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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科研为海洋生态环境保驾护航
一篇《生蚝长满海
今年 4 月，
岸，
丹麦人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的文章引起了公众的关注。生蚝
泛滥成灾，与船舶压载水造成的
生物入侵密不可分，为当地的生
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影响。科学
家认为，在全球范围内外来物种
入侵的问题正日趋严重。
6 月，我们走进位于上海海
洋大学海洋工程装备检测试验
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的船舶压
了解船舶压载
载水检测试验室，
水与环境生态的方方面面。
船舶压载水中的生态
“杀手”
压载水系指为控制船舶纵
倾、
横倾、
吃水、
稳性或应力而在
船上加装的水及其悬浮物。在船
舶航行、装载货物过程中，需要
以
常常排放或吸入淡水或海水，
实时调整船上压载水量，保障船
舶安全平稳。
以压载水排放为主导致的
海洋外来生物入侵被全球环保基
金组织（GEF）列为当今海洋的四
大危害之一。来源于欧洲黑海的
斑马贻贝入侵北美五大湖、爱尔
兰和部分欧洲大西洋海岸以及北
美梳状水母入侵黑海是海洋生物
入侵造成严重经济损失的两个典
型事件。仅 1989-2000 年美国控
制斑马贻贝进一步扩散就需
7500 万至 10 亿美元之多，造成
直接经济损失总计已达 50 亿美
元。
又如北美梳状水母，
它原产
于南美和北美的东海岸。在没有
食物的情况下，这些水母可能通
过缩小身体的大小，存活 3-4
周。因此，他们非常容易地在
1982 年，经过 20 天的航程到达
黑海。
据有关方面对渤
还有赤潮，
海湾船舶压载水入侵生物现状
调查发现，
4 种有毒藻类通过船
舶压载水传播到我国，
并造成大
面积赤潮灾害。近些年来，我国
沿海岸赤潮越来越严重，
其重要
原因之一是外来生存能力较强

的赤潮生物的危害。
船舶压载水检测试验室
获得国家授牌
据海洋工程装备检测试验技
术国家工程实验室副主任吴惠仙
教授介绍，船舶压载水排放等导
致的海洋外来生物入侵，被全球
环保基金组织定为当前世界海洋
面临的四大威胁之一。目前，
每年
约 120 亿吨的船舶压载水在世界
范围内运输，随着船舶压载水的
压载与排放每天有超过 7000 个
物种在全球转移。由于压载水中
携带有细菌和其他微生物、浮游
卵以及幼
植物（藻类）、
浮游动物、
体等各类水生生物，其中一些种
类为致病菌和赤潮生物，如霍乱
弧菌和赤潮藻类，这些外来物种
的入侵，影响当地海域的海洋生
物的多样性，威胁本地物种的生
甚至危害当地居民的健康，
存，
因
而可引起排放水域严重的生态、
经济和人类健康问题。
为此，国际海事组织于
2004 年 2 月 13 日通过了《国际
船舶压载水及沉积物控制和管
理公约》。公约旨在通过船舶压
载水及沉积物的控制和管理来
防止、减少并最终消除有害水
生物和病原体的转移对环境、
人体健康、财产和资源引起的
风险。
压载水公约将于 2017 年 9
月 8 日正式生效实施。我国是国
际海事组织 A 类理事国，
压载水
公约一旦生效，我国势必成为签
约国，公约履约和公约修订等技
术保障成为亟须。同时我国是航
运大国，压载水公约的生效及其
实施，必将涉及我国外贸经济的
繁荣和发展、海洋生态环境的安
全与保护、人民群众健康的安全
与保障。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海洋工
程装备检测试验技术国家工程实
验室船舶压载水检测试验室获国
家发改委批准建设，这是我国首
个拥有双证的专业从事船舶压载

水检测的第三方检测实验室，
也
是我国唯一具有国际互认资质的
压载水检测试验室，对支撑我国
国际压载水公约履约以及海洋生
态保护具有深远的意义。
辛勤的付出 坚持的努力
走进实验室的所在楼层，
所
及之处便是学生们忙碌地在各个
房间穿梭。各种仪器、
设备、
标本，
让人眼花缭乱。
“我们的学生为了获得第一
手的资料，必须亲自去船舶压载
，
舱内取样”
吴惠仙说，
“在这一过
程中，学生们可能会面临诸如缺 还与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共建
仓底过滑导致脚底打滑、
氧、
舱室 “国际船舶压载水检测与应用联
，
与河北海事局签署了
漆黑所产生的视力下降等问题。 合实验室”
虽然都是一些看似平常的小问 《国际压载水公约的海事履约战
与上海市海洋局、
上
题，可是在采样过程中还是会对 略合作协议》，
工作人员产生一系列的影响。” 海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共建
“有时候去船上采样，
还有热 港口生态研究基地。同时试验室
情的异性船员打招呼，过于热情 还与国内外同行建立了密切的关
”
让我们有点不好意思，
团队的研 系，开展了广泛深入的学术合作
究生李倩说，
“但这项最基本的工 与交流。
让科研为国家海洋
作是我们必须做的，只要有合适
生态环境保驾护航
的船舶，
我们就会去采样。正如船
随着外向型经济的发展，
中
舶永远川流不息地航行和停泊在
港口，科学研究也要紧跟时代的 国港口建设和海洋航运得到了长
我国
步伐，
不断前进。只要还有船舶到 足的发展。截至 2015 年底，
港，我们的工作就会一直继续下 沿海港口拥有生产性泊位超过
7000 个，
其中万吨级以上深水泊
去。”
总通过能力超过
除了采样辛苦以外，
学术研 位超过 2300 个，
其中集装箱通过能力超
究另一大艰苦是枯燥的数据校 85 亿吨，
我国港
对。面对显微镜下的水生物，
对 过 1.9 亿标准箱。2015 年，
比、研究、校对，一个接一个，一 口完成货物吞吐量 127.5 亿吨，
位
次接一次。无数深夜里，
他们在 集装箱吞吐量 2.12 亿标准箱，
显微镜室内一点一点做着样本 居世界第一。港口货物吞吐量亿
在世界港口货
和数据的分析，
模拟微生物生长 吨大港达到 32 个，
的环境和繁衍速率。他们用疲惫 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
的身躯和坚强的毅力，
为科学研 十位中，中国大陆港口分别占了
7 席和 6 席，集装箱吞吐量上海
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也总会换来可 港位居世界第一，货物吞吐量宁
辛勤的付出，
“十
喜的成就。目前试验室获授权压 波舟山港位居世界第一。截至
末，
我国海运船队运力规模
载水技术及设备方面的专利 40 二五”
余项，
发表学术论文 160 余篇，
主 达 1.6 亿载重吨，位居世界第三。
持国家、
省、
市级相关项目 20 余 港口建设和航运业的发展对港口
项。实验室除承担建设国家工程 及邻近海域的海洋生态环境保护
实验室和上海研发公共服务平台 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挑战。
就是肩负着一项国
“做科研，
的国家级和省部级两个平台外，

系列报道
“立德树人 薪火相传”

”
家使命，
吴惠仙说，作为项目主
要负责人，
她承担着更多的压力。
六年来，她只在春节的时候，
才
会给自己短短三天的假期。三天
后，
又立马返回到试验室埋头试
验。在她的办公室里，引人注目
的并非一张张奖状、奖牌，而是
一辆高高的山地自行车。
“遇到
难题时，压力大时，我会骑着它
”她笑着说，
出行，
“搞科研的人，
如果没有健康的体魄怎么才能为
国效力、
保卫祖国海洋权益呢？”
“科学永无止境，
新的问题会
压载水的危
一个一个接着出现。”
害性不言而喻，
“我们想以船舶压
载水、港口及邻近海域为主要研
究对象，
以海洋科学、
环境科学和
生态学为理论基础，围绕国家海
洋生态环境保护、国家压载水公
约履约、
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
上海港绿色港口建设和学校学科
发展需要，
开展港口生态学、
近海
长期定位生态观测跟踪和海洋外
进
来生物入侵机制等基础研究，
行港口生态环境监测、船舶压载
水检测、外来物种防控和生态修
复等方面的技术创新与集成，
构
建以港口生态研究、
海洋外来生
物防控和到港船舶压载水检测
”吴
为主的港口生态研究体系，
惠仙说，
“这是学校海洋学科建
设发展的重要领域，也是国家亟
须的关于港口生态和环境保护的
重要科研创新平台。”
（张琳叶 王月星）

；
创办迄今，砥砺百年。 表达对海大的各类“情愫”
，把学校 “我手机中的海大”
为讲好
“海大故事”
摄影征集
的百年奋斗历程转化为具体 活动，
通过线上展示
“随手一
的感知故事，
以校园的一人、 拍”
的各种海大美景，
将海大
一物、
一景为着眼点，
采用线 以微景观的形式多角度呈现
重温百年，
放眼现今，
品读
志愿者们一个个真诚的微 “虽然是新生，
但是我可以从向 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运用 于师生面前。
为了让品读海大园活
海大园活动被赋予新的使命， 笑、
一场场生动的讲解、
幽默独 往的角度，去为同学们讲解我 系列网络活动和文化产品，
生活气息，
通过讲解与聆听，不断增强师 到的互动、
细心的提醒，
让新生 们的校院，也许没有老师学长 奏响校园主旋律、传递校园 动更具文化气息、
开发了包括海报、
文化衫、
文
生的爱国荣校意识，培育浓厚 们随着讲解志愿者满怀对海大 们那么深刻，但是却能透露出 正能量。
为进一步拓宽文化品 化小风扇、
工作证、
“七道门”
的海大之情。
的热爱的讲解，由一开始的好 浓浓的期待。”
“七道门”
徽章、
六分仪
自 2014 年以来，累计有 奇，转变为对百年校训的丰富
百年长河源远流长，百年 读活的覆盖面，将“互联网 书签、
的思维运用至活动中，形 等在内的 9 种文化产品，编
36 名教师志愿者和近 500 名 内涵领悟的渴望，对文化之旅 学校底蕴深厚，师生志愿者们 +”
学生志愿者参加到讲解的队伍 的想法在品读的过程中悄然发 从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出发，讲 成线上线下深度融合的工作 写品读海大园讲解手册 2
开
朝海路讲解文稿 2 套，
中来，他们中有满腹经纶的教 生了变化。食品学院教师志愿 述着海大的点点滴滴，既有老 理念和整体格局。在学生网 本，
、
微信平 发在线快搭 2 个，征集摄影
“易班”
有 者 王 锡 昌 教 授 深 情 地 说 道 ： 师敬业角度的海大情，也有同 络互动社区
授，
有学识渊博的三海学者，
为了更好
德育为先’
满头白发的退休教师，还有各 “
‘以人为本，
应该是 学荣校角度的海大爱。正如校 台上开辟品读活动专区，与 作品 27 件。同时，
“品读海大
各年级的
、
科创达 传统文化与专业知识的融合。 长程裕东在看望参加“品读海 线下品读相呼应。通过设置 地讲好海大故事，
学院、
“学霸”
品读海大 社”
应运而生，
以学生社团的
人、
志愿者精英和学生骨干等， 我们从自身所研究领域的角度 大园”
活动的师生时，
希望通过 “百年潮，海大梦”
其中有 10 余名同学，
他们用自 讲解海大校史，能够让海大的 此项活动，要努力让有海大烙 园专题主页，用一张张老照 形式宣传海大、传播海大精
己在海大的经历和感悟，已连 发展与专业的发展相结合，这 印的新学子们知道我校一路走 片展示学校历史长河中海洋 神，推进校园文化品读的专
品牌化发展。
“最 业化、
系统化、
续两年甚至三年参与了品读志 样才能将海大情怀变得触手可 来的百年历史沿革，并由此进 人搏浪天涯的奋斗故事；
的评选活动，
品读海大园，
因事而化、
因
；
愿活动。每年开学前夕，
校团委 及”
连续三次参与志愿讲解活 一步深入了解中国的近现代史 美笑容志愿者”
因势而新，
围绕
“讲解”
与
对师生志愿者开展简洁务实、 动的来自工程学院的宗玲珑同 和国际格局变化，形成立体化 通过互动点评的方式引导新 时而进、
，
不断丰富内容、
创新形式，
分层分类的岗前培训，既有校 学说道：
“平时的我容易害羞， 的历史发展架构，学习专业书 进师生为心中的最美志愿者 “反馈”
投票平台、
点赞，
向广大师生们展 运用网络平台、
展示平
史校情培训，又有志愿者礼仪 但在新生面前讲解校史时我能 上读不到的知识和故事，成为 投票、
让师生们抒发情感、
展示自
， 示了海洋大学特色的“志愿 台，
培训，同时还安排志愿者在朝 放的很开，因为用我所知解人 真正知根知底的“家里的人”
“ 易班文化”
“ 徽章文 我。通过，
制作发放各类文化产
海路开展模拟演练，鼓励志愿 之惑，是作为学姐的我应该做 传承海大文化，
培养海大情怀， 文化”
；品读海大有感”
“
线上博 品，将校史校情融入艺术设计
者们设计出具有自身特色的不 的，我要把我对海大的爱讲述 将
“勤朴忠实”
校训的精神内化 化”
文征集活动，通过短而精的 中，
为
“勤朴忠实”
添加时代元
；
同版本的讲解方案，成为上海 出来”
刚进校的新生水产与生 于心，
外化于行。
文字撰写形式，灵活多样地
素。
（
学生工作部
团委）
。
海洋大学校园
“小导游”
命学院的 2016 级罗凤娇说道：
（学生工作部 团委）

师生同参与校训精神内化于心，
外显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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