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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坡，中国地质学会洞穴

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贵州

省洞穴协会理事长。1982 年

7月毕业于南京大学地理系地

貌与第四纪地质专业，1982年

7月至 2020年 7月一直在贵州

科学院山地资源研究所工作，

主持和参加各级科研项目 30

余项，出版专著四部，发表科

研论文 50 余篇，获贵州省人

民政府颁发的科技进步三等

奖 5 次。组织和参加了近千

个洞穴的考察，包括亚洲第一

长洞——双河洞的考察。

留声机

257.4 公里有多长？从贵州遵义到重庆 248

公里，驾车大约 3 小时，步行大约 68 小时。那如

果在漆黑而充满未知的洞穴里，探测完 257.4 公

里需要多久？答案是 32年。

李坡，贵州科学院山地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贵州省洞穴协会理事长。他和队友一起，用 32

年，书写了贵州省绥阳县双河洞——亚洲第一长

洞的探测传奇，成就了双河洞“喀斯特天然洞穴

博物馆”的美名。

贵州省境内喀斯特地貌分布广泛，无山不

洞、无洞不奇的溶洞景观比比皆是。

32 年来，正是李坡和队友一次次的洞穴探

险和科考，才让世人得以领略越来越多的溶洞

奇观。

科考不停歇，奇迹不中断。这或许就是洞穴

探险的魅力所在，李坡乐在其中。

“凡世间奇险瑰丽之观，常在险处。”生活在

明朝的徐霞客，常常被视为中国洞穴探险第一

人。他所著的《徐霞客游记》，让中国历史上第一

次有了洞穴探险的记载。

洞穴探险，专业人士口中的探洞。上世纪

80 年代，随着我国大量的洞穴被开发，一批洞穴

探险爱好者，追随着徐霞客的脚步，体验洞穴探

险的奇趣。也正是在那个时候，从南京大学地貌

专业毕业的李坡，被分配到了贵州科学院。

经常有人问李坡：探洞的意义何在？

“意义大着呢，洞穴在半封闭状态下的沉积

物保存了大量地质历史时期的信息，对于研究新

构造运动、气侯和生态环境变化等有重要作用。

同时，洞穴的特殊环境，有许多动物新种有待被发

现，是研究地球生物多样性的重要场所。”李坡说。

例如，在双河洞探测中发现的地下梯田、洞

穴瀑布、卷曲石、石膏晶花等地质奇迹和大量洞

穴生物化石、洞穴活体生物，就为洞穴地质、生物

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极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

李坡坦言，一开始没有经费，探洞进行得断

断续续。“当时国家穷，对搞洞穴这块也不是很重

视，经费上比较困难。”

然而，纵然困难重重，对于李坡来说，探洞却有

无穷的魅力。中国有个成语叫“别有洞天”，洞中确

实另有一番天地。他说，每次探洞时，进入那神奇

的地下世界，就会有“置身浩瀚空间之感”，那是一

种妙不可言的感受。令人心旷神怡的地下美景、貌

似进入绝境又突然峰回路转的奇妙旅程，无不让他

心驰神往。

在李坡看来，现代科技飞速发展，人类对地

表几乎已无所不知，然而地底和海底仍是未知的

世界。“探索未知世界是人类的本能，洞穴的神秘

感和人类的好奇心，促使全世界的洞穴探险家们

进入到神奇世界中。”他说。

当然，探洞不同于一般的探险，往往带有科

考性质，探洞之前要分析和预判，探洞时还必须

测量并搜集数据。这些，都为洞穴保护和开发提

供了科学依据。

“探索未知世界是人类的本能”

至今，李坡组织和参加了近千个洞穴的探

测，但最让他得意的，还是亚洲第一长洞——双

河洞。

位于贵州省绥阳县温泉镇的双河洞，是典型

的喀斯特地质地貌，洞内景色瑰丽奇绝。早在

100 多年前，便有双河洞附近居民偶尔进入洞穴

采炼硝矿，他们的足迹虽未深入，但也算是双河

洞探测的先行者。

1988年，贵州科学院山地资源研究所对双河

洞进行首次测量，长度为11.9公里。李坡说，对于

洞穴长度的测量并非靠估算，而是要实际到达洞

穴点，靠人“钻”通的长度才算是洞穴的真正长度。

当时国内测量仪器不发达，只能利用传统工

具进行测量，效率很低。李坡回忆，每次最多能

携带 50 米的皮尺，一尺一尺地量。特别是下竖

井时，多用绳梯或楼梯，下个十来米就已经是了

不得的高度了。

探洞之艰辛，让李坡至今记忆犹新。带点干

粮和保暖物品，直接住在探测点附近。天为被，

地为床，一扎进洞穴就是好几天。

经过多年的辛勤探测，双河洞就像一个青春

期的少年，不断噌噌噌地“长”。

2004年，双河洞获批为贵州第一批国家地质

公园。2005年，双河洞揭碑开园，那时候，双河洞

测量长度达到了70.5公里，是中国最长的洞穴。

已探长度越长，洞内的条件就越复杂，后续

探测工作就变得越发艰难。探测瓶颈，出现在洞

长突破 200 公里前。李坡发现，洞内有一个地

方，两层洞之间隔了一层页岩，双河洞就此被

“卡”住。

洞穴的形成靠水，而页岩的作用相当于隔水

层，水透不下来，洞穴无法往下发育，两层洞穴就

无法连接。李坡说，如果不能让洞与洞之间相互

连接，就不能算同一个洞穴的长度。

揭开亚洲第一长洞神秘面纱 李坡说，双河洞超长的洞道，容易形成了众

多小环境，这些小环境鲜有外界干扰，完整地保

存了远古地质地貌特征、古生物化石甚至是存活

至今的古细菌，对于研究者来说，双河洞就像一

把钥匙，打开远古地球之门。

在对双河洞的探测当中，李坡和队友们发现

了不少新物种。“双河盲步甲”这个新物种的发

现，让李坡尤其兴奋。它是一种身体很“特化”的

盲步甲，眼睛完全退化，没有色素，体壁变薄，对

气流、温湿度、危险信息等更加敏感。此外，他们

还在双河洞中发现了隐毛带双马陆、长角跳虫、

斑灶马、幽帘虫、龙马陆等多种洞穴生物的化

石。为此，有关专家推测，绥阳曾经是这些大型

生物的主要分布地，不过由于气候的变化，现在

这一类的生物已经基本消失。

李坡还告诉记者，前些年对双河洞的探索结

果显示，双河洞里面的沉积物具有典型性和代表

性，对于研究整个洞穴系统的发育提供了很多有

效的科学依据，根据这些信息，还可以还原当时

地方的水纹发育过程。

“双河洞的化学沉积物比较丰厚，类型比较多，

不光有碳酸钙沉积物，还有硫酸钙，也就是石膏沉

积物，还有世界少见的天青石沉积物。”他说。

在李坡看来，洞穴和土地资源、水资源一样，

都是一种自然资源，可被利用的方式很多，其中

最多的就是旅游开发。

“以前没开发旅游业的时候，这里鬼都打得死

人（贵州话，人迹罕至的意思）。”贵州绥阳双河洞国

家地质公园管理处处长杜灵说，2005年，随着双河

洞地质公园开园，游客人数不断增加。2018年，旅

游收入从当初的不足百万元，增加到了27.36亿元。

与此同时，双河洞的红火，直接带动了当地

农民脱贫致富。2002 年，双河洞属地温泉镇的

人均收入不足 1000元，2018年，这一数字则提高

到了 9258 元。附近的温泉镇、旺草镇和青杠塘

镇共 11347人因此实现脱贫。

“洞穴还可以作为地下水资源开发利用场

所，也可以作为一个地下空间，具备战备、防空等

功能。”李坡说，为了探秘地下世界，他将继续当

好“先遣队员”。

找到打开远古大门的钥匙

实习生 张 楠 本报记者 何星辉

不过，经过多次的科考，李坡和队友们惊喜

地发现，在一个叫辛家湾凉风洞的地方，洞内页

岩薄弱，水流已将岩石击穿，使得两层洞得以连

接，并且与主洞贯通。

因为发现了这个秘密，2017 年，双河洞的长

度一举突破两百公里。

“如果当时没有发现页岩被水流击穿的现

象，双河洞的长度可能就停留在那里。”说到这，

李坡笑了。

2018 年，经中外专家联合科考，双河洞洞穴

长度从 201 公里“增长”到 238.48 公里，一举超过

马来西亚的杰尼赫洞，成为亚洲第一长洞。

双河洞从最初的 11.9公里到 238.48公里，直

至最新的 257.4公里，整整走过了 30多年。

推开 5 楼办公室的门，打开电脑，检索业内

期刊最新的文章……汤艳峰一如往常不到 8 点

就来到学校。

看了看日历，已是 8 月 21 日，暑假“余额”已

不多，还没来得及安排带家人外出旅游，他有些

内疚。但是，一想起第二天又要召开团队组会，

汤艳峰又打起精神开始搜集材料。

这样的生活日复一日，汤艳峰没觉得枯燥。

甚至在前不久，他的研究成果登上化学领域国际

顶级期刊《美国化学会—可持续化学与工程》

（《ACS Sustainable Chemistry & Engineering》）

后，他依然波澜不惊。

这项采用聚丙烯酸酯作为机械力致自由基

的材料，制备了摩擦电纳米发电机的成果，打开

了一扇人类认识的新大门：过去，没有人发现同

种物质在机械应力作用下，因链断裂生成自由基

从而产生摩擦电。

立志学医，却误打误撞
走进化学领域

1996 年，汤艳峰误打误撞考入了青岛大学

轻化工程专业。与自身第一志愿山东大学临床

医学专业失之交臂的他曾一度想要退学复读。

然而，老师生动幽默的授课方式让汤艳峰逐

渐发现轻化工程的奇妙之处。当被辅导员询问

想要走下去的方向时，汤艳峰毫不犹豫地回答

道：化学！

“要想搞科研，就必须要博学，不仅仅是多看

几本书，还要阅读大量文献以了解最前沿的知

识。”在汤艳峰看来，学海无涯唯有继续深造。

在大连理工精细化工专业读研期间，他遇到

了指引他科研道路的恩师——国内精细化工著

名专家、南通大学双聘院士杨锦宗教授，杨锦宗对

汤艳峰进行了科研素养和能力的培养，并将自己

严谨认真的科研态度、平易近人的处世性格、细致

求实的工作作风潜移默化地传递给了汤艳峰。

跟随杨锦宗学习期间，汤艳峰打下了精细化

工的扎实基础，也培养了他创新的辩证思维。汤

艳峰坚信，科学的精神就是质疑批判的精神。

2016 年，汤艳峰前往美国威斯康辛麦迪大

学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访学之旅。在这里，他接

触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机械能电能转换

功能能源材料的研究。这是一个需要能源、化

学、材料、物理等各个学科相互交叉进行研究

的领域。

传统学术观点和实验认为，两种不同的物质

摩擦会产生电流，比如高分子材料与金属材料，

但是，他偶然发现了一些高分子材料在机械应力

作用下断裂，断裂生成的自由基可以产生瞬间偶

极变化，从而产生摩擦电信号输出的现象，即同

种物质也能够产生摩擦电。

在自身研究结论与既有的观点相悖时，他并

没有盲目自我否定，而是进行理性思考与质疑批

判，在反复验证中寻求真相。

为了印证这一发现，他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

料，寻找可能自身产生摩擦电的材料进行测试，

每天埋首于实验室进行反复试验。他用自由基

捕捉剂捕捉机械力情况下可以产生自由基的材

料，并将捕捉到的材料与不能产生自由基的材料

进行对比实验。在经历了上百次的实验后，汤艳

峰终于证明了这一重要的新发现，这也扩大了人

类几千年来对于摩擦电的原理认知。

科研需要跨界，不会“从
一而终”
“这个摩擦电纳米发电机可以做到很大，利

用水流势能、风能、潮汐能，把机械力转换为电能，

也可以做的很小嵌入服装、鞋帽等，比如老人在家

不慎摔倒，这个装置感应到电流中断就能发出求

救信号。”汤艳峰对这个新兴的领域充满信心。

在研究摩擦电材料的过程中，汤艳峰并没有

放弃原有的研究领域，而是将学院的学科特色和

教师专业背景相结合，整合了不同方向的研究团

队，形成了一系列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成果。

本科学习轻化工程，硕士攻读精细化工，博

士期间研究染料，近年来又跨界到摩擦发电材

料、医药中间体、荧光分子探针生物成像等，在求

学与科研的道路上，汤艳峰就像一朵跳跃的浪

花，不断寻找学科融合的交汇点。

“作为科学界的‘小字辈’，经历这么多学科

专业我并没有心生浮躁，反而让基础更扎实，如

果没有打牢基础，跨界也不会有结果。”汤艳峰告

诉记者，“科研就像一棵树，从发芽开始就会一直

不停地生长。”

当年那个高考时立志学医的青年，如今也在

用另一种方式治病救人。“我们是南通地区最大

的医药中间体开发团队。”汤艳峰说，十年前他

成立医药中间体合成模块研发团队，先后研发了

数千种手性药物中间体，为国内外医药公司的新

药研发推波助澜，并为南通周边地区的生物医药

行业带来数千万元的经济效益。

同时，他还先后设计合成了一系列新型糖基

超分散剂、糖基紫外线吸收剂和糖基智能水凝

胶，系统研究了糖基引入后分子结构与性能之间

的关系，为功能精细化学品的绿色化研究提供了

一种新思路和途径。

如今，汤艳峰也成人师为人父，教育学生与

启迪孩子对他来说同样重要，“能够接受学生和

孩子的平庸是老师和家长的一道考题，不给他们

制造太大的压力，但是要引导他们积极向上的乐

观精神。”

十年前，成立南通地区最大的医药中间体开发团队

汤艳峰：以另一种方式治病救人
本报记者 张 晔
通 讯 员 陈 妍 周 璐 张林林

最近，制止餐饮浪费成为大家热

议的话题。“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

苦”，餐桌上的每一份食物都应该被我

们珍惜。

但你知道让水稻颗粒归仓有多难

吗？水稻被割捆之后，必须晾晒、码

垛，待到上冻后再运到场院脱粒、清

选、入仓，期间加上鼠盗、丢失等，稻粒

的损失和浪费是惊人的，常常超过产

量的十分之一。而在此之前，水稻还

得躲过被大风吹倒伏的风险。

为此，东北农业大学蒋亦元院士，

我国著名农机专家，历经 33 年，发明

了国际首创的“水稻割前脱粒收获机

器系统”，让水稻颗粒归仓。

无问前程，南燕北飞

1928 年，蒋亦元出生在常州。怀

着“科学救国”的信念，18 岁时他考入

南京金陵大学的理（工）学院电机系。

大一那年，他在学校见到了许多先进

的美国农业机械，还有美籍教授执教，

便想转系攻读农业机械化专业。

但由于电机系和农机系分属不同

的学院，要转系就只能重新参加入学

考试，如果考试失手，就意味着无学可

读。但蒋亦元下定决心，凭着扎实的

学习功底，他如愿以偿，从此将自己和

农业机械专业连在了一起。

大四时，蒋亦元做出了一个让所

有人意外的决定：放弃在金陵大学任

教的机会，主动选择条件极为艰苦的

东北边陲，奔赴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

创办的第一所高等农业学府——东北

农学院（东北农业大学的前身）。

这一决定源于一场报告。为了建

设东北，当时留美学习畜牧与农业工

程专业的沈阳农学院院长张克威在南

京作了一场报告。报告中张克威说，

东北地大、人少、土壤肥沃，马铃薯长

得碗口那么大，玉米长得噼啪响，非常

适合搞农机化。蒋亦元听到后热血沸

腾，报告刚结束，他就报了名，决定到

那片广袤的土地上去闯一闯。

“我太热爱农机化这个专业了，听

说东北地大、人少、土壤肥沃，非常适

合搞农机化。”他说。

从此，在“北大荒”黑土地上多了

一位不辍耕耘的农机新星。

无问险阻，33载不动摇

“一粒米，十滴汗。”20 世纪 60 年

代，农民弯腰曲背、手持镰刀收割水稻，再通过机器来进行脱粒，劳作强度

极大，而且效率极低。传统的“先割后脱”联合收割机，即使是国外最先进

的型号，也一直不能解决落粒损失严重、无法高效作业、不能收倒伏作物等

问题。

农民们“面朝黄土背朝天”劳作一辈子，土地上的每一粒粮食都应该

得到珍视，蒋亦元下定决心，“搞割前脱粒，攻克世界难题”。

“割前脱粒”并不能说是个新想法，从 19 世纪中叶以来许多国家如

澳、日、苏联、意、英、法、菲和我国十余个单位也都进行过研究，然而始终

未果，所以一直被视为世界难题。而当时的蒋亦元，远离都市信息闭塞，

少资料、无设备，身旁仅有寥寥几位志同道合的同事，可用的只有大片的

稻田。

“外国人没有搞成，难道中国人就不能搞成吗？”蒋亦元带着一股不服

输的劲头，与几位青年教师一起组成了科研攻关小组。从构思、设计、计

算、绘图到试制、田间试验，蒋亦元事必躬亲。

为仔细观察机器作业情况，他时常趴在湿漉漉的稻田里，与机器同步

前行，一身泥土、两手油污，黑黝黝的面庞让他看上去与现场的工人农民

没有什么差别。

1976 年，第一代水稻割前脱粒机耗时四年研制成功，成为我国乃至

世界上第一台实现水稻割前脱粒的收获机，打破了水稻割前脱粒研究停

滞多年的沉寂。美国著名农机教授亨特这样评价道：“我确信它将是为水

稻种植者造福的一项重大发明。”

历经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割前摘脱稻（麦）联收机终于问世，鉴定

结果为“国际首创、国际先进水平”，并取得 3项国家发明奖。

除了创造出割前脱粒水稻收获机器系统，蒋亦元还发现了相似理论中

G. Murphy的π关系式合成理论中的重大缺点，使预测精度显著提高。这

些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得到了该领域著名专家及院士们的高度评价。

“水稻割前脱粒是一个世界难题，虽然我在攻克它的进程中取得了一

些突破性的成果，但是到目前却仍然没有成为性能稳定、可以大批量投产

的产品。因此，我没有停下来的理由。”蒋亦元说。

33年间，他“只问初心、无问东西”。2020年 2月 24日，蒋亦元在哈尔

滨逝世，享年 92岁，先生已逝，精神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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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由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采集工程项目办公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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