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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化北极观测有助于提高北海航线的天气预报 

 气候变化正在改变格陵兰冰盖，加速海平面上升 

 长期观测对评价气候变化影响很重要 

 早在动物出现之前地球上已存在足够的氧 

 首张数字化阿拉斯加地质图 

 德国东北部湖泊中火山岛弧的遗迹 

 海藻覆盖的珊瑚对岩礁鱼类的影响 

 深水海洋环流，海洋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 

 科学家在南非干旱地区发现淡水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区域 

 无法填满的碳汇 

 便携式 NIST 装备能恢复化学证据的痕迹 

 通过海洋食物网传播的海藻毒素打破了 2015 年记录 

 心脏是鱼类对抗海洋死亡地带的主要器官 

 海龟壳中发现生物时钟信号   

 在北极的冬天，海洋生物根据月光而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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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timized arctic observations for improving weather forecast in the 

northern sea route 

优化北极观测有助于提高北海航线的天气预报 

http://www.nature.com/articles/srep16868 

北冰洋海冰范围的减少导致北冰洋和中纬度地区出现很多不可预测的天气现象:强风、巨浪

和与飓风有关的海冰快速运动。这种变化的背景条件下，更为准确的天气预报对北方航线（NSR）

的安全航行是必要的，同时也有助于理解北冰洋和中纬度之间的气候联系。然而，北冰洋大气

观测较少导致预报困难，因此需要进行优化的北极观测网络来改善极地的预测。 

2013 年九月，日本国家极地研究所（NIPR）的 Jun Inoue 博士和其国际研究小组使用无线

电探空仪对北极大气进行观测。他们的日常观测频率提高了大气数据的准确性，可用于估计气

候和天气预报状态，大部分的观测数据被纳入实时天气模拟的初始条件中。最近的研究结果发

现，额外的大气观测不仅能有效地预测北冰洋的恶劣天气现象，还可以预测受大气作用影响的

海冰分布。在极地年预测期间（2017 年中期到 2019 年中期），这些观测类型和建模活动将在国

际范畴内加速，有助于建立一个可持续的北极观测网络。 

（赵军 编译；王琳 审校） 

 Climate change is altering Greenland ice sheet, accelerating sea level rise 

气候变化正在改变格陵兰冰盖，加速海平面上升 

http://www.nature.com/nclimate/journal/vaop/ncurrent/full/nclimate2899.html 

格陵兰冰盖一直被描绘成一块冰川融水的海绵，但新的研究发现，它正在迅速失去缓冲海

平面上升的贡献能力。该研究发表在《自然气候变化》杂志上，该研究分析了格陵兰 2012、2013

和 2015 年的考察数据。 

约克大学的 Colgan 及其团队在钻取 2013 年格陵兰岛冰盖内

部的冰川雪心花了五周的时间。冰川雪的密度要比冰川小，它

是压实的积雪，在近冰盖表层附近形成多孔。Colgan 说：“这项

研究调查了在冰盖的最新气候变化，过去几年的冰盖融化真实

改变了冰川雪的结构，使其在未来的融化会有所不同。”研究表

明冰川雪对气候变化的反应很快，它通过保留融水来限制冰盖

质量损失的能力要比先前认为的小。因为科学家预测海平面上升所使用的模式并没有将冰川雪

考虑在其中，这意味着由于融水径流预测的格陵兰岛海平面上升有可能高于先前的结果，把这

个新观察到的物理过程应用到这些模型中是该团队的下一步工作。 

（赵军 编译；王琳 审校） 

http://www.nature.com/articles/srep16868
http://www.nature.com/nclimate/journal/vaop/ncurrent/full/nclimate289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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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ng-term observations hold key to climate change impact assessment 

长期观测对评价气候变化影响很重要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111/gcb.13152/abstract 

根据发表在《全球变化生物学》的一项研究报告，大多数海洋数据集远远不能准确检测全

球气候变化。在一项新研究中，国家海洋中心（NOC）的科学家们将监测海洋以期发现在海洋

生物方面的气候变化趋势。 

约十五年的连续数据足够用来检测海洋中的变化，例如大气中二氧化碳增加的直接响应—

海表面温度和海洋酸度。然而，那些不直接与二氧化碳水平增加有关系的变化很难从自然变化

的“噪声”中提取出来，这些变化包括浮游植物。浮游植物是海洋食物网的基础，能帮助海洋吸

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该研究的主要作者是国家海洋中心的 Stephanie Henson 博士，他估计浮

游植物种群的自然变异性巨大，以至于发现任何与气候变化有关的趋势都需要三十至四十年的

连续数据，而目前最长的连续性全球数据集是二十年。本研究获得了自然环境研究委员会（NERC）

的资金支持，是 NOC 正在进行的地球气候和海洋生物学研究的一部分。 

（赵军 编译；王琳 审校） 

 Enough oxygen on Earth long before animals rose 

早在动物出现之前地球上已存在足够的氧 

http://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6/01/160104163200.htm 

氧对于地球上的动物是必需品，但是氧含量的增加并没有明显导致动物的出现。新研究表

明，在 14 亿年以前地球上氧含量就达到了足够的含量，但是第一次动物出现却是在 8 千万年

之后。动物出现在 6 千万年以前，这在地球历史中处于后期，由于氧是动物呼吸的核心要素，

故而之前一度被认为动物出现的时间就是地球上氧含量升高的时期。 

南丹麦大学、哥本哈根大学和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的研究人员合作进行的研究表明，

足够的氧并不是动物出现的充分条件。研究人员分析了从中国采集的沉积物样品，发现 14 亿

年前的深海沉积物还有 4% 的现代氧含量。通常情况下，人们很难获知过去氧浓度，这项新研

究综合了集中研究方法并获得突破进展。研究中应用示踪金属的分布显示出当时沉积海洋底层

水中含有氧。利用生物标志化合物显示中层水中不含氧，因此沉积物当时沉积在氧含量最小的

区域，类似于（但也有不同）现代海岸外的沉积。基于此，研究人员做了模拟，显示当时氧含

量达到现今的 4%，这已经足以保证动物的生存需求。该结果不同于之前的认识，但也同时提

出了新的问题：为何动物出现在地球上如此之晚。 

（马本俊 编译；王琳 审校）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111/gcb.13152/abstract
http://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6/01/16010416320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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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rst ever digital geologic map of Alaska 

首张数字化阿拉斯加地质图 

http://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6/01/160105132720.htm 

首张数字化阿拉斯加地质图由美国地质调查局制成，可应用于土地规划、资源评价及灾害

评估。这一新的地质图将地质最为重要的转折性理论板块构造应用于该数字化产品。 

该地质图将矿物及能源存储分布清晰展现，并可以展示出漂亮的成像和简易的格式调节。

能源和矿物工业公司可以利用此图来为勘探工作做部署，

也可以帮助行政人员对土地使用合理分配，还有重要一

方面，可以将其应用于地质灾害防护，比如地震灾害。

这是一个价值不可估量的宝贵资源，是科学决策的重要

信息来源。 

该地质图容纳了 750 篇参考文献的信息，并且 100%的数字化，不但为使用者提供海量的

地质信息，还为使用者提供了广阔的发挥空间，比如可以在数字化的基础上根据自己需要来调

节和设计。可能地质学家和资源工作者利用该地质图，但外行也会被绚丽的充填色彩和光照色

彩所吸引。该图件的制作耗时 20 年，并在世界首张地质图出现的第 200 周年纪念日推出。 

（马本俊 编译；王琳 审校） 

 Traces of islandic volcanoes in northeastern German lake 

德国东北部湖泊中火山岛弧的遗迹 

http://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6/01/160104080851.htm 

火山灰起源于岛弧火山，被发现于 Laker Tier See 地区的自然公园里。这允许了更精确的为

过去 11500 年以来的气候变化定年。由 GFZ 德国地球科学研究中心的地球科学家领导的国际研

究小组识别了 8 座火山遗迹，其中的 6 座可以精确定年。最老的喷发时间发生在 11400 年以前，

最新的喷发发生在历史记录中的公元 1875 年。 

季节性分层的沉积物是理想的地质档案，记录了过去的自然气候变化。研究人员解释了发

现的火山灰的特殊重要性：火山灰中粒子，同样在 500 公里以外的 Poland 地区的湖泊中发现，

这就可以假设这两种沉积物都沉积在同一年，从而可以描述很细微的区域性气候差异。反过来，

利用这些可以预测将来的气候变化。但是火山灰不是很好的分层沉积，而是一些细微的火山玻

璃散布在沉积物中。这些小型火山玻璃常常小于 50 微米，为了进一步分析，首先需要分离出

它们。地球化学分析来还原火山灰的来源，然后用于更精确的示踪。此外，火山灰散落于火山

周围很大的区域，可以反映出当时的风向条件。                （马本俊 编译；王琳 审校） 

http://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6/01/160105132720.htm
http://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6/01/16010408085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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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pact of seaweed-covered corals on reef fish 

海藻覆盖的珊瑚对岩礁鱼类的影响 

http://www.udel.edu/udaily/2016/jan/coral-seaweed-fish-010416.html 

特拉华州大学 Danielle Dixson 和 Rohan Brooker 的研究首次评估了珊瑚-海藻交互作用对岩

礁鱼类的影响。研究发现以珊瑚为食和与珊瑚相关联的鲽鱼会避

开那些覆盖有海藻的珊瑚，研究人员得出结论：珊瑚-海藻交互作

用会产生化学物质，即使海藻移除后依旧存在。受气候变化、过

度捕捞、富营养化和污染的多重影响，许多以珊瑚主导的健康珊

瑚礁区以惊人的速度转变为以海藻主导的荒原。研究发现海藻改变珊瑚的生化过程，海藻覆盖

的增加可能通过改变生物饲料或交互作用的方式使珊瑚进一步减少。Dixson 说：“鲽鱼显然已

进化检测珊瑚礁变化或差异的能力，并根据这些线索选择栖息地和食物供应。如果其他鱼类存

在这种模式，为了避开它们不喜欢的珊瑚可能会过度食用健康珊瑚。”她和 Brooker 计划深入研

究珊瑚-海藻交互作用的化学过程来探讨海藻是否会影响珊瑚的营养、味道或其他因素。他们也

好奇珊瑚-海藻交互作用是否影响鱼用化学方法伪装自己免遭捕食的能力。 

（韦秦怡 编译；郭琳 审校） 

 Deep-water ocean circulation, marine biodiversity and climate change 

深水海洋环流，海洋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 

http://snm.ku.dk/english/news/all_news/2016/2016.1/ocean-circulation-may-have-awakened-marin

e-biodiversity 

显生宙海洋生物多样性的骤增和冰川爆发之间的直接联系得到证明。过去 15 年里研究小

组分析了采集自俄罗斯西部和爱沙尼亚的大量古生物样品。此区域采集了约 45000 多个三叶虫

和腕足类化石样品，并形成了研究基础。它们被用于揭示过去古生态学的气候波动问题。基于

这两种动物中的关键物种的出现时间和范围，构建了统计学上海平面的曲线，此海平面曲线表

明 1100 万年的调查期间，海平面下降了 150m。分析腕足类壳不同天然氧同位素关系，研究人

员发现，在海平面下降的同样间隔，海底温度下降至少 5 摄氏度。生物多样性的极大增长发生

在奥陶纪时期。在中奥陶系之前地球暴露于一个长时间的超级温室中，海洋表面温度在 40 摄

氏度以上，严重影响生命进化和多样性。研究人员推测冰川突然发育出现给海洋环流带来了根

本性的变化，激发了海洋温盐环流。早至奥陶纪，温盐泵使表层温暖海水与寒冷底层水得以循

环，可能引发生物多样性的大规模增长，促进了奥陶系生物大爆发。Rasmussen 说：“我们发现

冰川蔓延比原先认为的要早 3000 万年。历史上最大的海洋生物多样性增长与冰川发育条件相

关，而不是先前认为的极端温室条件。”                     （韦秦怡 编译；郭琳 审校） 

http://www.udel.edu/udaily/2016/jan/coral-seaweed-fish-010416.html
http://snm.ku.dk/english/news/all_news/2016/2016.1/ocean-circulation-may-have-awakened-marine-biodiversity/
http://snm.ku.dk/english/news/all_news/2016/2016.1/ocean-circulation-may-have-awakened-marine-biod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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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ientists discover freshwater diversity hotspot in arid region of South 

Africa 

科学家在南非干旱地区发现淡水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区域 

https://www.plymouth.ac.uk/news/scientists-discover-freshwater-diversity-hotspot-in-arid-region-o

f-south-africa 

普利茅斯大学的科学家们在南非一个先前未列入水生甲虫热点的地方发现许多新物种。迄

今已详细鉴定了六个新物种，样品取自对 Bokkeveld高原的两天研究之旅。

进一步的调查将试图建立一个该地区生物多样性的综合版图，并调查南非

这一特定区域该物种生存和繁荣的原因。研究显示南非好望角的水生甲虫

动物群落比以前认为的更为多样化。并且 Capelatus prykei 与世界上任何其他的水生甲虫均不

同，因而被认为是新属，其近亲被发现于地中海和新几内亚。Bilton 博士说：“纳马夸兰这部分

区域有冬季通常有雨，在气候上不同于周边的干燥地区，该地区一直以植物多样性而著称，而

且还支持丰富的水声动物，尽管几乎所有的水体在夏天会变干。在一个半干旱地区两天就发现

六种新物种表明该地区生活着更多的未知物种。” 

（韦秦怡 编译；郭琳 审校） 

 A carbon sink that can't be filled 

无法填满的碳汇 

http://ose.utsc.utoronto.ca/ose/story.php?id=8109 

森林对全球陆地碳的存储量在 45%以上，这使其成为调节气候变化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全球气温的升高，森林中的有机物质似乎在以更快的速度进行分解，这就加速了碳释放到

大气中的速率。环境化学教授 Myrna Simpson 说：“我们的疑问是，土壤可以保存多少碳？但

在我们的实验中，我们发现土壤不是限制因素。我们甚至不能得到碳饱和点。”自 1990 以来，

一组国际科学家一直在哈佛森林运行实验，测试在地上和地下添加（或删除）不同数量和类型

的“垃圾”（树叶、树枝、种子、根和其他有机材料）所产生的影响。Simpson 说：“科学界普

遍认为，土壤有机物化学是与输入联系在一起的。但是，我们很惊讶地看到，我们所有的垃圾

处理都导致有机质加速分解。”气候变化可能导致“更高产”的森林—更大的树木和更多的植被。

这种生产力自然会增加垃圾的数量，因此，以有机物形式进入土壤的碳的量也会增加。但最近

在《生物地球化学》（Biogeochemistry）杂志上发表的研究中，Simpson 和其同事们提出，增加

的垃圾刺激细菌和真菌的活动。有机物质更迅速地分解，消除所有碳储存效益，释放更多的二

氧化碳进入大气中。Simpson 正在测试氮和其他变量可能会对森林碳储存产生的影响。 

（杨皓月 编译；王琳 审校） 

https://www.plymouth.ac.uk/news/scientists-discover-freshwater-diversity-hotspot-in-arid-region-of-south-africa
https://www.plymouth.ac.uk/news/scientists-discover-freshwater-diversity-hotspot-in-arid-region-of-south-africa
http://ose.utsc.utoronto.ca/ose/story.php?id=8109


海洋科学快报                                          2016 年第 2 期 

7 

返回目录 

 Portable NIST kit can recover traces of chemical evidence 

便携式 NIST装备能恢复化学证据的痕迹 

http://www.nist.gov/mml/acmd/portable-nist-kit-can-recover-traces-of-chemical-evidence.cfm 

在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所（NIST）的化学家开发了一种便携式回收微量化学物质的方法，

其基础技术是绘图输出-低温吸附。绘图输出-低温吸附很灵敏，可进行定量测量，应用范围比

其他技术要广，它可以识别不容易蒸发的化合物，也不局限于溶解于水的样品。该技术的实验

室版本已被用来寻找爆炸物的痕迹、变质食品、纵火的碎片和尸油残留。新的便携式试剂盒收

集微量的化学物质的同时，其他的分析仪器（如气相色谱法和质谱法）也可以变成便携式。试

剂盒收集时间为 3 秒，快速产生最终结果。该试剂盒检测柴油燃料的灵敏度可达百万分之一。

NIST 的试剂盒是以压缩空气为动力，在不使用电力的情况下就可进行操作，确保在易燃、易爆

环境中的安全。压缩空气可在许多应急车辆上使用，该组件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是一个涡流管，

它没有任何移动部件，旋转压缩空气产生热或冷空气流。蒸汽收集在坚固的、廉价的管子里，

管子被嵌入在环氧树脂晶片中。晶片可以用在任何手持部件的内部，用于人工取样。 

（杨皓月 编译；王琳 审校） 

 Spread of algal toxin through marine food web broke records in 2015 

通过海洋食物网传播的海藻毒素打破了 2015年记录 

http://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6/01/160108211404.htm 

软骨藻酸是拟菱形藻产生的一种神经毒素。加利福尼亚海岸的有毒藻类大量繁殖，通常发

生在春季和秋季，并持续几个星期。然而今年，不寻常的海洋条件（与厄尔尼诺无关）导致了

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藻华记录。藻华的时间和毒性强度是前所未有的，并导致了创纪录

的水平。毒素存在于多种生物体内，如凤尾鱼、蛏子和螃蟹，即使在不应该存在毒素的组织器

官中亦检测到毒素，例如鱼肉片。为确保人类食用海产品的安全，几个西海岸渔业被关闭以。

对于人类，软骨藻酸中毒又称记忆缺失性贝类中毒是可能会造成永久性的短期记忆丧失，以及

神经系统和胃肠道症状，一旦毒素进入肌肉组织，其在鱼和食物网中的保留时间要比只在肠道

中的长。藻华时间延长，使毒素可以积聚在海底沉积物中，藻华消失之后，海底沉积物可以使

毒素持续数月之久。科学家们现在对导致拟菱形藻藻华的因素有了更好的理解，实验室中已经

开发了一个预测模型，对软骨藻酸进行预测。2015 年的暖水异常（首次出现在 2013 年底的西

雅图北太平洋西部）打破了拟菱形藻在春秋季节藻华的通常模式，温暖的海水和沿岸上升流为

拟菱形藻水华创造了完美的条件。所有有毒藻类藻华于 4 月开始打破纪录，持续到 10 月上旬。 

（杨皓月 编译；王琳 审校） 

http://www.nist.gov/mml/acmd/portable-nist-kit-can-recover-traces-of-chemical-evidence.cfm
http://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6/01/16010821140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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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art is fishy defense against ocean’s Dead Zones               

心脏是鱼类对抗海洋死亡地带的主要器官 

http://www.manchester.ac.uk/discover/news/heart-is-fishy-defence-against-oceans-dead-zones/ 

近日，来自曼彻斯特大学的一项最新研究揭示了心脏是决定鱼能否在海洋死亡地带生存下

来的重要因素，这个发现或许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有些鱼能够更好的适应恶劣的环境以及在污染

的海洋环境下由于氧气不足造成的鱼类数量减少问题。研究人员称，缺氧问题在沿海环境中变

得日益严重，并对水生生态系统和鱼类产生长期影响；在世界范围内，有超过 400 个所谓的“海

洋死亡地带”，在这些区域由于没有足够的氧气，水生生物的生存会受到很大限制，但通过对

欧洲鲈鱼研究发现，缺氧生存和鱼的心脏之间存在某种联系，这对了解鱼在恶劣环境下的生存

非常重要。研究人员发现对缺氧的耐受性是一个稳定的特性，通过 18 个月的缺氧生存研究，

发现具有这一特性的鱼比其它种更能忍受缺氧环境。接着他们揭示了具有这一特性的鱼拥有能

耐受耐缺氧环境的心脏，这让研究人员相信这种心脏和心血管系统是耐缺氧鱼的一个重要生存

因素。研究人员称，这种耐缺氧特性不仅仅是心脏的功劳，而是鱼整个身体协同的结果。缺氧

死区可以自然发生，但它们的大小和分布的增加往往是人类往水中丢弃营养物质使植物和藻类

大量繁殖，额外的有机物质死亡，下沉到底部并腐烂造成的。这项研究对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

且日益增加的沿海缺氧环境问题是非常及时的，它表明了具有缺氧耐受性的鱼的心血管系统可

能是鱼在变化的海洋中分布和生存的关键。相关研究已经发表在《Biology Letters》上。 

（江凤娟 编译；郭琳 审校） 

 Biological 'clock' discovered in sea turtle shells              

海龟壳中发现生物时钟信号    

https://nicholas.duke.edu/about/news/biological-clock-discovered-sea-turtle-shells 

近日，来自杜克大学、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最新研究显示，龟壳中残留的原子弹

放射性物质可以用来准确的测定野生海龟的年龄、生长速率和种群的繁殖成熟度，并可能有助

于揭示某些濒危海龟种群的下降和恢复的影响因素，相关研究发表在 2016 年 1 月 6 日的

《Proceedings of Royal Society B》上。研究人员分析了自上世

纪 50 年代以来收集的 36 个死亡玳瑁海龟的龟壳硬组织，由

于 1950 年到 1970 年的冷战时期核试验使生物圈的 14C 含量

迅速增加，而其之后的衰减速率是一定的，因此科学家们能

够通过比较这些龟壳和夏威夷珊瑚中炸弹试验残留的放射性

碳的积累量来估测每个海龟的年龄，通过比较它们和已知生

http://www.manchester.ac.uk/discover/news/heart-is-fishy-defence-against-oceans-dead-zones/
https://nicholas.duke.edu/about/news/biological-clock-discovered-sea-turtle-she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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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率的野生或圈养玳瑁的放射性碳来估测它们的平均增长率和性成熟年龄。这是科学家首次通

过测定壳组织的 14C 来估算海龟年龄、成长率和成熟期，此前使用龟的长度或分析中空骨组织

不完整生长层作为海龟年龄的判断依据。研究人员称，这一新技术不仅给我们提供估测海龟年

龄的可靠工具，还有可能揭示像夏威夷玳瑁海龟等濒危物种经过多年的保护却没有如预期的迅

速恢复。研究人员还发现，夏威夷玳瑁雌龟的性成熟年龄为 29 岁，比其他的玳瑁龟种群要晚

得多，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玳瑁龟种群还没有恢复。放射性碳分析表明，夏威夷玳瑁龟在 20 世

纪 80 年代时似乎还是杂食动物，但现在他们似乎是食草动物，这可能导致生长和性成熟延迟，

并对其种群数量造成长期影响。虽然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夏威夷玳瑁，但这种新技术同样适用

于全球范围内的其他海龟物种。  

（江凤娟 编译；郭琳 审校） 

 In Arctic winter, marine creatures migrate by the light of the moon   

在北极的冬天，海洋生物根据月光而迁移

http://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6/01/160107140410.htm   

数月前，研究人员报道了一个令人惊奇的发现：生活在一个北极峡湾里的海洋生物即使在

长期黑暗和寒冷的冬季也非常的忙碌。而近日，发表在《Current Biology》杂志上的一份报道将

这一现象延伸到整个北极，研究人员还发现，在没有阳光的情况下，是月光驱动着微小的海洋

动物进行垂直迁移。研究人员称，在长期黑暗和异常寒冷的北极冬天，当月亮升到地平线上时，

浮游动物的垂直迁移就开始了，而且这种现象并不只是存在于某几个地方。而是遍布整个北极，

甚至是在冰雪覆盖着的海洋区域，此外，每逢月圆之时，就会有大量浮游生物从海洋表层下沉

到大约 50 米深处，而这种浮游生物的大规模迁徙极有可能是其躲避月光下食肉动物猎杀一种

手段。此外，在极地的夜晚没有光合作用，碳只有通过食肉动物的捕食才能到达海洋深处，因

此，浮游动物的这种每日垂直迁移有助于将碳从海洋表面固定到海洋深处，这对海洋碳循环具

有重大意义，尤其是在面对气候变化时。研究人员称，我们需要将浮游动物冬季迁徙的影响量

化并纳入生物地球化学模型，随着气候的变化和冰川融化，这种迁徙行为可能会变得越来越普

遍，但我们尚不清楚它所带来的影响。 

（江凤娟 编译；郭琳 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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