 ： “七十不稀

奇， 八十有的是， 九十诚可贵，
一百亦可期。” 到了80岁大寿的
时候， 他对这首诗做了微妙的修
改， 把每一句都增加了10岁。

“做研究不要自以为聪明 ，
总是想些怪招， 要实事求是， 踏
踏实实。 功夫不到， 哪里会有什
么灵感？” 吴文俊曾在采访中这
样说。

“数学是笨人学的，我是很笨
的，脑筋‘不灵’。”他说。可就是这
样一位自认为“很笨”的人，总能
站在数学研究的最前沿。

面对各种荣誉， 吴文俊看得
很轻。 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后，
他说： “我不想当社会活动家，
我是数学家、 科学家， 我只能尽
可能避免参加各种社会活动。”

他也曾谦逊地说： “不管一
个人做什么工作， 都是在整个社
会、 国家的支持下完成的。 我们
是踩在许多老师、 朋友、 整个社
会的肩膀上才上升了一段。 应当
怎么样回报老师、 朋友和整个社
会呢？ 我想， 只有让人踩在我的
肩膀上再上去一截。” 据新华社

———追忆著名数学家吴文俊

吴文俊在办公室里阅读书籍 （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