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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 16 年强势回归 记录海洋的同时探索新的科学知识

《蓝色星球2》：
“记录与海”的“第二次握手”
2001 年 BBC 出品的纪录片《蓝色
星球》可以算是全世界探索海洋的自然
纪录片的“开山鼻祖”，豆瓣评分 9.5。
时隔 16 年之后，
《蓝色星球 2》强势回
归，并在腾讯视频播出，豆瓣评分高达
9.9！在长达 5 年的拍摄过程中，BBC
自然历史部为了这部 7 集的纪录片一
共进行了 125 次远征，拜访了 39 个国
家，足迹遍布全球五大洋几乎所有的海
域，甚至包括南极冰盖下的深海海底。
光是水下拍摄，就长达 6000 多个小
时。

在团状化学物的边缘，那里炽热无比，温度高
得甚至能将铅熔化……
这样的拍摄相当的危险。
“《蓝色星球 2》是
人类历史上首次把潜水艇开到南极的深海海
底。”制片人奥拉·多尔蒂介绍，当时水温冷到
零下 1.8 度，潜水艇的作业出现了故障，
“ 当时
是在 450 米的水下，潜水艇开始漏水，如果把
这个故事讲完，你就不敢和我去潜水了，但这
个故事的结局是，我们把漏水的地方修补好就
继续潜水了。拍摄的过程总会出现危险的情
况，这是因为我们所做的工作已经到达了人类
已知的边缘，我们必须为此做好准备。”
奥拉还带领摄制组到墨西哥湾海底的盐
水池拍摄，
“这是一个近乎神话般的湖泊，可是
对那些四处游荡，误入其中的动物来说却是不
折不扣的死亡陷阱”。他们又冒险深入海湾西
部，来到了一个被探险科学家兼深海研究员萨
曼莎·乔伊博士称为“泡沫薄幕”的地方。第一
次触底时，摄制组只看到一片了无生机的荒芜
之地。
突然，正前方的海床上有东西弹射而出，
并且快速上升到了水柱里面，那是一个巨大的
气泡，有篮球大小。它在上升过程中，身后留
下一串泥沙。紧跟着又冒出一个气泡，然后是
另一个……突然之间，潜水艇完全被巨大的甲
烷气泡包围，它们从几分钟前仍旧空旷无垠的
深海沙漠中喷发出来。人们仿佛置身于另一
个星球，
“ 摄制组给它起了个昵称叫‘世界之
战’。我们在探险过程中又去过两次‘世界之
战’，可是再也没看到甲烷火山的喷发。深海
在无意中泄露了它的一大秘密，但是只有一
次。”奥拉说。

新奇

幸运
浪人鲹捕鸟，拍摄前连一张静止的照片都没有
浪人鲹的体形巨大，就像是 40 公斤重的
斗牛犬，攻击性很强。摄制组在布里斯托尔听
到一些南非渔民的传言说，他们看到浪人鲹跃
出水面，捕食空中的海鸟，但是没有任何图片
或视频画面来证实这一说法——20 年来，米尔
斯·巴顿（
《海岸》一集导演）还从来没有碰到过
这种拍摄任务，要拍摄的行为居然连一张静止
的照片都没有。
摄制组四个人带着 800 公斤的拍摄装置，
包括一台稳定摄像机，来到塞舌尔的一个偏远
环礁，从船上进行拍摄。
“ 我们到达时非常兴
奋。这种鱼跃出水面，似乎的确是在捕食鸟
类。不过，这种情况毫无规律，而且速度很快，
我们根本不知道怎么调整镜头来拍摄。”一周
下来，只拍到几个镜头，
摄制组充满了挫败感。
幸好，摄制组在塞舌尔的向导彼得·金很
了解这种鱼。他建议前往一个偏远海滩。在
那里，每个月有几天涨潮时，浪人鲹会靠近海
岸，摄制组能更好地观察它们从水下跟踪鸟
类。彼得甚至能预测出那些最可能发动袭击
的浪人鲹。
“ 最终，我们放弃了高科技的方法，
只是将摄像机固定在三脚架上，依照当地向导
的建议，成功拍摄到浪人鲹不可思议的捕猎场
景。它们凌空跃出水面，真的捕获到了空中的
海鸟，它是名副其实的食鸟鱼类。”米尔斯·巴
顿感叹，
“虽然我们配备了昂贵的高科技设备，
可是我们能够在现实中拍摄到这种捕食鸟类
的野生鱼类完全要归功于当地人的知识。”

勇气
甲烷火山，深海的秘密只泄露了一次
在《蓝色星球 2》中，摄制组要在 8000 米深
的水下探索生命的奥秘：在海底，有行走而不
是游泳的鱼类；以骨头为食的蠕虫；终其一生
都生活在水晶海绵笼子里的小虾；布满毛发的
螃蟹以喷涌而出的硫化氢气体为食；小虾徘徊

猪齿鱼使用工具，鱼的智力要重新定义
澳大利亚的大堡礁孕育了多种多样的物
种，这是一个竞争激烈的环境。动物们竭尽所
能，力求能在竞争中占据优势。摄制组一直在
寻找能体现这一点的故事，研究员约兰德·波
西格读过一篇介绍猪齿鱼使用工具在竞争中
力拔头筹的论文。
可是，当时摄制组并不清楚有多少鱼能做
出这种非凡行为，也不知道该在哪里或者如何
拍摄。约兰德与住在大堡礁蜥蜴岛上的亚历
山大·威尔博士取得联系，并请求他帮忙寻找
这些猪齿鱼，看看它们是否表现出类似行为。
果不其然，他在多次潜水之后最终发现，有些
猪齿鱼使用石头作为砧板来敲开蚌壳，特别是
有一条鱼会不断返回特定的硬珊瑚。它用嘴
叼起蛤蜊，然后游回珊瑚，开始用力重击。珊
瑚的作用其实就相当于一个铁砧，它把珊瑚作
为工具来敲开蛤蜊，然后吃里面的肉。它每次
都会撞击珊瑚礁的特定位置。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摄制组花费 100 多
个小时到水中拍摄这种小鱼，并掌握了它的日
常活动路线。
“我们都很喜欢这只猪齿鱼，给它
取名珀西。有时，它会向沙子吹气寻找蛤蜊，
有时会抢夺其它鱼的猎物，不过它总是直接游
回我们所说的它的城堡。”
《一个海洋》一集的
助理制片人雷切尔·巴特勒介绍，在《蓝色星球
2》拍摄之前，还从未有人在大堡礁拍到过鱼类
使用工具的情况。目前已知的只是 2011 年有
过这一行为的相关科学记录，就连在蜥蜴岛长
期生活的亚历山大·威尔博士也从未见过这一
现象。
“珊瑚礁中生活着许多鱼类，它们每天都
在忙着各自的事情，所以如此不可思议的行为
居然被长期忽视，
也许根本不足为奇。”

执著
群鲸围猎，摄制组必须要向大自然寻求线索
“大自然派出海鸥担任信使。”当埃里克·
坎通纳提到海鸥会跟在拖网渔船后面寻找鱼
时，许多人还笑话他，不过他的说法是有理论
基础的。如果渔船的拖网里面有鲱鱼时，海鸥
确实会跟在后面，所以鲱鱼会引来虎鲸，然后
是座头鲸。两年来，制片人乔纳森·史密斯也
曾根据此理论跟踪鲱鱼群，以及虎鲸和座头鲸
的行动。他曾经借助循环呼吸器（一种美国前
军事潜水器材，在它的帮助下，拍摄人员的潜
水从 45 分钟延长到了 3 个小时），潜入冰冷刺
骨的海水中，也曾经跟踪鲱鱼从北极的开阔海
域进入峡湾，可是当时摄制组没能明白鲱鱼群

早在一年前已经离开，
随之离开的还有鲸鱼。
这回拍摄将是史密斯最后的机会。摄制
组驻扎在北极圈内偏远荒凉的温格索亚岛，那
时正值 11 月，太阳升起的时间每天都会晚 20
分钟，白昼短得要命。摄制组一路向北驶入开
阔海域时，史密斯已经和许多联络人取得联
系，其中包括挪威虎鲸调查部门的科学家、渔
民和向导，他们早已各自乘船出发了。摄像师
特德·吉福德也配备了辅助工具，在陀螺稳定
臂上放置了 1000 毫米长镜头，这样在几公里外
就能观察到聚集的海鸥。他还负责掌管航拍
摄像机，就算船体剧烈晃动，镜头仍旧会保持
稳定，而且能够慢速拍摄。全世界共有 5 到 10
台这样的航拍摄像机，它们最初是为美国军方
设计的，如果没有特别安全许可，它们是不能
从一个国家带往另一个国家的。船长托雷安
装了一个程序，以便监测海上交通状况。坎通
纳的理论表明，有船和海鸥就代表有鲱鱼，有
鲱鱼就代表有虎鲸。座头鲸是最后出现的变
量。摄制组只要万事俱备，加上光线和少许运
气，就有机会拍到座头鲸张开大嘴进食的画
面。
然而，10 天过去了，摄制组一无所获。船
上可能只有史密斯还保持着乐观，
“ 通常我们
到现在早该看到大量虎鲸了，只要海洋生命乐
意帮忙，我们就能拍到想要的画面。”等待在第
11 天有了结果。先是虎鲸。他们通常喜欢三
五成群地外出活动。摄制组朝着它们的方向
缓慢前进，途中又发现了另一群主角——座头
鲸。
突然在卡尔德峡湾，放眼望去到处是虎鲸
修长的身影滑过水面，同时座头鲸一个挨一个
地上下起伏，史密斯非常兴奋：
“ 它们要开工
了。”话音刚落，小鱼开始跃出水面，整个海面
就开始沸腾起来。然而，36 吨重的座头鲸凌空
跃起，镜头里驼背鲸的血盆大口只占据了画
面，
然后又重新钻入水下。
船长调转船头。当海面出现银色亮光时，
鲸的身影再次向船头靠拢。这次摄影师特德
早已做好准备，镜头正好对准目标。当这条鲸
跃出水面时，鱼群开始惊慌逃窜，随后座头鲸
冲出水面，张大嘴巴将猎物吞入腹中。接着伴
随着一声巨响，它巨大的身影渐渐消失在了海
洋深处。这是《蓝色星球》第一次拍到这样的
捕猎行为，
是前所未见的科学发现。

悲伤
见证海洋危机 最痛心珊瑚白化
《蓝色星球 2》还介绍了许多引人注目的海
洋危机。例如，我们日常生活随处可见的塑料
制品，现在广泛出现在全世界的海洋中，甚至
包括北极的冰层中。据估计，每年倒入海洋中
的塑料制品高达 800 万吨。这就相当于每分钟
将一辆垃圾车的垃圾倒入海洋，或者在世界上
每 2.5 厘米的海岸线上丢弃五个装满塑料的食
品袋。因此，
“ 摄制组只要看到海上漂浮的塑
料，都会收集起来，有时是在拍摄之后，再从海
洋中收集塑料制品。”总导演詹姆斯·霍尼伯内
说。
最令人痛心的是珊瑚白化问题。2016 年，
大堡礁的海水温度升高，而且持续时间很长，
足以对珊瑚造成毁灭性影响。当海水变暖时，
珊瑚会出现白化现象，迫使那些原本进行光合
作用，为珊瑚提供颜色的微生物离开珊瑚，结
果导致珊瑚白色的骨骼全部裸露在外。当时，
厄尔尼诺事件导致海水温度上升，这个世界上
最大的珊瑚礁系统出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温
度。当珊瑚礁出现白化现象时，摄制组安装了
一台固定摄像机来监测事态的发展程度，结果
是毁灭性的。受观测的珊瑚礁大约 90%的分
支珊瑚出现白化并且死亡。
《蓝色星球 2》摄制
组在蜥蜴岛亲眼见证了发生在大堡礁的情况，
这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珊瑚礁死亡事件。
每个故事都凝结了摄制组的耐心、勇气以
及对科学的执著。
“在拍摄这个系列节目时，最
吸引我的就是我们始终冲锋在科学前沿。我
们不是单纯地报道这些科学故事，而是在帮助
探索新的科学故事，目前至少有 15 篇科学论
文都是以我们拍摄的画面作为研究基础的。”
詹姆斯·霍尼伯内说，
“这不仅是我们这次拍摄
的主题，同时也是整个《蓝色星球 2》系列的主
题。”
据《北京青年报》

首部杜甫踪迹史诗歌传记亮相
12 日，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四川
省作家协会联合主办的跨越时空的
致敬——彭志强诗集《秋风破——杜
甫踪迹史诗歌传记》
（以下简称《秋风
破》
）新书发布会暨诗歌朗诵会在北
京十月文学院隆重举行。包括著名
散文家、评论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
席李敬泽在内的上百位诗人、作家、
学 者 、评 论 家 、歌 手 悉 数 到 场 。 据
悉，为诗圣立传，向杜甫致敬，作者
彭志强历时两年、三次出川、横跨十
省、万里考察杜甫从生到死的踪迹，
用两千多行新诗撰写了这部中国首
部杜甫踪迹史诗歌传记。该书以一
万册的首印量出版不到两周，就已
在全国销售突破 4000 册。
据该书责任编辑、人民日报出
版社陈红介绍，重磅发行《秋风破》，
就因为此书是全国首部根据诗圣杜
甫从生到死的踪迹创作的当代诗歌
传记，用九九八十一首新诗梳理杜
甫遗迹的前世今生。作者彭志强既
是诗人、记者，也是中国系统性行走
考 察 研 究 杜 甫 踪 迹 第 一 人 ，他 从
2012 年（杜甫诞辰一千三百周年）开
始系统研究与杜甫有关的各种文献
书籍，并于 2015 年春，从成都杜甫草
堂出发，历时两年，横跨十省，万里
追踪，行走考察杜甫一生留下的博
物馆、纪念馆、杜公祠、杜甫墓等八
十一处遗迹，
“ 彭志强可谓是中国系
统性行走考察杜甫踪迹第一人，他
所到之处以当代文化记者的身份与
唐朝文人隔空对话，化为诗句，借古
抚今，给杜甫立传，
向诗圣致敬。”
对于该诗集，曾经扮演 87 版《红
楼梦》贾宝玉的著名演员欧阳奋强
表示，他从 2015 年就开始关注青年
诗人彭志强的诗歌作品了，
“ 我喜欢
他颇有想象力又很接地气的作品。”
同时他称，这次以音频的方式专门
友情助阵朗诵了彭志强的作品《在
锦江：头顶泛滥的河》，读者们只需
要扫描书中二维码就可以聆听声音
版诗作。
据《北京晨报》

东方卫视公布2018大剧片单
“2018 东方卫视开放大会”于 11
月 10 日在上海举行。黄晓明、张钧
甯、岳云鹏等现身为活动助阵。活
动当天，东方卫视正式对外公布了
2018 一系列大剧、大片及大文娱的
优质内容资源，吸引了行业内外共
同的关注。
在其中最受关注的黄金档剧场
方面，是由正午阳光团队打造的《琅
琊榜之风起长林》；周迅、霍建华演
绎的《如懿传》；范冰冰演绎的商场
纵横剧《赢天下》；杨洋、张天爱挥洒
青春热血的《武动乾坤》；姚晨、倪大
红探讨新孝道的《都挺好》；靳东、江
疏影主演的《恋爱先生》；张天爱、张
若昀主演的《爱情进化论》；吴秀波、
杨颖献演的《欲望之城》；刘涛、王雷
主演的反腐剧《拼图》等。大文娱板
块将延续《欢乐喜剧人 3》
《极限挑战
3》
《中国式相亲》等，
“ 中华”系列之
《诗书中华》
《本草中华》等新构成了
文化节目的一线品牌。
据人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