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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蛟龍」載人深潛 見證征海之路
劉心成細述深海傳奇「預言」中國有更多科研成果領先世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文華）2012年6月24日，3名潛

航員駕駛「蛟龍」號載人潛水器，打破深潛7,000米的世界

紀錄，成功下潛至海底7,062米，標誌中國在「載人深潛」

領域領先世界。中國科學院深海科學與工程研究所首席顧問

劉心成，正是當時「蛟龍」號海試臨時黨委書記。劉心成昨

日於「創科博覽」上，以「深海傳奇—見證中國重踏海洋大

國之路」為主題作專題演講，講述46年的海洋見聞及「蛟

龍」號的傳奇故事。他更預測不久的將來，國家在深海領域

將有更多新的領先世界的科研成果推出。

祖籍河南的劉心成笑言自己是正
宗中原人，家鄉不靠海卻與海

打交道46年。他於14歲時應徵入
伍，成為南海艦隊的一名海軍軍
人。在台山列島上工作的13年間，
他甚至跟戰友學廣東話，能聽懂
60%的廣東話。
「第一次看見海便是在新兵入伍
時，在往台山的登陸艇上，隊友們
背靠背坐在自己的背包上。當天風
浪大、船速快，很多新兵不適嘔
吐，我卻完全沒感覺，天生不暈
船。」劉心成笑說：「原來我天生
就適合吃這碗飯。」
劉心成14歲入伍，因為離開的時
候太小，父親很想他，每當家中有
人提起他都會令父親忍不住落淚。

海軍生涯練就心胸豁達
劉心成說，39年的海軍生涯中，
學到最多是大海給予的知識和膽
魄。在海洋上工作的人大多心胸坦
蕩、豁達。「幾十年一直與海打交
道，我對海有說不清的感情，有發自
內心的熱愛。」劉心成自言在轉業時
原本可填報4個志願，但他只填寫國
家海洋局 1個志願，最終如願於
2007年轉業並任職國家海洋局北海
分局副局長，開啟新的海洋歷程。

從海軍軍人到國家海洋局，劉心
成要面對的工作內容發生很大的變
化。他說：「過去海軍『用海不管
海』，到了海洋局之後要代表政府
實施海洋管理，維護國家海洋權
益。」
2009年6月24日，國家正式啟動

「蛟龍」號載人潛水器海上試驗，
劉心成被任命為「蛟龍」號海試臨
時黨委書記。
「蛟龍」號於2009年正式啟動海

試，至2012年間先後轉戰中國南
海、東北太平洋及馬里亞納海溝海
域，成功完成1,000米、3,000米、
5,000米及7,000米級海試任務。

逐一攻克難關 堅持海試
劉心成分享說，剛開始「蛟龍」

號下潛至50米已遇到困難，水聲通
訊出現很難克服的故障，團隊亦曾
想過打道回府，但想到海試機會得
來不易，若放棄將再等多20年才有
機會，最終團隊頂住壓力，逐一攻
克技術難關，令海試繼續進行。
就這樣，隨着下潛深度增加，
「蛟龍」號暴露出愈來愈多問題，但
劉心成與團隊不放棄、不洩氣，一點
點尋找解決方法。在「蛟龍」號下潛
至1,000米時，團隊對潛水器完成8

大類共64項改造工程。2010年下潛
至3,000米實驗時，團隊又對「蛟
龍」號作出5大類十幾項改動。
隨後在5,000米實驗時，團隊再作

出3大類7項改造。
最終在2012年進行7,000米「載

人深潛」挑戰時，進程出乎意料地
順利，完全沒有遇到任何問題。劉

心成說：「在以往無數個日夜裡，
團隊克服重重困難，對蛟龍號作出
近百項改造，才能順利完成最終、
亦是最難的7,000米挑戰。」
目前中國是世界第五個可以做到

「載人深潛」的國家，「蛟龍」號
的海試更首次突破世界「載人深
潛」7,000米大關，領先世界。

科學園戶外派對 人情味結合科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IT人」
（資訊科技界人士）給人的傳統形象，似乎
是不近人情、不修邊幅、只知日夜工作。科
學園昨晚在金蛋巨型雕塑下舉行「創出香
港」戶外派對，徹底顛覆這個形象。數百名
IT人在美麗夜景中飲美酒、品小食，三五
成群熱情交流。科學園餐廳老闆於台上分享
納米養魚；大埔街坊介紹自駕共享；科學園
總裁介紹園區無人車、無人機送餐……在這
片將無數奇思妙想化為產品、造福人類的熱
土，逐漸形成濃郁人情味與先進科技相結合
的獨特社區文化。
科學園能人輩出，剛剛又誕生三家資產逾
百萬美元、專攻人工智能產品的公司，但園
內最受歡迎、最廣為人識的「明星」，原來
是園區餐廳老闆Eric和他的知名菠蘿包。

Eric甫登台，便受到熱烈掌聲歡迎。IT人加
班加點是家常便飯，和Eric見面的次數可能
多過見家人。

納米產品養魚增產30%
高科技已滲透園區每一角落。有研究納米

產品的顧客知道Eric自辦魚場，便推薦他使
用納米產品養魚，相信會產生更美味魚肉。
Eric在台上興奮出示一個很小的膠盒並說
道：「這10毫升納米溶液裡，便就有一億
個氣泡，讓魚塘含氧量大大增加，魚生長得
更快更健康，增產30%！這裡真是臥虎藏
龍！這裡真的很有生氣，你們為香港、為世
界做出很多有益的事！」
海麟科技有限公司董事余貴珍，帶同該公

司十多年前設計的R2-D2機械人（電影《星

球大戰》內角色）登台，分享公司發展。她
指出，公司於當年獲得設計R2-D2的機會屬
機緣巧合，只因當時向美國玩具公司提出方
案，經推薦後接獲此生意。

人工智能機械狗照顧長者
海麟科技現時將這個互動人工智能技術，

從電影帶進現實，將推出專為長者而設的互
動人工智能機械狗——「老友狗狗」，為長
者們提供歡樂之餘，也可承擔一些照顧長者
功能。余貴珍說：「我們現在沒辦法造出萬
能叮噹貓，但能起到一些照顧長者的作用。
我們搞研發的心中都有團火，只要不放棄，
科技能成就無限可能。」
香港科技園公司行政總裁黃克強指出，科

技園大樓頂上有輛不轉的風車，那起初是設

計發電的裝置，但失
敗了，「我提議別
拆，保留着，讓大家
都看到失敗不重要，
重要的是嘗試過。因
為不嘗試，就永遠不
會成功。」他續說，
現時科學園孵育出大
批成功創科企業，證
明香港完全可以搞高
科技，且不搞不行。
黃克強介紹園區正致力創建智慧社區，並

希望令科學園成為科技公司及初創企業測試
新科技的試點，「我們將於科學園推動『共
享』經濟，除共享單車以外，亦支持由民間
自發、完全不涉及現金交易的汽車共乘平

台，收集得來的數據將供園區科技公司作研
發之用。」他認為，創新科技需要大眾一起
生活、實踐和孕育，「這就是『創出香港』
精神。科學園致力將這個具延續性的運動推
廣出去。」

劉心成曾先後作為中國海軍軍人、
國家海洋局北海分局副局長，至
2015年於國家海洋局退休後，出任

中科院深海科學與工程研究所首席顧問，現仍負責深海科
研工作。46年的海洋生涯裡，劉心成與團隊經歷過無數大
風大浪，尤其自2009年與「蛟龍」號結緣後，他更親身
見證並推動國家在深海科研、「載人深潛」領域走向世界
前端。

船隊遇大浪 摔斷肩肌腱
46年面對變幻莫測的海洋，劉心成並非一直一帆風順。

他憶述於2015年2月26號從毛里求斯返航時，船隊遇上
強颱風，大浪打來，船幾乎傾斜25度，劉心成連人帶椅
子摔在地上，他第一反應用手保護頭部，但卻將左手手臂
拉傷，「回來後甚至拿不穩盤子，睡覺時會突然感覺不到
胳膊的存在。」數日後他接受磁力共振才發現左胳膊肌腱
斷裂，且出現萎縮，需做手術治療。
除他自己經常受傷外，在「蛟龍」號進行5,000米實驗
時，亦出現感人一幕。劉心成憶述，當地天氣預報預測連
續一周內並無適合的下海天氣，但為了不耽誤試驗，「蛟
龍」仍在3米高的大浪下下海。

雖完成任務 蛙人渾身傷
「潛艇下放時濺起十幾米水花，蛙人要趴在圓形的艇上
將艇與連接器分離。當時風大、浪大，潛艇難以控制，搖
晃時潛艇傾斜幅度近40度，人只能趴在艇上，否則會被
浪沖走。4名蛙人多次被摔到海裡，當時海裡都是鯊魚，
我們用肉眼都能看到，最後雖然成功完成任務，但蛙人已
渾身是傷。」劉心成指出，當時的情形令人感動。
大海無情，但他與團隊都沒有放棄，仍鼓足勁投入於國
家深海科研上。去年6月至8月及今年1月至3月，已出任
中科院深海科學與工程研究所首席顧問的劉心成作為深淵
科考隊領隊，與「探索一號」團隊先後兩次赴馬里亞納海
溝海域挑戰最深處「挑戰者號深淵」。
「探索一號」團隊26次下潛至7,000米以下深海領域，
其他非載人設備則26次下潛至1萬米以下海底深淵，獲得
約9,000隻深淵生物樣品、800多升深淵沉積物。劉心成
指出，其他國家最多只進行過數次「載人深潛」下潛，及
取得幾千毫升深淵沉積物。中國在「載人深潛」領域遠遠
領先世界。

劉心成表示，只要國家需要他，能一直工作到70歲。他又透露，
現時國家有意立項研究深海空間站，但仍處於研究階段，但相信十多
年後能正式成立國家首個深海空間站。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文華

■金蛋底下的IT人派對，氣氛熱烈。 香港文匯報記者殷翔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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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心成親述劉心成親述「「蛟龍蛟龍」」破世績傳奇破世績傳奇。。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攝

■劉心成預測不久的將來，國家在深海領域將有更多新的領先世界的科研
成果推出。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針對日前世界經濟論壇將香港司法獨立排名下
調，律政司司長袁國強昨指出，香港特區政府一直
全力維護香港的法治，司法獨立未受任何損害。他
強調將繼續向外界解釋香港的情況，讓他們全面而
客觀地了解香港司法獨立的情況，以消除誤解，增
強信心。事實上，香港回歸乃至過去一年來，儘管
有一些風風雨雨，但香港法治總體上得到充分維
護，司法獨立的原則也繼續奉行，這是香港主流社
會認同、放心和自豪的。至於外界有一些誤解，最
主要的原因，一是香港有些人，包括一些「法律權
威」，公然挑戰法治，甚至鼓吹所謂「違法達
義」；二是這些人為違法行為張目，公然將律政司
依法檢控詆譭成「政治檢控」，將法庭依法判決入
獄的個別人吹捧為「政治犯」。對於這些可能造成
國際上誤解的言行，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有必要進
行清晰的解釋，對謬論要作出澄清，避免香港的法
治形象被少數人抹黑。

律政司司長袁國強昨在談及世界經濟論壇有關
報告時指出，對待司法獨立的問題，必須從客觀上
去分析，既要看到制度上的因素，也要看到香港的
法官和各級司法人員能否以專業的精神，獨立地處
理每一個案件。從這些因素看，在「一國兩制」之
下，香港的法治傳統和司法獨立一直沒有改變，在
過去一年也沒有受到任何的損害。可以說，世界經
濟論壇的有關報告，將香港司法獨立的排名下調，
顯然是欠缺了客觀和全面的分析，尤其是沒有看到
香港的法治傳統和司法獨立的制度設計，一直貫穿
在香港整個社會運作之中，已經成為特區政府以及

香港社會各界全力維護的核心價值。
而且，過去一年來，香港的司法獨立不僅沒有

受到絲毫的動搖，而且，法庭還通過一些涉及破壞
香港法治精神案件的判決，向香港社會樹立了法治
觀念，令法治得到彰顯，公義得到伸張。例如，法
庭對梁游在立法會宣誓時辱華播「獨」事件的判
決，依法維護了有關宣誓的嚴肅性，遏制一些政客
在莊嚴場合的肆意違法行為；又如，法庭對帶頭以
暴力手段衝擊政府總部廣場，破壞社會正常秩序的
黃羅周改判入獄，體現法律的尊嚴，以及阻嚇暴力
衝擊行為。

對於世界經濟論壇有關報告對香港司法獨立的
誤解，特區政府和香港社會有必要積極向外界解釋
說明，盡量澄清。另一方面，我們需要深刻反思香
港近年出現的某些問題，對香港法治確實造成越來
越大的衝擊：某些以所謂「法律權威」自居的反對
派人士，近年來大肆鼓吹什麼「違法達義」，「犯
罪而無罪」等等歪理，對香港崇尚守法依規的社會
傳統造成一定程度的損害；最近一段時期，他們一
再破壞法治傳統，挑戰司法獨立精神，公然要求
特區政府對違法「佔中」的涉嫌犯法者進行特
赦，還要求特區政府不再追究一些反對派人士動
輒進行暴力衝擊，涉嫌嚴重違法的行為。很顯
然，對他們這些所作所為如果不能及時制止，將
會對香港法治產生嚴重衝擊和損害。特區政府和
香港社會需嚴肅認真處理這些問題和挑戰，努力
消除由此造成的惡劣影響，堅定維護香港法治的
形象。

香港司法獨立依舊 惡意抹黑必須澄清
申訴專員公署昨日決定主動調查環境局，審研

政府對電動私家車的配套規劃及安排有否欠妥之
處。特區政府早年提出鼓勵電動車發展的宏大目
標，可惜充電器配套遠遠追不上車輛的增幅，電
動車推廣存在「眼高手低」的問題，發展未如理
想。環保節能是潮流所趨，香港不可落後，政府
要積極扮演「促進者」和「推動者」的角色，完
善電動車的基建配套，更應積極作為，提供政策
支持，加快香港環保和創科產業發展步伐。

本港電動私家車數目由2011年至今的6年間
升幅達到152倍，但充電設施增幅少於1倍，兩
者完全不匹配。2009年的《施政報告》表明，
目標是令香港成為亞洲區內最廣泛使用電動車
的地區之一；同年的《財政預算案》亦承諾增
設公共充電設施，到2020年3成私家車屬電動
車或混能車，新建築物要有3成的私家車泊位
提供充電設施。但現實是，距離2020年只剩下
2年多，本港只有1萬輛電動私家車，佔全港
58.4萬輛私家車的比例不足2%，要實現目標，
除非有奇跡出現。

充電設施配套滯後，是阻礙本港電動車廣泛使
用的主要原因之一。充電設施不足，則因為充電
設施建設、維護成本高昂；公共停車場的車位
不是固定車位，充電設備經常被傳統燃油車佔
用，導致使用率不高；同時，充電速度也較
慢。凡此種種，都造成車主和停車場管理方在
缺乏資助的情況下，沒有意慾安裝充電設備。

全球電動車發展迅速，去年全球電動車累計

銷量達到200萬台。國際能源總署（IEA）今年
年中的報告指，中國內地已超越美國，成為全
球最大的電動車市場，主要得益於政府大力推
動電動車發展政策。與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就
是當中的佼佼者。推廣電動車，深圳市政府既
有政策激勵，又落手落腳完善配套，要求機
場、高鐵站、圖書館等公共建築物設置大型充
電站，商業停車位更要配置一定比例的充電
樁，如今在深圳大多數商業車位都有充電樁。
電動車的使用率、推廣政策和充電配套上，深
圳都遠遠領先香港，做法值得借鑒。

以電動車淘汰傳統燃油汽車是大勢所趨，歐洲
國家計劃從2025年至2040年全面停售燃油車。
香港若在電動車發展的大潮落伍，後果不單污染
空氣，更喪失技術革新帶來的龐大商機。特區政
府近年積極支持電動車發展，方向正確，但關鍵
的是要把政策具體落實，需要主動在公眾停車場
安裝充電設施，提供稅務優惠吸引私人發展商安
裝充電設施，彌補電動車發展的短板。

創科產業前期投資大，回報周期長，不可能
完全由業界和市場「自生自滅」。特首林鄭月
娥在競選時提出，特區政府要肩負起經濟發展
的「促進者」和「推動者」的角色。香港電動
車發展遇到的挫折，更加凸顯政府作為新產
業、新經濟「促進者」和「推動者」的重要
性。特區政府必須更積極主動，善用資源，大
膽拆除障礙，為香港經濟成功升級轉型注入新
動力。

電動車發展未如理想 政府應做好「促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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