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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张建松

南海——— 全球最大的边缘海、我国最重要
的深海区，浩瀚无际的海水之下，深藏了多少科
学之谜？

历时 8 年，来自全国 32 个单位、700 多人
次科学家参与，我国海洋科学第一个大规模的
基础研究计划———“南海深海过程演变”(简称
“南海深部计划”)，取得丰硕成果。14 日在沪召
开的“南海深部计划”成果汇报会上，“南海深部
计划”指导专家组组长、同济大学汪品先院士揭
开了诸多“南海之谜”的神秘面纱。

南海的形成：或将改写教科书

在地球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海洋与陆地“分
久必合、合久必分”，南海是地球历史书上的一
个精彩篇章。这个篇章的第一节，南海是怎样形
成的，是困扰科学家的最大谜题。

“关于大陆裂开形成深海盆、由岩浆冷凝成
玄武岩的大洋地壳，世界上的研究标准来自北
大西洋。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欧美学者一直
认为南海的形成过程就是大西洋的翻版，只是
规模小、年代短而已。”汪品先说，“但我们的研
究结果却表明，南海不是小大西洋！”

按照大西洋模式，在大洋和大陆地壳的连
接处要有长期削蚀的“地幔岩”。可是在“南海深
部计划”执行过程中，我国科学家主导的大洋钻
探 367/368/368X 三个航次，从南海洋壳和陆
壳连接处的钻井，取上来的却是“玄武岩”。这以
实物证据否定了原先的假说。

我国科学家还发现，早在南海的大陆岩石
圈张裂之初，就有玄武岩涌出，很快就转到海底
扩张，形成大洋地壳。而与此不同的是，大西洋
是经过长期拉张，使得地幔岩变弱，才破裂出现
玄武岩。

“我们研究发现这是两种不同的岩石圈：大
西洋张裂的是超级大陆内部坚固的岩石圈，南
海形成却是在太平洋板块俯冲带相对软弱的岩
石圈。”汪品先说，“表面看来有所相似，其实这
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海盆形成机制，前者是‘板内
裂谷’、后者是‘板缘裂谷’。”

专家们认为，我国关于南海形成之谜的研
究，指出了国际文献和产业部门实践中将两者
混淆的错误，提出西太平洋边缘海是“板缘裂
谷”形成的系列，有待采用新视角、新技术加以
重新认识，而这将改写教科书。

南海的年龄：3300 万年前开

始扩张

南海的形成，经历了海底扩张形成大洋壳、
岩浆溢出造成火山链、板块俯冲消减等三个时
期。海底扩张的最早年代，是南海的出生年龄。
扩张停止板块俯冲之际，相当于南海的消亡开
始。但很长一段时期以来，科学家们对南海的年
龄究竟有多大，东西海盆谁的扩张在先等，众说
纷纭难成定论。

这是因为南海的年龄难以从周边陆地剖面
取得证据。而南海的海底，又覆盖了厚厚的沉积

物，人们也很难从海底取样。世界各国科学家
几乎全都依靠海盆扩张过程中、留在南海洋
壳基底的“磁异常条带”，来间接推论南海的
年龄。

2014 年，我国科学家主导了大洋钻探
349 航次，在 4000 多米的深海盆三个站位，
成功钻取到 78 米玄武岩。经过科学检测发
现，东部海盆形成在先。东部海盆约在 3300
万年前、西部海盆约 2300 万年前开始形成，
两者都在 1500-1600 万年前停止扩张。

科学家根据深部地球物理推测，南海玄
武岩的海底，已经有一大片向东俯冲在菲律
宾群岛下面。“可见南海的形成是从东往西推
进，一千多万年前的南海比现在几乎大一
倍。”汪品先说。

南海的海底：海流复杂，生机

勃勃

现代南海深层水的唯一来源是太平洋。
位于吕宋岛和台湾岛之间的巴士海峡，是南
海与太平洋之间的唯一通道。太平洋水越过
2600 米深的海槛进入南海，形成“深水瀑
布”，混合后再从中层深度返回太平洋。

在“南海深部计划”中，我国科学家在南
海布放了数以百计的深海观测潜标，经过长
达八年的海下实测，证明南海深海存在逆时
针方向的西部深边界流，整个南海的海水呈
三层结构。通过用放射性碳测量 2000 米深处
的海水，发现海水的滞留时间不过百余年。

此外，我国科学家从南海提出的微生物
碳泵，已成为全球大洋碳循环研究的热点之

一；碳、氮循环相互关系的研究成果，取得了
重要国际影响。

在巨厚的海水下方，一片漆黑的南海海
底是个怎样的世界呢？

在“南海深部计划”中，我国科学家通过
多次深潜，在南海的西沙深处和深水海山上，
发现了大片茂密丰美的冷水珊瑚林，这在东
南亚海域尚属首次；在南海的深海海山上，还
看到成片的锰结核；残余的洋脊上，还有古热
液矿，这说明南海海底曾有热液活动。

汪品先说：“结合近年来海底高分辨率地
形制图揭示的泥火山、麻坑、海沟等复杂地
形，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南海深部，是一派生机
勃勃的活跃景象：在这漆黑的深海底，既有自
上而下、又有自下而上的物质和能量流，既有
沉积矿物、又有生命活动的相互作用。”

南海在气候演变中的新发

现：低纬驱动

地球运行轨道的微小变化，就能造成冰
期旋回，是二十世纪地球科学的重大发现。

这一理论的核心在于：用北半球高纬度
地区接收到的太阳辐射量变化，可以成功解
释近百万年来冰盖涨缩的周期性；然后冰盖
变化又通过北大西洋深层水的形成，引领着
全球的气候变化。由此产生的海洋沉积氧同
位素曲线，已成为全大洋地层年龄对比的标
准。

然而，1999 年，由汪品先院士设计主持
的大洋钻探 184 航次，在南海沉积速率最高
的一口钻井，却发现氧同位素曲线偏离了全

球的“标准”。
“按传统观点，那就是地层记录不全。但

我们经过多项测试的精确分析，并与其它钻
孔进行反复比较，发现这种偏离是季风区域
的共同特点，地层并不缺失。”汪品先说，“这
种季风区气候周期的特色，其实在陆地石笋、
冰芯记录中早已发现，反映了太阳辐射量在
低纬地区的周期变化。”

通过对南海深入研究，我国科学家提出
了气候演变“低纬驱动”的观点，认为高纬区
冰盖大小的变化和低纬区季风降雨的变化，

驱动力的周期性有所不同。也就是说，低纬降
水周期的变化，并不就是由高纬冰盖决定。

“其实，太阳辐射量集中在低纬区，低纬
过程是气候干湿、旱涝灾害的源头，但长期以
来不受重视，大部分科学家注意力集中在北
半球的高纬冰盖上。”汪品先说。

我国科学家的研究进一步表明：低纬海
区更大的变化不在表层、而在于次表层水；轨
道周期不但有万年等级的冰期旋回，还有 40
万年季风气候的长周期；当前的地球就处在
低谷期，在全球气候变化的长期预测中，应予
以足够重视。

我国科学家取得南海研究主导权

“南海深部计划”执行以来，极大地点燃
了我国科学家研究南海的热情，一系列新发
现表明：我国科学家在南海深部重大科学问
题上，取得了南海深部研究的科学主导权。同
时也向世界表明：中国的深海科学已经进入
国际前沿，南海正成为世界深海研究程度最
高的边缘海。

“长期以来，世界上的深海研究以欧美为
主，南海也不例外。南海深部计划基于大量的
实地观测和原位探索，从源头上追溯了一些
‘普适性’认识的出处；根据西太平洋和低纬海
域的特色，提出了不同于前人的新认识。但随
着科学研究的深入，又带来了许多新的科学
问题。”汪品先说。

例如，南海深海盆地张裂机制的新假说，
引出了西太平洋边缘海系列的共同成因问
题；南海深部构造探索的深入，揭示出深海盆
四周边缘的多样性，每个都可以成为被动边
缘剖析的典型；低纬过程驱动全球气候的研
究，提出了水文循环和碳循环一整套新课题，
进一步的研究方兴未艾。

又如，巴士海峡是南海与大洋唯一的深
水通道，加上深海底部崎岖不平的地形，为深
层海水运动机理提供了试验场；已有的观测
和研究基础，又为大洋和大陆相互作用下，生
物泵和微生物泵的结合、碳循环和氮循环的
结合，提供了深入研究的基地。

他表示，由于“南海深部计划”八年来的
工作，主要集中在南海北部，南部的研究尚待
开展。只有南北结合，才能取得南海深部完整
的图景。期待我国今后组织更强的队伍、以更
大的投入，推进南海深部的研究；同时，加强
与南海周边的国家合作，争取使南海深部成
为国际海洋科学的天然实验室！

怎么形成、年龄多少……汪品先院士在“南海深部计划”成果汇报会上解“谜”

诸多“南海之谜”正在揭开神秘面纱

新华社北京 8 月 14 日电(记者张漫子)移
动互联网时代，手机 app 让一键出行、一键订
餐、一键娱乐成为可能，丰富和便利了人们的生
活，成为各行业争夺互联网赛道的一个发力点。

然而，随着用户对“一键 get”越发依赖的同
时，app 大有泛滥之势：不仅让用户在 app 的海
洋里找不着北，还因广告、能耗、重复建设等问
题，成为用户“指尖上的负担”。

膨胀的 app 成手机“不能承受

之重”

“在银行开个户，多了 10 个 app 。”在外企
工作的白领田原抱怨道。刚刚在银行开完卡的
她，又在工作人员指引下下载 app，并在 app 上
做了一系列绑定操作。“app 总闪退或没反应，
浪费了不少时间。”

为验证已下载 app 的真伪，她在 app store
搜索开户行名称，居然出现了涵盖手机银行、理
财、校园、购物、导航等不同业务的 17 个 app。
“同一家银行搞十来个 app ，每个 app 的功能设
计和服务重点，我们根本搞不清楚。之后也不会
再打开。”

与田原有类似感受的用户不在少数。不少
受访者说，同一家电商，不仅有商城 app，金融
app，还有超市 app；同一座城市，公交用 1 个
app，地铁要装 1 个 app，去医院挂号每家医院都
要下载 1 个 app，办理政务每办理 1 项需要 1 个
app，超市发折扣券要想使用还要下载 app ……

“手机里不装上百个 app，感觉生活‘难以为
继’。”90 后公务员小于有点无奈。他说，尽管不
定期卸载清理，还是常常在满屏的 app 海洋里
找不着北。

日前，工信部对市场上各类 app 进行统计
和监测的结果显示，我国移动应用程序总量高
达 449 万款。生活服务类、电子商务类等 8 类应
用下载量超过千亿次。

大多数用户的手机上，少则数十个、多则上
百款的 app 铺满几页手机屏，想找到想用的要
来回翻几页。曾经 app 带来的“一部手机在手，
吃穿用行都有”的便捷，逐渐迷失在满屏的应用
海洋里，成为手机“不能承受之重”。

“指尖上的便捷”还是“指尖

上的负担”？

一些用户反映，许多 app 的设计很“鸡
肋”，功能不常用、不实用，但弃用后又偶尔有
扫会员码、查询消费记录等需要，常常望满屏
app 而却步，使之成为“指尖上的负担”。

记者采访发现，不少 app 不同程度地出
现闲置、重复建设等问题，背后是 app 建设中
常见的三个误区：

——— 功能分散、各自为政。一位为商业银
行提供技术服务的工程师向记者介绍，一个
银行 app 的发布流程是，某业务部门结合自
身业务，向公司提起“开发 app”的申请，审批
之后即可进行开发制作。

“让用户下载 app，主要是考核的驱使。
因此常出现不同业务线‘各自为政’、各自打造
app 的现象。加之开发经验不足、对用户需求

了解不透，导致了‘僵尸 app’的产生。”该工程
师说，冷门业务也要单设 app，其实下载量和
日活跃用户数都非常低。

——— 粗制滥造，用起来糟糕。手机 app 太
多太杂，是个部门就想建设，是 app 质量无法
保证的原因之一。

“进入 app 首页需等待 1 分钟，点击‘预
约诊疗’‘生活缴费’等按钮，页面无法跳转；点
击‘生活资讯’显示一片空白。用起来，体验很
糟糕。”小于说，在 app store 上，很多政务
app 评分都低于 3 分。

App 还成为广告泛滥的重灾区。记者下
载并进入某城市的地铁 app，除了进出闸机
时用到的扫二维码功能外，九成内容是餐厅
优惠券、信用卡广告、面膜广告等，成为用户
诟病的一大因素。

——— app 泛滥成“能耗杀手”。记者调查
发现，大量 app 不仅占用数据资源，占用手机
内存，还耗能惊人。

“手机刚买不到一年，就被满屏的 app 拖
累得跑不动了。”受访工程师透露，为了让通
信通道时刻保持活跃，开发方通常会让自家
软件互相唤醒，因此耗能很大。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信息工程学院副
教授焦海龙告诉记者，随着功能的增强，手机
app 会产生显示屏、网络连接、CPU、硬件模
块等方面的耗能，上百个 app 能耗的累加，对
手机性能、响应速度、温度、寿命等影响较大。

从需求和体验出发，提升用

户的“数字获得感”

“不论是一家银行 17 个 app，还是一座
城市 100 个政务 app ，主要是由于 app 建设
前缺少顶层设计和统一规划。不少政务 app
的负责人只清楚具体几个功能，而不是从全
面解决用户痛点的维度去做规划设计。”宇信
科技原副总裁孟东炜说。

“app 的开发成本和维护成本都很高，适
合较为高频的服务。偶尔办理的业务其实无
需通过 app 进行。过多的 app 不论对开发单
位还是消费者，都是负担。”数旗智酷创始人
唐鹏建议，加强 app 开发前的审批制度，考量
app 建设的必要性，克服重复建设、app 闲置
等问题。

业内建议，在明确 app 建设必要性的基
础上，应对不同业务的 app 进行整合。“目前，
部门间数据没有打通、业务壁垒尚未打破，给
app 的整合造成阻碍。”唐鹏说。

北京市信息资源管理中心总工程师穆勇
认为，整合不只是统一界面、把所有业务系统
简单集中在一起，而是在现实中做好业务协
同，打破部门壁垒。同时还应建立数据共享制
度，明确数据使用规则，避免不同部门各自为
政的情形。

科技的意义是让生活更便捷，而不是让
指尖有负担，手机更费电。“一个品牌有多个
app，一个城市 100 个政务 app，是由于没有站
在用户体验的角度考虑问题。”孟东炜建议，引
入事后评价制度，从用户体验出发，才能提升
用户的“数字获得感”，让便捷不“变味”。

一家银行 17 个！app 泛滥成指尖“不能承受之重”

新华社杭州 8 月 13 日电
(记者裘立华)“束带整冠欲出
征，老夫何惧额添沟”，2013 年
11 月，韩国富把上海的企业租
给别人，回到老家——— 浙江省
绍兴市柯桥区亭山桥村担任村
党总支书记，写下了这首诗。

5 年多来，这位有着近 30
年党龄的农村党员，把昔日脏
乱差的亭山桥村打造成了全国
学习型村居、浙江省美丽乡村
特色精品村。韩国富也获评为
浙江省千名好书记、省农村领
军人才。

到亭山桥村口，一副对联
引人瞩目，“西来东去为名为利
莫失德，你下我上往南往北不
忘家”。村民说，这由“大秀才”
韩国富撰写。

见到韩国富，他步履飞快，
脸和胳膊被晒得发黑。“我就爱
读书，家里藏书五千多册。”韩
国富说，“我们村的变化，就是
文化变产业，资源变资产，景观
变经济。”

亭山桥村有 848 户、2300
多人，过去一段时间，由于村两
委班子工作不力，村环境脏乱，
干群矛盾突出，村集体经济薄
弱，村民各种投诉不断。

2013 年，当地党委政府和村民再三邀请在上海经营机
械包装厂的老党员韩国富回来担任村党总支书记。

“老婆反对，我也犹豫，但想想自己是 20 多年的老党
员，现在又衣食无忧，确实想为老家做点事，最后就答应
了。”韩国富说。

韩国富回到村里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在村中心建文
化广场。

“村民质疑搞这种虚的没什么用。”韩国富说，文化广场
一落成，村里组织的第一场演出，村民几乎倾家出动，邻村
的人也纷纷赶来，观众达千人以上。

韩国富上台唱了自己编的绍兴“莲花落”《三桩大事
情》，村里党员集体上台演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台下渐渐沸腾了。

村里又趁热打铁，把老市场改造成文化礼堂，每周六都有
一场演出。节目由群众自编自演，村民把上台演出当成荣誉。

56 岁的赵阿姨过去是村里出了名的“犟脾气”，家门口
的堆放物不少，村干部们前来劝导，总是被呛回来。

文化礼堂变热闹后，爱好唱歌的赵阿姨想上台表演。韩
国富提出了要求：“想演可以，但房前屋后卫生要搞好。”

赵阿姨说，你让我上台，我就搞好卫生，结果一上台，成
了村里“明星”。韩国富乘胜追击：“你现在是‘明星’，可要带
头哦。”

现在，赵阿姨成了村里的环境卫生义务督导员，不光自
家打扫得干干净净，还劝导其他村民保护好环境。

“我们办了张村报，请村民写自己的故事，凡是上过报
纸的，都争先做表率。”韩国富说，下一步要出版两本书，一
本是村民们自己写的故事，不忘当年奋斗史，一本是“乡贤”
写的故事，教育下一代。

村风越来越好了，5 年多来，村里没有出现一次上访。
村里还大力发展文化旅游，开发了 60 多个文旅项目，

比如根据当地传说打造系列故事场景，吸引了大量游客。一
些企业、协会也来到村里，有传媒公司租了村里的集体用
房，绍兴市兰亭书协与村里签订合同成立兰亭书协亭山桥
创作教育基地，筹建“莲花落”创作培训基地……

“村集体资产从过去的 40 多万元变成了现在的 450 多
万元，今年预计集体收入可达 200 万元。”韩国富说，有人认
为村庄文化很玄乎，但其实可以实打实的，关键是利用好文
化载体，让村里得到发展，让老百姓能参与。“村民每天浸润
在良好的村庄文化环境中，一定会影响他们的行为举止。”

53 岁的韩国富这些年累得不轻，“额添沟”很明显，但看
到村庄每天在发生变化，他心里高兴。去年全村 800多户村民
对村干部无记名评议，满意率达到 95.4%，他感觉无愧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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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用户的手机

上，少则数十个、多则上百

款的 a p p 铺满几页手机

屏。曾经 app 带来的“一部

手机在手，吃穿用行都有”

的便捷，逐渐迷失在满屏

的应用海洋里，成为手机
“不能承受之重”

科技的意义是让生活

更便捷，“一个品牌有多个

app ，一个城市 100 个政务

app ，是由于没有站在用户

体验的角度考虑问题”

娟南海的形成
南南海海的的形形成成是是““板板缘缘裂裂

谷谷””。。早早在在南南海海的的大大陆陆岩岩石石

圈圈张张裂裂之之初初，，就就有有玄玄武武岩岩涌涌

出出，，很很快快就就转转到到海海底底扩扩张张，，

形形成成大大洋洋地地壳壳

娟南海的年龄

东东部部海海盆盆约约在在 33330000 万万

年年前前、、西西部部海海盆盆约约 22330000 万万

年年前前开开始始形形成成 ，，两两者者都都在在

11550000--11660000 万万年年前前停停止止扩扩张张

娟南海的海底
在在漆漆黑黑的的深深海海底底，，既既有有

自自上上而而下下 、、又又有有自自下下而而上上

的的物物质质和和能能量量流流 ，，既既有有沉沉

积积矿矿物物 、、又又有有生生命命活活动动的的

相相互互作作用用

娟南海研究的未来

目目前前研研究究主主要要集集中中在在

南南海海北北部部，，南南部部的的研研究究尚尚待待

开开展展。。只只有有南南北北结结合合，，才才能能

取取得得南南海海深深部部完完整整的的图图景景

新华社南京电(记者赵久龙)江苏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联席会议办公室近日发布关于发挥千村综合示范作用全面
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通知，决定选择 1000 个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成效显著的村作为示范，带动全省面上整治
工作高质量整体推进。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以治理农村生活垃圾、厕所粪污、农
村生活污水、农业废弃物，提升村容村貌、村庄规划设计水
平、传统村落保护水平、建设和管护水平为重点，以行政村
(含涉农社区)为对象。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实施一
年多来，江苏学习借鉴浙江“千万工程”经验，各项工作有序
推进，形成了一些亮点。

江苏将选择一批整治成效明显的综合示范样板，总结一
批可借鉴、易复制、好推广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典型模式，以
此引领带动全省面上高质量整体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
作，确保到 2020 年全面完成三年行动各项目标任务。

据了解，这 1000 个村的选择坚持成效优先，突出示范
引领，以实际效果为导向，择优选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群众
满意度高、长效管护机制好和示范带动作用强的村作为综
合示范典型，确保选出来的村真正具有典型示范和引领带
动作用，经得起群众检验。

江 苏 千 村 示 范

推进人居环境整治

金属家具制造走向智能化

▲ 8 月 13 日，工人在一家金属家具制造企业的流水线
上作业。金属家具产业是江西省樟树市的支柱产业之一，目
前从业人员达 3 万余人，产品占全国总量的四分之一。如
今，樟树的金属家具产业将科技与产业结合，正在由“傻大
黑粗”向智能化制造转型升级。 新华社记者周密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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