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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232 年 的 海 漂 旅 程年 的 海 漂 旅 程
□ 金 雷

2018年1月21日，托尼雅·爱
尔曼一家在澳大利亚西澳州首府珀
斯市以北的维基岛沙滩散步时，发
现了一个古老的瓶子，瓶中还装着
一个“卷烟”般的字条。

他们把瓶子打开，取出已经变
得很脆的纸字条。它上面写着字，
是一张德文印刷的表格，依稀可辨

“1886”的字迹。表格上注明，这个
瓶中信的发现者可与德国大使馆联
系。

随即，爱尔曼先生在网上查找
该表格的相关信息，发现它来100
多年前德国海事天文台 （Deutsche
Seewarte） 的一次洋流实验。从
1864年到1933年，德国海事天文台
所属船只抛掷了数千个漂流瓶，记
录着船只的名称、抛掷时间、坐标
以及航线等内容，并请拾到者将它
们归还给该组织所在的德国汉堡，
或者附近的德国使馆。

爱尔曼一家认为这张1886年的

字条年代实在是太久远了，不敢相
信是真的，于是他们决定把其送到
西澳博物馆，请求鉴定。

博物馆的鉴定结果显示该瓶体
确实制造于19世纪晚期，字条所使
用的纸张和墨水也出自同一时期。
但这些并不能证实，吉姆·爱尔曼在
网上找到的信息就是真实的。

西澳博物馆海洋考古学专家罗
斯·安德森博士，向德国和荷兰的相
关机构发出了协助调查的请求。“令
人吃惊的是，位于德国的一个档案
机构竟然找到了原“宝拉号”的气
象日志，船长在上面记载了1886年
6 月 12 日在船上抛掷观测瓶的过
程。时间和坐标与漂流瓶记录完全
相符。”安德森博士说。

据了解，1886 年 6 月 12 日，
“宝拉号”当时从英国威尔士卡迪夫
出发前往印度尼西亚，在印度洋的
东南部抛下了这个瓶子。安德森博
士认为这个瓶子很可能在12个月内

就漂到了澳大利亚海岸，随即被冲
到岸上埋进了沙子里。

漂流瓶被找到时，已经没有了
瓶塞，瓶体内灌注了大量沙子。安
德森博士认为木质瓶塞可能是风干
后脱落，但厚重的瓶身依然为纸条
提供了很好的保护。

“该地区的沙丘在风暴和大雨天
气会经常移动，因此该漂流瓶可能
会周期性地被暴露出来，导致瓶子
的软木塞会逐渐干掉、变松，但瓶
子里面的信纸却被沙子紧紧地包裹
着”，安德森博士补充说道。

据记录显示，当时作为一项历
时69年的德国研究实验，德国船只
为了记录洋流的走向，大约有上千
只漂流瓶被扔向了大海。瓶子里的
字条上都留下了船的名字、坐标和
日期，至今已经有662个漂流瓶里
的字条被找到，但是漂流瓶和字条
同时被找到这还是第一次。上一次
还是于1934年在丹麦被发现的。

德国联邦海洋和水道测量局和
德国国家气象局发布公告表示，对
该漂流瓶的调查真实可信，同时对
100多年前的漂流瓶水文研究负责。

漂流瓶是源自欧洲航海业的古老交流方式，通
过海中的洋流，把瓶中的重要信息传递到未知的远
方。据说第一次关于漂流瓶的记载甚至可以追溯到
2300 多年之前。而哥伦布在 1492 年前往新大陆途
中考察了一个小岛，他担心自己不能回到欧洲向西
班牙皇后汇报，就写了封信连同他绘制的地图一起
密封在瓶子里，投入海中，希望能漂到欧洲。结

果，300年之后这瓶子才被人发现，真算得上漂流瓶
之最了。

漂流瓶也经常出现在欧美的文学作品中，比如世
界科幻小说大师、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在小说《格
兰特船长的儿女》中，就以捕获鲨鱼肚子中的漂流瓶
为线索，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冒险故事，成功营救
了困在南太平洋荒岛上的格兰特船长和两名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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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战前漂流瓶邮件正面 日本战前漂流瓶邮件反面
凡尔纳小说《格兰特船长的儿女》中

关于从鲨鱼肚子中找到漂流瓶的插图

周星驰电影 《美人鱼》 中的女主角是不是符合大家对“美人鱼”的幻
想？电影或动画片里的美人鱼，或优雅娴静，或机灵古怪，或妩媚迷人，或
活泼可爱；总之皆面容姣好。

那么，世界上真有美人鱼吗？传说中的美人鱼的原型是什么？大家知不
知道，海洋中真有动物被称为“美人鱼”？

这种被称为“美人鱼”的海洋精灵就是儒艮。
儒艮是海牛目儒艮科的一种海洋哺乳动物。在海牛目大家庭中，儒艮还

有3位“海牛”表兄弟，而海牛属于海牛科。儒艮的尾鳍和海豚的一样，呈新
月形；而海牛的尾鳍呈扇形。

美人鱼儒艮体型健硕。最大的一条体长达4米，体重达1000千克。
儒艮虽然同鲸鱼、海豹、海狮等同为海洋哺乳动物，但有研究表明，儒

艮和亚洲象有着更近的亲缘关系。儒艮和亚洲象的老祖宗在大约2500万年前
下海，并保持了其食草的习性。知道吗？儒艮的门齿不发达。当它吃海草时
会将整株海草吞入，而不会将其切断。

儒艮8～18岁性成熟，孕期13～15个月，每次只生1个宝宝。雌性儒艮鳍
肢下方有一对丰满的乳房，儒艮宝宝吮吸妈妈的乳汁成长。月色溶溶，海雾
氤氲，波光粼粼。儒艮妈妈抱着宝宝缓缓浮出水面，朦朦胧胧中还真像一位
丰盈的女子，如梦如幻，于是就有了“美人鱼”的称谓。

虽然儒艮宝宝出生后不久便可摄食海草，但是往往要到14～18个月才会
断奶。而到其长大至性成熟，儒艮才会离开妈妈，独立生活。儒艮妈妈对孩
子的呵护，同样让人感慨！

想去探访下这种真正的美人鱼吗？它们分布在南北纬 27°之间的印度
——西太平洋水域。全球37个热带与亚热带国家与地区均有美人鱼的踪影。
这些美人鱼主要生活在海草丛生的浅海，很少游向外海。在我国，美人鱼们
主要分布在广西、广东、海南和台湾沿海。

儒艮皮可制革；肉质鲜嫩；骨骼致密，可代替象牙做牙雕。可是人啊，不要
贪婪哦！儒艮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列为易危物种，也是我国的一级
保护动物。保护这些憨态可掬的儒艮，不要让美人鱼只存在于我们的幻想里！

（中国科普作家协会海洋科普专业委员会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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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8日早晨，不再下雪，难
得晴天。我们分两路去调查，一路
到太阳湾，一路到东林寺。我和小
何被分到太阳湾。太阳湾已经被开
发成旅游区，门口停满了游客的
车。进入景区的时候，工作人员提
醒我们，路面结冰打滑，没有防滑
链走不远。汽车开了约40分钟后开
始打滑，我们只得下车步行。

一路上都是柏油马路，这是几
天来我们走得最好的路。路的两旁
是一片绿绿的柳杉林，胸径约10-15
厘米，非常匀称，一看就是种的人
工林。树种单一，缺少灌木，游客
又多，很难见到动物。眼前一群一
群的游客在路上打闹嬉戏。这里的
保护区别具特色，兼旅游和保护两
用，靠近路边的林子发展旅游，里
面的林子保护动物。

我们沿着盘山公路前行，越往
前走，游客越少，动物遇见率也越
高。待到出现灌木的地方，一只橙
翅噪鹛杵在光秃秃的树枝上。这是
一种常见的鸟儿，其貌不扬，其声
也不杨，平日里我极其厌恶其鸣叫
声。然而今天，我却对其情有独
钟，因为它的叫声可以盖住后面游
客的吵闹。积雪的地面上一路丢弃

着游客的垃圾，雪儿不堪承受游客
的重量，发出咯咯的响声，像是受
到莫大的屈辱而发出的抗击声。

道路一旁的斜坡上一只长尾地鸫
在觅食。茫茫大雪覆盖了食物，它在
一棵长满苔藓的树上啄来啄去，不知
道是否有收获。这只长尾地鸫并不是
很怕人，我们悄悄地可以接近它10米
之内。它开始看着我，鸟儿的视觉敏
锐，可是也有问题，它双目之间存在
无法重合的盲区。因此，它要是正眼
看我，那是忽视。它要是转过来斜眼
看我，那是重视。果然，我往前挪动
了一下，它开始斜眼看我，我又动了
下，它立即飞走，停在前方不远的地
方。如今，天寒地冻，食物短缺，我
不能继续打扰，只好绕路而过。

临近中午，天空色变，如铅似
墨。雪又开始了，如同棉絮，恰似
鹅毛，从天而降，滚滚而下。大地
瞬间被染成白色，过往的鞋印立即
消失得无影无踪。而那些不曾被人
类践踏过的路段，积雪得以完整保
存，足有7-8厘米厚。走在上面咯
吱咯吱。前面一处棚子，是当年开
采石棉矿留下的。我们躲进棚子
里，升起一堆火，将带来的干粮烤
熟，算不上美味，但足以裹腹。大

雪天，热腾腾的烤面包就着向导自
家带来的白酒，别有一番风味。

从棚子出来，我们继续前行
了 一 段 。 据 说 河 坝 里 有 一 群 猴
子，我们要去看看。我们远远看
到一座小屋，砖瓦结构，墙面上
有“X”形的裂纹，这是地震所
为。2008 年汶川地震的时候，这
里也是重灾区。地震波以横波和
竖波两种形式传播，竖波先至，
横波后达，二者合力形成“X”形
裂纹，如梵音索命，也像纳粹之
图腾。我们小心翼翼地从危房边
上经过，看了下河坝，白茫茫一
片，不见猴群，也没有足迹。

我们只好下山，下到海拔1700
米处，恰是游客最密集的地方。他们
在围观路边的猴子。我大概数了下，
约50多只藏酋猴，10余只雄猴，接
近30只雌猴，还有10余只青年猴。
一部分雌猴带着婴猴在树上休息，它
们五六只抱在一起，抵御严寒。与树
上的猴子形成鲜明的对比，路边的猴
子要活跃多了，它们不时跑到路中
间，向游客索要吃的。索要不成直接
变成抢劫。有只猴竟然抢了一瓶脉
动饮料，躲到树上去了。

在众多打家劫舍的猴中，一只年

长的雄猴在路边格外安静，它不曾喧
闹，既不去乞讨，也不去劫掠，规规
矩矩地待在自己的位置上。时不时有
游客给它带来吃的。这只猴有名字，
叫三儿。只见旁边一位中年男子，说
了句“三儿敬礼”，话音刚落，三儿
就抬起右手敬礼。引得游客一片叫
好。游客给三儿食物作为敬礼的回
报。在一声声敬礼中，三儿重复着单
调的动作。路人的叫好声不绝于耳，
一波走了，又有一波。

我却压制不住内心的陈杂。作
为一只猴，它本不需要如此，完全
可以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双手在森林
中寻找食物，繁衍生息。如今它们
被人类习惯化了，成为人类招财纳
宝的工具，慢慢失去了野外的习
性。当三儿举起右手的那一刻，作
为一只猴，它向人类的文明迈出一
大步，可是它却永远失去了野性，
再也无法做回一只猴。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
所博士。著有 《西域寻金雕》《动
物知道人性的答案》）

油菜花盛开的时节，又到了与稻草人一年一次的相约“花
田童话”。站在绿树掩映、金色花海此起彼伏的5万亩油菜花田
中，已找不出原貌，昔日农村耕地现已成为”生态旅游+乡村
振兴”的“童话仙境”。

记者看到，被油菜花肆意妆点的花田间，蜂飞蝶舞，花团
锦簇，炊烟农舍，溪流山峦，构成了一幅悠闲的乡村春景图。
欣赏风景的人们络绎不绝，在斜风细雨中，纷纷拿出相机、手
机拍摄，想要将这恍若仙境的油菜花田中的美景留住。

这是在仙居县，浙江省的“生态宝地”呈现出的一个场
景。其位于该省东南部、长三角经济圈南翼，素有“八山一水
一分田”之说，全县森林覆盖率达 79.6%，水质达标率 100%，
空气质量达标率为 96%以上。据浙江省科学院测定，最高区域
值负氧离子每立方厘米达 8.8 万个，平均值每立方厘米达 2.1 万
个，比室内高200倍，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

基于良好的生态环境、资源优势和农业产业基础。近年
来，仙居县大力发展以四季彩色景观农业为主的休闲农业乡村
旅游，通过连续举办油菜花节、桃花节、牡丹花节、杨梅节、
荷花节、葵花节、菊花节、荞麦节等农事节庆活动，实现了产
业的有效融合，有力促进了农民增收，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特别是仙居·浙江油菜花节，自2008年开始，已连续举办了
十届，每年吸引游客百余万人次。今年的油菜花节， 可谓精彩
纷呈。以“1+3”的模式，体现仙居全域旅游和仙居各乡镇油菜
花节的特色。种类繁多，在往年传统的花田稻草人的基础上，推
出了花田旗袍秀、花样年华服装展示、花田音乐会和花田诗会等
系列活动。体验趣味多，以“旅游+文化”、“旅游+乡村振兴”、

“旅游+运动”的形式，不仅有很多传统手工艺品体验活动，同时
还有乡村民俗、农耕展示，增强游客在花田中的互动体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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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游泳中的儒艮
2.某种海牛
3.儒艮尾部

在如今系外行星的搜索中，我
们经常用地球标准去寻找外星生
命，总有一些人认为这是不对的，
因为外星生命可以是多种多样，你
以地球标准去找，那么就是太片面
了。真的是这样吗？有的文章就持
这样一个观点，并且认为宇宙中还
有所谓的金属体生命，这是个不折
不扣的谣言。

谣言：按照小编的观点来看，
假如这项研究成立，那么大家可能在
未来世界中看到“变形金刚”，对，
就是动漫电影中所讲述的那个变形金
刚。其实，如今许多科学家们表示，
人类不应该以理解地球生命的方式去

理解外星生命体，它们或许以一种人
类根本想不到的方式存在，例如我们
刚刚谈到的“金属”生命体。

辟谣：这不是阴谋论，而是在
概念上模糊了天体生物学家对生命的
定义，事实上所谓的金属体生命被认
为会是硅基生命的一种，这种生命属
于猜想型存在，由天体物理学家在
1891 年提出，算是非常古老的理
论。以硅为基础的生命形式对于一些
化学家而言可能存在，在1893年英
国的科学促进会上，科学家指出硅基
生命可以在高温下生存，但是真的是
这样吗？笔者认为硅的化学性质比碳
还要差，而且还有一点直接枪毙了硅

基生命的世界。
如果硅基生命需要气态二氧化

硅进行呼吸，那么这颗星球上的温
度至少要2000摄氏度以上。什么金
属可以在2000摄氏度以上的高度处
于固态？高温限制了这种生命向智
慧型进行演化。

外星生命的多样性可能也受到
许多科学家的关注，笔者也反对这
个观点，就像当前地球生物圈多样
性一样，地外生命当然也有权力这
么做。原文观点认为寻找外星生命
不能以地球标准，这就与当前天体
生物学方向相违背。正是可能存在
地外生命多样性的特点，我们才必

须以地球生命为模板去寻找地
外生命，这样做才是最简单的
途径。

上文的例子已经说明，硅基
生命理论上可能存在，但我们无
法理解在2000多摄氏度的环境中可
以呼吸气态二氧化硅的行为，因此这
样的行星很容易被我们排除。事实上
宇宙中也有大量这样的系外行星，随
便举个例子，在距地球 63 光年之
外，就有一颗HD 189733 b系外行
星，表面可能呈现深蓝色，表面温度
超过1000摄氏度。作为一颗典型的
短周期类木行星，表面温度在1000
至2000比比皆是，而且在太阳系外

这样的行星数量很多。
我们无法理解可能在数千度环

境中呼吸的感觉，将注意力放在本
来就不确定的生命形式上，当然就
增加了对地外生命发现的难度。第
一，我们不确定硅基生命是否存
在，或者说极端环境下生命是否存
在；第二，我们也不确定在非类地
行星上是否有生命。双重不确定的
结果就会导致我们对地外生命的寻

找变成大海捞针。
而根据地球模式去寻找地外生

命，我们有明确的方向，就是锁定在
类地行星、光谱信号中有液态水、大
气层、氧气。目标明确，逻辑清晰，
只要找到这样的行星，发现生命的概
率是最大的。为什么说逻辑清晰，因
为地球就是这么诞生生命的，而且我
们也仅仅知道这样的模式可以诞生生
命，这已经足够了。

为什么要以地球标准去寻找地外生命为什么要以地球标准去寻找地外生命
□ 谢 顿

说来也巧，几年前一
个偶然的机会，我收集到
一件漂流瓶邮件。它是在
昭和12年，即1937年5月
8 日从日本占领下的朝鲜
釜山水产试验场投入海
中，同年9月13日在日本
山形县西田川郡温海村海
岸被当地村民拾到，9 月
17日将漂流瓶的明信片填
写完整并寄回，完成了其
奇妙的旅程。

以后去海边时要注意
了，不知有多少漂流瓶静
静地躺在海岸边的沙堆
中，有待人们去发现！

“简直是人生中最棒的事。”爱尔曼一家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想想这个漂流瓶132年来都没有人接触过，而且
还保存完好，我就激动得颤抖。”目前，爱尔曼一家已将该漂流瓶借给西澳博物馆两年，以供其研究和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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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只猴，它本不需要如此，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智慧
和双手在森林中寻找食物，繁衍生息。如今它们被人类习惯化
了，成为人类招财纳宝的工具，慢慢失去了野外的习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