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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朱涵

  不出海的日子里，少了海风的刀削，韩喜球
的肤色又白皙起来。53 岁的她细语轻声，笑意
盈盈，茫茫大洋的万里征途没有在她脸上留下
太多印痕。
  可她注定是“海的女儿”。作为中国大洋科
考第一位女首席科学家，她带领团队揭开地球
最幽暗的秘密，让世人瞥见这个星球最深处的
美丽。
　　地球表面积的 71% 是海洋，海底蕴藏着丰
富的“蓝色资源”。在韩喜球眼里，广袤的海底就
是一张布满山川丘壑的水下藏宝图。
　　她和团队在数千米深的茫茫大洋中为国寻
找“海底成矿工厂”。“人类走向深海，就像人类
探索太空，是为了未来的可持续发展。”韩喜
球说。

向大海更深处去

  韩喜球出生在浙江台州一个农民家庭，人
生选择初看起来中规中矩的她，要做一件有些
人以为和女子不相干的事，她要到大海去，到大
海的更远处、更深处去。
　　矿产资源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之
一，随着人口增长和社会发展，陆地资源正难以
避免地走向枯竭。
　　“以铜为例，全球市场对铜的需求量基本
上每 10 年翻一番。以目前全球已探明的陆地
铜矿储量和年开采量计算，其静态可采年限
仅为 40 年。”韩喜球说，为确保社会经济的可
持续发展，寻找新的矿产资源接续至关重要，
海底勘探和开发将成为大势所趋。
　　 2005 年，我国组织中国首次大洋环球科
学考察航次，启动了在国际海底区域调查多金
属硫化物资源的计划。韩喜球担任了太平洋和
印度洋航段的首席科学家助理，从此开启了她

深海寻“宝”的历程。
　　 2007 年 3 到 4 月，韩喜球担任“大洋一
号”第 19 航次第三航段的首席科学家，成为中
国大洋科考史上首位女首席。
　　“我们的航次任务主要是在广袤的海底探
矿，包括寻找海底‘黑烟囱’。”韩喜球说。
　　“黑烟囱”是海底喷射出来的高温热液在
遭遇冰冷海水后，迅速沉淀形成黑色金属硫
化物矿物的一个现象，形似滚滚“黑烟”。随着
时间的推移，富含铜、铁、锌、金等多种金属元
素的热液硫化物在喷溢口周围沉淀，形成了
一个个状如烟囱的多金属硫化物堆积体。
　　“那里就是个‘海底成矿工厂’，源源不断
地生产富金富银的铜锌矿。”韩喜球先后 10
次担任首席科学家或领队，带领团队在国际海
底区域发现了 12 处多金属硫化物矿床（点），
为 新 勘 测 发 现 的 1 6 个 大 洋 海 底 地 理 实 体
命名。

时间与智慧的较量

　　在广袤漆黑的洋底寻找到直径只有百米的
热液区，再精准定位“黑烟囱”，就像是“大海捞
针”，是一场时间与智慧的双重较量。
　　韩喜球至今难忘在西南印度洋首次自主发
现“玉皇”热液区时的情形。那是 2010 年 5 月，
西南印度洋魔鬼西风带，“大洋一号”即将返航

的前一天。
　　当时，狂暴的海浪一度直扑到四层高的
驾驶台玻璃窗上。“但是一想到已经发现显著
的热液异常，而下次再回到这片海域不知道
是什么时候，‘勇气小人’和‘好奇小人’就在
心里鼓励我，再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把多
金属硫化物矿找出来。”韩喜球回忆说。
　　抱着志在必得的信念，韩喜球和团队
从午夜开始等待，凌晨风浪稍有平息的间
隙，大家决定把电视抓斗放下海去做最后
一搏。这时，阵风又来了，10 级狂风呼啸。

“大洋一号”拖着两三吨重物，与风浪搏斗
逆浪前行。
　　韩喜球在驾驶台指挥船舶前进的路径，
船长亲自操船，科考队和风浪整整搏斗了 4
个小时，始终没有放弃。直到她的对讲机嘟嘟
作响：“发现红色热液沉积物了！”“我们发现
硫化物了，我们取到样品了！”
　　这是韩喜球第一次带领团队取得重大发
现，她飞奔着，呼啸着，尖叫着，从四层驾驶台
一直冲到甲板层，“那种欣喜若狂，我永生难
忘。”她用杭州的一座名山“玉皇山”命名了所
调查的无名海山，这里的热液区被命名为“玉
皇”热液区。
　　而现在，面对类似发现，韩喜球“淡定”多
了。她已从一个跃跃欲试的“斗士”成长为指
挥若定的“女将军”。

　　大洋上科考作业 24 小时不停歇，几乎
是分秒必争，科考队时刻面临未知的挑战，有
很多次与危险擦肩而过。大风大浪中，这样的
高强度、高风险的工作，不仅没有令韩喜球却
步，反而更激发起她的斗志。
　　“传统观念认为海洋是男人的战场，但是
现在时代不一样了。上天入海，女性和男性一
样可以建功立业。”韩喜球说，在科研工作中，
她首先是一名科学家，然后才是一名女性。

诗与远方的事业

　　大洋科考是艰苦卓绝的，但在韩喜球眼
中，丰富多彩的海底世界、如丝绢般华丽的洋
面，给出海的日子增添了不少诗情画意。
　　 2017 年，韩喜球搭乘“蛟龙”号载人深
潜器，下潜到海底热液区进行近底观测和取
样。她这样描述亲眼看到的海底景象——— 数
千米的深海海底，绝大部分是冰冷的荒漠，热
液活动区却像一个热火朝天的成矿工厂、生
机勃勃的生命乐园。“浓烟”滚滚的烟囱口周
围，有成群的热液盲虾、螺贝和螃蟹，稍远处，
白莲花一样的海葵盛开在海底山丘上，迎着
洋流摇曳生姿……
　　在科考任务进展顺利的间隙，她也会抽
出一点时间，观星、赏月、填词作赋，她为主命
名的大洋海底地理实体，都富有诗意并充满

着美好的寓意。
　　她把西北印度洋一处海脊取名为“卧蚕”，
不仅因为山脊走势像一条卧蚕，还因为“蚕”令
人联想起江南；有两个热液区分别取名“天休”
和“大糦”，前者源自《诗经·商颂·长发》“何天
之休。不竞不絿，不刚不柔。”寓意犹如天降福
祥，幸运发现因国际上曾有多个科考航次在该
海域久寻不得。后者取自《诗经·商颂·玄鸟》

“龙旂十乘，大糦是承”，意为多辆大车龙旗飘
飘，满载着所进贡的粮食美酒，所发现的热液
活动区虾蟹成群，从洋壳深部喷发出来的热液
犹如琼浆玉液，这一切就像上苍为科考队准备
的“满汉全席”。
　　今年农历新年，韩喜球在办公室门口贴
上了一副对联：登山观锦绣，潜海探深幽。横
批：喜欢地球。
  “我研究地球的脾气，研究她的过去和未
来，像热爱母亲一样热爱地球。”韩喜球说，深海
开发前必须摸清楚资源的分布情况和环境及生
态特点，以便科学制定深海开发和环境保护
策略。
　　去年，经过 180 多个日日夜夜的努力，
韩喜球联合国内 5 家高校和研究所同行成
功申请到一个国家重点研发项目，在今后的
5 年里，她将带领团队围绕海底热液成矿系
统开展海洋地质学、微生物学及生态环境科
学的交叉融合研究。

大洋科考女首席：“像爱母亲一样爱地球”

本报记者王京雪整理

　　我是 1980 年生人，在乐都农村长大，读书
时在青海幼师学学前教育，毕业后去格尔木市
的私立小学代过课，后来回乐都，在县里的民办
幼儿园工作，直到 2009 年，我 29 岁那年，作为
第一批“一村一园”计划幼教志愿者参与这项早
期教育试验。
　　为什么选择来山村幼儿园？因为我自己从
小在村子里没上过幼儿园，没享受过这种教育，
希望我们后来的孩子能享受到，就是这么一种
想法。
　　 2009 年，这个关注山村孩子学前教育的
试点项目在我们这里启动时，我真的觉得前所
未有。我们当时，不要说山区，就是川水地区这
样交通更方便的地区，很多农村孩子也都没有
幼儿园上。
　　那时候山区孩子很多，一个村里 3 到 5 岁
孩子能有将近 30 个。孩子多，老师少，我们一
天跑一个村，一周 5 天去 5 个不同村子给孩子
们提供学前教育服务。直到 2011 年，才固定
下来，我到了现在乐都联村这个幼儿园，到今年
也 10 年多了。
　　这里一直只有我一个幼儿园老师，带的是
3 到 5 岁的混龄班孩子。刚开始孩子多，我一
个人带，这几年孩子少了，还是我一个人。
　　不过混龄班也有它的好处，就是大孩子可
以带小孩子。比如做手工，我们的孩子大的小
的岔开坐，大孩子可以带动弟弟妹妹，帮忙剪个
图片、涂个胶水。
　　刚开始，硬件条件简陋。孩子们的课桌是
锯掉腿的小学生课桌，椅子是从家里自带的凳
子，操场高低不平，没有自来水，没有玩具。山
区里的家长和孩子没接触过学前教育，都不愿
来，孩子们怕生，来了哭哭闹闹，上厕所都要闹
着回家上……

　　但这么多年下来，家长们有目共睹，都愿把
孩子送到幼儿园了，甚至有的孩子才 2 岁，就
想送过来。他们每天接送孩子，也积极参与我
们组织的活动。教室卫生，包括冬天生火炉也
是家长协助老师来做。2016 年，我们搬进了新
校园，条件大为改善。
　　我们这边的孩子几乎都是留守儿童。有的

孩子在家里被爷爷奶奶娇惯，刚来时特别任
性，会抢玩具、打人，爬到桌子上跑。经过一
学期锻炼和学习，这些行为渐渐都能改过来。
性格比较孤僻的孩子，一个月左右也能差不
多适应幼儿园。
　　村子里各种情况的孩子都有。像我们班
上有两个孩子，奶奶和爸爸听力有障碍，妈妈

有智力残疾，一家人生活主要靠爷爷。在这
样的家庭环境下，哥哥还好，妹妹到现在都不
会说话，而且她之前习惯跟着爷爷去放羊，特
别不愿来幼儿园。刚来时，别的孩子坐着听
故事，她会尖叫着跑来跑去。
　　想了各种办法，先随着她，让她适应，又
安排她和哥哥坐一起。现在上了一学期幼儿
园，孩子基本适应了，在习惯上改变比较快，
比如上完厕所要洗手，她很积极地第一个跑
过来，说要打扫卫生，她马上把扫把拿过来，
就是还不会说话。
　　这样的孩子，你要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多
爱护他们，慢慢跟他们接触。每次上厕所，我
会单独叫着她，拉着她的手去。小孩虽然不
会表达，但是心里懂得。有时候她上完厕所，
就在外面等我，外面冷，让她回去也不肯，一
定要跟着我。
　　在幼儿园，我们每天的活动都不一样。
比如每周一晨间是谈话活动，跟每个孩子交
流一下，周末你在家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让
孩子们一个个上台讲。他们有的说是跟姐姐
做游戏，有的说跟家里的小弟弟玩沙子，或者
跟爷爷奶奶去地里了，这样可以锻炼孩子们
口语表达的能力。
　　社会活动，让孩子了解公共场所不能大
声喧哗，排队不能推挤，待人礼貌等社会交
往方面的东西；语言活动，比如看图讲故事，
让孩子理解故事内容，提高表达能力，也通
过故事得到教育；还有健康活动，做运动
等等。
　　教学设备上，我们现在还没配上多媒体
一体机。每周，我们都会开展适合山村孩子
们的活动，带他们去田间地头上课，让孩子们
了解热爱家乡，传承民族文化。
　　我觉得和孩子在一起是最开心的。没骗
你，坚持到现在就是因为喜欢这份工作，喜欢

和孩子在一起。有家长问我，说家里一两个
孩子都那么吵，幼儿园这么多孩子，你每天对
着不嫌吵吗？我说我习惯了。而且 10 多年
来，孩子们一年比一年有进步，发生了很多
变化。
　　比如我们的孩子刚来时，都不会说普通
话。我坚持跟他们用普通话交流，鼓励他们
回家给爷爷奶奶当老师，也跟家长们说，孩子
教的时候你们不要笑，要鼓励他们。现在，我
觉得我们的孩子跟县城孩子在普通话上已经
没什么区别了。
　　另外，孩子们见到生人也不那么怕生了。
我能感觉到，他们各方面能力越来越强，适应
力也越来越好，入园时哭闹的情况少多了。
　　每年迎来新的孩子，送走大班孩子。我
跟小学老师说，我觉得每次刚把孩子带懂事
了，养成各种好习惯了，可以帮老师拿个东
西、收拾个玩具，他们就要离开我，到你们那
里去了。每年都是这样。但我心里还是很开
心的，因为每天跟孩子们在一起，把我知道的
所有孩子们可以知道的东西传输给他们，我
问心无愧。
　　这几年，一方面孩子数量减少，一方面家
长们进城务工，村里的孩子越来越少了。像
我们班，刚开始二十六七个孩子，现在只有 7
个孩子。很多孩子都跟着家长搬到县城去
了。有的家里过去租房做生意，有的条件更
好，都把孩子送到县里上幼儿园了。
　　留在村里的大都是家庭条件相对较差
的。不过也有回流到村里，从县城幼儿园转
到我们幼儿园的。我猜想有一方面原因是我
们的幼儿园不收费。
　　我不知道未来会怎么变化，但我非常希
望能让所有孩子，所有不同层次、不同年龄
段、不同家庭背景、不同智力的孩子，都可以
接受到公平的学前教育。

青海高原，一位山村幼教老师的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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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大洋 38 航次第一航段首席
科学家韩喜球（下排中）和科考队员在

“向阳红 09”科考船上。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