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科学要有大视野
——汪品先院士在东方讲坛·上海大学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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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者小传
汪品先 海洋地质学家。1936 年 11 月生于上海，1960 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地质系，1991 年
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同济大学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教授。曾任国际海洋研
究科学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海洋研究委员会主席。1999 年作为首席科学家，主持我国海域
的首次国际深海科学钻探，南海的 ODP184 航次，取得西太平洋区最佳的晚新生代环境演变
纪录，随后又担任深海“973”首席科学家。目前正主持国家基金委“南海深部过程”大型研究
计划。
视野大小决定认知宽度
人要了解世界，应当知道自己时空尺度的局限性，不能只从自己的视野和视角出发。我们要
不断扩展自己的眼光，大的科学要有大的视野和大的实验。
我们看世界，一个是视野的大小，还有一个是视角的位置。苏东坡写庐山： “横看成岭侧成
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原因在于视角的不同；杜甫登泰山：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原因在于视野的扩大。比如地图，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家看地图的习惯都是上北下南。
可是澳大利亚一个艺术家偏偏把地图倒过来画，南极朝上，北极朝下。这幅画还得了专利，
实际上就是视角的差别。
中国人到英国，发现邮筒是红的，觉得奇怪，因为我们的邮筒和邮差的衣服都是绿的。其实，
这是我们自己的视野太狭所致。人们认识世界都是从自己的眼耳口鼻手等开始的。比如我们
现在为什么都用十进位？因为人有十个手指头，如果是八个或十二个手指头，说不定现在用
的就是八进位或十二进位了。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重点讲的——科学与视野。
实际上，一部科学史就是人类不断扩展自己视野、改变自己视野的历史。日本有一位著名动
物生理学家叫本川达雄，他写了一本书 《老鼠的时间，大象的时间》，里面说：大象的寿命
是 70 年左右，老鼠只有 2 年，但是老鼠的心跳快，大象的心跳慢，所以它们一生中的心跳
总数是差不多的。也就是说，不同大小的生物他的时间尺度是两样的。他还发现，老鼠虽小，
但 4 天就能吃下和自己体重相等的食物；牛个头大，但要吃完相当于自己体重的食物得花一
个月。究其原因，动物的体型不同，它们的时间和空间的尺度也就不同。所以人要了解世界，
也应当知道自己时空尺度的局限性，就不能只从自己的视野和视角出发。
深海生物有很多“大家伙”。比如法国作家凡尔纳《海底两万里》描写的巨型章鱼，可以把船
掀翻。深海里确实有许多体型大到你难以想象的生物，有的就是传说中的“海怪”。比如一条
鱿鱼可以长达 14 米，一只螃蟹能长得跟卫生间那么大，还有生活在 1000 米深海里十来米长
的皇带鱼，也就是传说中的“海蛇”。另外一个极端是小，深海里也有许多微生物小到你用一
般显微镜都看不见。但是你别小看它，这些被称作“原核生物”的海洋细菌才是地球生态系统

的基础。小小一滴海水里，就有上千个细菌，至于更小的海洋病毒数目就更多了。有人比喻，
全大洋里的病毒如果排起队来的话，长度将超过 60 个银河系，不知道要排到哪里去。
每种生物都有它自己的生态世界体系，如果单从自己的视角出发，很多事物就难以理解。前
面我说，人类认识世界是从自己的手、脚、眼睛、鼻子、耳朵、嘴巴开始。所以总以为自己
是中心，总以为自己最伟大。实际上，人类在世界上非常渺小，时间上非常小，空间上也非
常小。一部科学史也是人类不断纠正认识错误、克服人类中心观的历史。
最早的人类，中国的也罢，希腊的也罢，都认为世界像一个圆盘子，外面是海洋，中间有一
些陆地，自己就是世界的中心。比如苏东坡当年到了海南三亚，就认为那里是世界的天涯海
角了。欧洲也是这样，像英国西南方的地角 （Land’s End）、西班牙的耶罗岛（ElHierro）等，
都曾被认为是“世界的尽头”。哥伦布到了巴哈马群岛，以为是到了印度，把土著民叫“印第
安人”，因为那时候的地图上没有太平洋、没有美洲。人类用眼睛来看世界，看到的东西是
很有限的。光谱里面，人类看到的可见光就那么一点点，这一点还不如很多别的生物。论运
动能力，刘翔算跑得快了，一秒也只能跑几米。论声音，20 个赫兹和 2000 个赫兹之间我们
能听得见，但是别的声波你都听不见。论寿命，人活到 100 岁就很神奇了，但和整个宇宙的
历史相比，100 年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
18 世纪人类发明了蒸汽机，20 世纪发明了火箭，现在可以克服地心引力到太空去了。应该
说到今天为止，人类上天的能力很好，空间穿越的能力强。但是从整个人类的认知水平来讲，
还是非常有限的。大家知道，在哥白尼用望远镜观测星球之前，人们都以为地球是中心，太
阳是围绕着地球转动的，哥白尼改变了那个时代人们对于宇宙的理解，这被称为“哥白尼革
命”。到了上世纪 60 年代，因为现代遥测、遥感技术的应用，可以从空间看到整个地球，有
人说发生了“第二次哥白尼革命”。相对于第一次哥白尼革命人们用望远镜看到地球外面的宇
宙，“第二次哥白尼革命”是指人类离开地球，从太空的视角回过来审视地球，这才获得了全
球的视野，才谈得上 “全球变化”的研究。
回过头来看，地球上的很多事情都是有周期性的。人的心跳是一种周期，白天、晚上、潮汐
是一种周期，春夏秋冬是一种周期，地球轨道变化有万年等级的周期。再往大里去，地球上
大陆的联合和分解，也是一种几亿年的周期；一百几十亿年前的宇宙大爆发，现在有人怀疑
这也是一种周期性现象。这样看的话，整个宇宙就是一个无穷无尽的不断的旋回，今天的地
球其实就是一系列不同尺度、不同空间里的东西，掺杂、叠加在一起的奇妙组合体，这是很
复杂、但也很有意思的事情。所以我们说科学好玩就是在这里。当你从一大堆现象里找出一
点头绪来了，你会兴奋得不得了，这是一种洞察、省悟的乐趣。
所以我们要不断扩展自己的眼光，大的科学要有大的视野和大的实验。比如我们现在研究中
微子，要追踪中微子在宇宙中的来源，实验室放在哪里好呢？欧盟就选择地中海的深海做实
验室，在两三千米水深的地方安放检测器，叫作“中微子望远镜”，用地中海做望远镜。这就
是用“大尺度”研究“小问题”。
各个生物体除了空间尺度不同，时间尺度也各异。不同的生物有不同的生命，也有不同的乐
趣，人类不能只从自己的时间尺度去看待。庄子说，“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可怜
的小生命，有的不到一天、有的不到一年就死了。但是“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李白的话提醒我们：人类的寿命和月亮比，岂不是羞愧得无地自容吗？

关于地球形成的时间也有一个认识的过程，也存在过争论。古代西方认为只有几千年，当年
有大主教考证，上帝创造世界是在纪元前 4004 年 10 月 23 日，星期天早上 9 点钟。后来地
质证明完全不是这样，太阳系是差不多同时形成的，距今大约 46 亿年左右。人类自古以来
用天文记时，年、月、日都是天文周期。其实年以上还有更长的天文周期，但是几万年的周
期太长，老百姓用不上，可地质学家有用。比如现在地球的倾角 23 度半，这就是回归线的
纬度。但是地倾角、回归线是在变的，1908 年台湾嘉义县造的回归线纪念碑，到 1996 年就
不在回归线上了，差了 1.2 公里。这是因为地倾角有四万年的周期，这种周期可以用来做地
质纪年。比如说 “生命大爆发”发生在 5.3 亿年前，用“年”作单位实在太小，就像你说每过
3000 多万秒过一次生日一样的别扭。
认识世界不能光看表象
人类历来相信海洋是世界的尽头，什么东西掉到海里了，就是“泥牛入海无消息”，就没了，
其实这是错的。海底热闹得很，海底有很多东西在往上拱，只是你不知道而已。你不知道的
不等于不存在。
上面我讲的是看问题的视野要大，空间视野、时间视野都要大。下面我要讲的不光是大小的
问题，还有角度的问题。
我们认识地球，认识世界一般都是从表面来看，其实背后还有很多看不见的东西。比如，物
理里面我们说有暗能量、暗物质，地质上也是这样，我们能看到的比如能量流、物质流，都
是表面的流，下面的很多东西是看不见的。
美国有一位科学家 10 年前写了一篇文章，说海洋里的浮游植物（也就是藻类）
，其实就是一
个看不见的森林。为什么？这么多的浮游植物，虽然它小到你肉眼都看不见，但它吸收二氧
化碳的能量跟地球上的森林是一样多的。这是因为陆地植物生活的周期是 30 年，而海洋生
物只要几天就可以传种接代。它虽然生物量少，但周转快。
地球上的水，大家再熟悉不过了。但你知道吗，你看到的“滔滔江河水”其实只是地球上水的
一小点。地球上的水，97%都是海里的，只有 3%是在陆地上。而陆地上的水，80%又都冻结
在南极的冰盖里，剩下的 20%主要是地下水，地面的水只有很小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我们
平时看到的河流里的水和湖泊里的水，只占了地表水资源的百万分之一。还有些河流湖泊你
是看不见的。南极冰盖几千米厚，冰盖底下还有河网和湖泊，最大的叫东方湖，论容积在全
世界淡水湖里排行第七。
我想说的是，我们眼睛看不见的东西太多了。比如世界上最大的山脉在海底，六万公里长，
海底的起伏比陆地上的起伏也要大得多。另外，海底到底有多少山，人们到今天都搞不清楚。
大家可能不相信，人们对于海底地形的了解还比不上对月球表面、比不上对火星的。这是因
为我们现在调查地形都是靠卫星、靠遥感，全球海水平均深度将近 3700 米，隔了 3700 米
水什么遥感都派不上用场。所以，到现在我们都不明白海底到底有多少火山。有人估计大概
100 米高的火山有 100 万个，约 1000 米高的火山有 10 万个。
我在这里跟大家强调一个概念：海洋实际上是双向的。有从上往下的运动，也有从下往上的

运动。人类历来相信海洋是世界的尽头，什么东西掉到海里了，就是“泥牛入海无消息”，就
没了，其实这是错的。海底热闹得很，海底有很多东西在往上拱，只是你不知道而已。你不
知道的不等于不存在。我要告诉大家，海底是“漏”的。所谓“漏”，是说水可以掉下去，也有
东西可以冒上来。无论是下去的，还是上来的，都有价值。上来的很多东西是矿产，是可以
开发的。比如著名的“黑烟囱”，其实就是海水从大洋中脊边上渗下去碰到岩浆，再涌出来所
造成的。这种像黑烟的东西其实并不是烟，而是海里面的一股黑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水？
为什么会往上冒？因为海水碰到了岩浆升温，从海底出口的温度就有三四百度，热的水轻，
轻的水就会往上冒。为什么黑呢？因为海水碰到岩浆带上了很多细小的硫化物颗粒，冒出海
底冷却以后就变成了“烟囱”。这种“烟囱”站不了很久，倒下去就形成了我们的矿藏。
我们大家都知道一句话：万物生长靠太阳。其实深海里的很多生物是不靠太阳的，靠的是地
球内部的热能在生长。我们吃的食物靠光合作用，靠有光食物链，而深海里的 “黑暗食物链”
见不得太阳，也不靠氧气和叶绿素，靠的是地热和硫细菌。再进一步说，海底的下面还有生
物在生活。海底的玄武岩，在电子显微镜下你可以看到岩石上面有许多小球状的细菌。玄武
岩也好，沉积物里面也好，都有细菌在生活，而且数量极大。有人说大概占地球上生物量的
十分之一，有人说要占 30%，到底是多少呢，我不知道。反正这个数量是很可观的。这就告
诉我们：海底里面有另外一个生物圈，它的能量不是来自外面，不是来自太阳，而是来自海
底，来自地球内部，这是一个极重要的信息。
近几十年来的深海探测，发现了海底下的许多故事。我们今天研究碳循环、研究全球变化，
主要都集中于地球表面的部分，地球内部的循环不考虑，实际上这是非常错误的。我刚才讲
海底是漏的，这里头其实就有碳循环。有人把地球比作鸡蛋，其实按比例讲，地壳还远不如
鸡蛋壳，蛋黄算是地核，最大的部分是蛋白，蛋白就是我们的地幔。地幔实际上是地球的主
体，而地幔里是有水的，这个水你看不见，因为是结合在矿物里面，达到一定条件是可以出
来的，但到底有多少不知道。有人说相当于一个半的大洋，有人说是五个大洋，有人说是几
十个大洋。地球上的水会跑到地底下的俯冲带里去，然后需要大约 16 亿年，在地幔里面转
一圈。当然也有从地幔或者洋底生出来的水，但总体来说今天地球上面的水是在减少。有人
说，前面 6 亿年估计已经有 6%-10%的水资源流失了，漏到地球内部去了。碳也是这样的，
地球上有很多碳，有的你没法用，有的你想用拿不着。有人估计地球总重量的 1.5%或者 0.07%
是碳，这类估计本身就差了 20 倍。地核里的碳是和铁结合在一起，是碳化铁。地幔里的碳
就有意思了，压力小的出石墨，压力大的出金刚石。金刚石实际上在上、下地幔之间有一个
富集层，可惜只有随着岩浆才会冒上来，这就是火山口含金刚石的金伯利岩。
总之，关于地球内部的事情人们还知道得太少，所以我们需要进一步扩大研究视野。
科学好玩源于好奇心
科学很好玩，但它要求你有好奇心、有兴趣。如果你没有好奇心，那么最好不要去做科学家，
因为这不是挣钱的捷径。科学的本质首先是一种精神，一种对于奇妙宇宙探索的渴望。
最后我想说的是，科学是很好玩的。我研究的科学问题对别人有用，我非常高兴，但是即便
我研究的科学问题你觉得没用，我还是要研究，因为这是我的爱好。我认为科学研究是人生
中最有趣的事情。

我们国家最近这些年来对科学的投入非常大，对科学非常重视。我们常说“科学技术是第一
生产力”，这句话是非常好的，但是科学不仅仅是生产力，科学更是文化，因为科学是从兴
趣开始的，是从觉得好玩开始的。有用固然很重要，但是好奇心更重要。很多重大的发现，
特别是原创性的发明，都不是冲着目的性、冲着需要去的。比如达尔文研究进化论就是出于
兴趣，他一辈子没有上过班，就是参加环球航行，在自己的庄园里做各种实验。他的进化论
等了 20 多年才发表。可是我们现在有很多研究成果，有的连实验都没有做成就发表了。
那么自然界有趣在哪里呢？前面我说过，我们的地球实际上是一个奇妙的混合体，今天地球
上既有一百几十亿年前宇宙大爆发的残留微波，也有十分钟就要繁殖一次的细菌。这是一个
复杂的系统。一旦你从这错综复杂的系统里找到某种头绪、发现某种机制，那就是一种精神
升华的乐趣。阿基米德会从浴缸里跳出来，就是这个道理。
宇宙万物是神奇的。比如，夜晚的星空非常美丽，但是你知道吗，星空是不同时期的星球所
发的光，传到地球上来的。有的星球距离地球很多光年，有的星球你看到它在那里，说不定
它已经消失了。又如，岩石是有年龄的，地质学家的一个工作就是把不同时期岩石的年龄标
示出来，所谓地质图就是不同年龄的岩石在地面上的分布图。不仅岩石有年龄，海水也有年
龄。我们现在运用碳十四的方法可以将海水的年龄测算出来。
这实际上是一种时空的转化：空间上的差异，是时间上差异的投影。如果你去追索时间里的
演变过程，就会发现很多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比如，五六亿年前地球上是没有这么多细胞生
物的，海底还没有钻泥打洞的底栖生物，所以当时海底也是硬的，里面也没有那么多的水。
更有趣的是大气的演变，起初地球上是还原环境，随着生物演化，二氧化碳逐渐减少，氧气
逐渐增多，到了距今 3 亿多年的时候，大气中的氧气含量太多，占 35%左右（现在占 21%）
，
结果蜻蜓可以有 75 公分长，比鸟还大，树木也长得特别高大，有的高达 45 米，世界上许多
煤炭就是那时候形成的。
说到这里，你就可以感到科学和艺术是相通的，只有科学家才能洞察自然界的美。比如说，
微生物在游泳的时候居然是相互配合的，如果把它们的运动轨迹画出来，那就像是在“跳舞”。
最先发现细菌的列文虎克，在 1676 年就描写过在显微镜下看微生物游泳的舞姿，他说“我的
眼睛从未见过这样有趣的景象”。
很多艺术家同时也是科学家。大家知道达·芬奇不光是个画家，他还是个发明家。达·芬奇的
画跟我们国画最大的区别就是，他有科学的功底，他画的波浪有水力学的功底，他画的动物
有解剖学的功底。这就是艺术与科学的结合。我们眼前的例子是电影 《阿凡达》的导演卡
梅隆，他的职业是艺术家，但他的爱好是海洋，他潜入海里拍摄了许多珍贵的片子。今年 3
月，卡梅隆坐深潜器在马里亚纳海沟下潜到 10898 米，创造了单人深潜的纪录。当然，科学
和艺术相结合在我国是受到鼓励的，不过有时候有点误会，以为科学家会唱戏、艺术家为院
士画肖像就是结合。其实，科学和艺术的交点是创造，是一种创造的意境。
我绕了很大的圈子，其实就是想告诉大家，科学是很好玩的，但是它要求你有好奇心，要求
你有兴趣。如果你没有好奇心，那么最好不要去做科学家，因为这不是挣钱的捷径。科学的
本质首先是一种精神，一种对于奇妙宇宙探索的渴望。如果有一批有志之士，能够怀着好奇
心去钻研科学、去追求创新，那么我们的国家一定大有希望。

（根据录音整理，经演讲者本人审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