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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有学有样

在词典⾥里里有个成语，叫“有样学样”，意思是

仿照既有的模式⾏行行事，如“看到妈妈化妆，

⼩小⼥女女孩也有样学样的在⼀一旁涂涂抹抹”。在

这期的专栏⾥里里我⽃斗胆不不仅将它的顺序倒了了倒

个，意思也略略微曲解了了⼀一下，算是⼜又再造了了

⼀一个新词了了，所以放⼼心，我的审校⼯工作做得

还是很严格的，没有打错字，就是出⻔门在

外，有学有样（笑）。

两个含义：⼀一⽅方⾯面以我的个⼈人⻅见解，做科

研，起码在初期，需要⼀一定程度的模仿借

鉴，这其中既包括阅读相关的⽂文献以获取领

域的研究现状和基本概念及研究⽅方法，也包

括和领域的前辈⽜牛⼈人交流、向技术⼤大神学

习，换⾔言之也就是词语的本意，按照⼀一定

的“既有模式”⾏行行事；另⼀一⽅方⾯面，这“样”指的

是样品，要想获得所研究问题的答案或是⼀一

个基本的判断阐释，都需要数据的⽀支撑，⽽而

这数据的根基对于环境科学来说，莫过于出

⻔门在外的⾟辛苦采样来的深厚可靠了了。

所以在这期⾥里里，我特邀了了三位童鞋（有⼤大有

⼩小）来谈谈出⻔门在外的经历体会，希望能给

⼤大家些⼩小⼩小的帮助和灵感，在下次或未来的

采样⼯工作中能更更周全谨慎；对于有些⼗十分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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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已经有⾜足够样品的童鞋，最起码为你推开⼀一扇窗，看看更更⼤大

的世界，也算是“秀才不不出⻔门，全知天下事”了了。

⾸首先当然是我们的“⼤大童鞋”张⽼老老师，以参加“POP Forum 

2019”会议的经历为⼤大家展示了了交流和思考的重要性与意义；然

后是我们的瑞玲和怡欣两位⼩小童鞋，分别描述了了采样过程的五

六七⼋八事，有苦有乐，有酸有甜，实属⼈人⽣生⼀一段难忘的经历。

于我个⼈人来⾔言，确实算得上组⾥里里采样经历最为丰富的童鞋之⼀一

了了，排开⼤大学⾥里里每年年⾄至少⼀一次的⼤大野外（北北戴河、秭归、周⼝口

店三⼤大基地挨个转）之外，即使在进组之后，去过采样的什什么

万绿湖、⼤大亚湾、佛⼭山环监站和河北北师⼤大等地之类也是数不不胜

数了了，就算是在当下，组⾥里里两个在天井⼭山、鹤⼭山的采样点也基

本是由我在负责。总的来说，出去的多了了虽然累些，但拿到样

品的成就感和闲暇之余的溜溜溜溜逛逛也⾜足够甜蜜。

5⽉月是劳动的节⽇日，也是学习和采样的好时节。

学习必少不不了了要出⻔门在外，须要有学，更更要有样。

那就上路路吧。

毕竟谁都只能活这⼀一次，有些地⼉儿你现在不不去，这辈⼦子哪还有

第⼆二次机会呢。

                                                                                    主编伯⻰龙

                                                                                    2019.5.31

学习必少不不了了要出⻔门在

外，须要有学，更更要有

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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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ace

参加POP Forum 2019会议及其它的重要性
张⼲干

5⽉月17到18⽇日，我们组⼀一⾏行行6⼈人，参加了了在

花都举办的2019年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论坛

（POP Forum 2019）。⾦金金彪、⽂文⽂文作报

告，我、时真、乐乐、刘艺⼏几⼈人，负责“旁

观”。

这个论坛⼀一直是我⽐比较喜欢的会议，由清华

⼤大学环境学院余刚教授等于2005年年创办，也

是中国环境科学学会POPs专业委员会的年年

度会议。此次有近600⼈人参会。在16号晚上

召开的POPs专委会上，我举出了了三点我⽐比

较喜欢参加这个论坛的理理由，⼀一是这不不仅仅

是个学术会议，还有政府官员、企业界⼈人⼠士

参加，很好并⻓长期坚持了了“官-产-学-研”共聚

⼀一台的特⾊色，这是很不不容易易做到的；⼆二是会

议⻛风格突出，⾼高冷有范⼉儿，⼤大到会务的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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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由清华团队主操），⼩小到美⼯工及各种⼩小物件、矿泉⽔水

等，均是统⼀一格调、清华紫，这源于余刚⽼老老师本⼈人的坚持，和

清华团队对优秀品质的追求；三是平等⽆无碍，较少各处盛⾏行行浮

躁的“⼤大⽜牛”崇拜，不不失“论坛”初衷。

虽然负责旁观，我倒是也没闲着，并⼀一直到会议闭幕，才离开

回所。我⽐比较感兴趣的，是想观察、印证⼏几个⼼心⾥里里正思索的具

体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全（多）氟化合物（PFCs）的研究，

值不不值得在我们组启动？若要启动，启动的时机和问题切⼊入点

如何？第⼆二个问题，环境中⾮非故意排放POPs（UPs）研究已经

在我们组展开，现在国内有什什么同⾏行行跟进？第三个问题，倒不不

是想从会上得到结论，⽽而是想趁相对休闲，琢磨⼀一下废旧塑料料

焚烧、热处理理，在⼤大⽓气中能以什什么分⼦子标志物示踪？

这三个问题都有了了答案。其中，第⼆二个问题，我同时真有共

识；第三个问题，在我们6⼈人在胡桃⾥里里（HUTAOLI）酒吧喝喝完啤

酒后，我在宾馆房间⾥里里发些光溜溜灵感，李李继兵在所⾥里里下载些⽂文

献，找到了了答案—这啤酒没⽩白喝喝。

时间/字数有限，容我在此单表第⼀一个问题。结论显然，启动

PFCs⼯工作，正当其时。上⽉月,专注于《POPs公约》国别履履约计

划咨询的Roland Weber 来参加我们组织的“21世纪海海上丝绸之

路路环境污染与健康”SETACA A/P 研讨会期间,不不厌其烦地提及

PFCs是当下的重点和难点，并将其归⼊入vPvM（Very persistent, 

very mobile），即我⼀一直建议⾦金金彪要着⼒力力把握/操纵的PMOCs/

PMT概念之下。前⽇日，Heidi Fielder⽼老老太太来实验室交流参观，

在报告中也以很⼤大篇幅，谈《POPs公约》下POPs监测中PFCs

的重要性和挑战。作为在UNEP/Chemical负责全球POPs监测计

结论显然，启动PFCs
⼯工作，正当其时。

5



划（GMP）的技术官

员，她的看法当然值得

重视。这是个印证。

S E TA C A / P会后，

Roland发来邮件，说远

在南美洲的岛国苏⾥里里南

（Suriname），只有

50万⼈人，且多是华⼈人并

讲中国话，以⼀一个⽔水库

为主要⽔水源。但⽔水库可

能受到来⾃自周边机场消

防演练的污染，主要是

消防灭⽕火剂中会有短链

PFCs为主要成分的AFFF（Aqueous Film-Forming Foam）。Roland并各种问，能不不能帮助

苏⾥里里南评估这个问题？在有可能的情况下，能不不能为中美洲地下⽔水中PFCs的评估提供技术⽀支

持？想到近乎远在天边的加勒勒⽐比海海边，还有个说中国话的美丽⼩小国，我更更多地是饶有兴致地

答应下来。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啊。

但这也给了了我⼀一个重要的信息。今后海海上丝绸之路路POPs的⼯工作，PFCs可能是⼀一个特⾊色切⼊入

点，必得⼀一众合作者（国）的⾼高声响应，因为在列列⼊入《POPs公约》的化合物中，PFCs可能

是除⼆二恶英（分别以LC-MS-MS、HRGC-HRMS分析）外，技术⻔门槛最⾼高的了了。

另⼀一个信息，是我国地下⽔水中PFCs的⼯工作极少，⽽而PMOCs最特⾊色的⻛风险之⼀一，即是进⼊入地

下⽔水甚⾄至在地下⽔水中累积。想到地下⽔水，我⼜又想到在暨⼤大的胡晓农教授(千⼈人），地下⽔水专

家，曾向我展示了了他的团队近年年来对珠江三⻆角洲区域内地下⽔水的采样观测结果（其中当然没

有他不不知道的PFCs），他知道在哪⾥里里采样呢。⽽而我们惟⼀一的地下⽔水科班⽣生，⾦金金彪，也曾被我

引荐，与⽼老老胡相识。那是在暨⼤大招持所的餐厅，我没喝喝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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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PFCs，当然绕不不开赵祯。从她读硕⼠士起，就以PFCs为研究⽅方向，从烟台，被“发配”到

德国汉堡附近的⼀一个偏远⼩小镇Geesthacht，⼀一待2.5年年，在Helmholtz海海岸带研究所，随Ralf 

Ebinhaus和谢志永，边分析PFCs，边约⼴广财喝喝啤酒。

如同潘晓晖可能是我国最早做氯化⽯石蜡（CPs）的学⽣生⼀一样，赵祯可能是我国最早做PFCs的

学⽣生。后来博⼠士后、南开、上海海海海洋⼤大学，她⼀一直跟各种PFCs 较劲⼉儿。譬如，这次会议

上，她带的南开的⼀一个学⽣生的Poster的内容，分明就是我国主要机场周边⼟土壤中的AFFF相关

PFCs。

若有因缘终际会。Roland Weber、Heidelore Fiedler、Suriname、中美洲、21世纪海海上丝绸

之路路、⾦金金彪、胡晓农、赵祯、AFFS、新的LC-MS-MS、PMOCs …

还有啊，⼴广财家，院⼦子⾥里里，有⼝口⽼老老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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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ELD TRIP

采样⼆二三事

怡欣

在⼩小张编辑的“千呼万唤”下，我终于静下⼼心

来开始琢磨《跬步集》这事⼉儿了了。

读研已近三年年，这⼀一路路⾛走来，我看过很多美

丽的⻛风景，遇到过很多优秀的⼈人，也听过很

多有趣的故事。这个世界真⼤大，每个⼈人的身

上都会发⽣生不不同的故事。我的故事虽不不那么

动⼈人，但在想起时总会让我有满满的回忆和

收获，虽有艰⾟辛和泪⽔水，但漫漫⼀一⽣生总要经

历⽆无数的悲喜忧欢才值得。

今天的故事，就从⼤大亚湾采样之⾏行行开始。第

⼀一次去⼤大亚湾采集⽔水样已经是两年年前的冬季

了了。具有丰富出海海采样经验的⼴广财⽼老老师和孙

悦师姐帮我做好采样前的⼀一切准备，细⼼心的

⼴广财⽼老老师还叮嘱我采样时可能会遇到的各种

问题以及应急办法。那是我初次去野外采集

⽔水样，⼀一想到要亲眼⽬目睹⼤大海海的波澜壮阔，

内⼼心就⼗十分期待。显然，我确实是⾼高估了了⾃自

⼰己的实⼒力力，⼀一上船还活蹦乱跳的我，不不到半

⼩小时就开始晕船，直到采样结束，船快靠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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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我才慢慢恢复意识。以⾄至于这次采样的记忆，我还只停留留在

⼴广财⽼老老师、汪⽼老老师、步⻘青师兄和伯⻰龙他们帮忙采集的⽔水样和沉

积物样品，以及伯⻰龙在船上⾼高亢的歌声。再次感谢他们的尽⼼心

尽⼒力力。

我知道我与⼤大亚湾的缘分肯定不不⽌止于此，在半年年后，我⼜又踏上

了了去⼤大亚湾采样的“征途”。由于⼤大家都忙于科研，这次我就邀

请了了我的两个⼩小伙伴以及汪⽼老老师⼀一同前去。根据上次的经验，

我们提前采取了了⼀一系列列的防晕船措施，上船后就开始忙碌起

来。采集⽔水样、测定物理理参数、贴标签、记录采样现场情况等

等，⼀一切都有条不不紊。可是好景不不⻓长，我⼜又开始晕船。海海浪不不

断地冲击着我们的渔船，发出巨⼤大的轰鸣。在采完样的回程路路

上，⻛风⾬雨交加，海海浪起伏着，稍稍平稳了了⼀一会⼉儿，⼜又奔腾起

来，重新聚集⼒力力量量，出其不不意的向我们猛扑⽽而来，我紧紧抱住

船舷⼀一动不不动。多亏汪⽼老老师和我的⼩小伙伴们，英勇的我们凯

旋！

故事还没有结束。既然想了了解⽔水体中DBC(Dissolved black 

carbon)的地球化学循环过程，那对不不同⽔水环境中的DBC进⾏行行对

显然，我确实是⾼高估了了

⾃自⼰己的实⼒力力，⼀一上船还

活蹦乱跳的我，不不到半

⼩小时就开始晕船，直到

采样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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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研究也许会更更有意义。于是去年年这时候，我就紧锣密⿎鼓地准

备前往新丰江⽔水库采集⽔水样，⼼心⾥里里美滋滋的。原因主要有⼆二：1.

这次的采样队伍浩浩荡荡，很有仪式感；2. 此⾏行行既可以欣赏⽔水

库美景，⼜又能研究我⼼心⼼心念念的DBC，更更重要的是还不不会晕

船。何乐⽽而不不为？通过⼤大亚湾的采样经历，我已经对采样的各

项⼯工作⽐比较熟悉了了，⼴广财⽼老老师也放⼼心地交给我去安排。但他万

万都没想到，我竟然准备了了⼀一根100m⻓长的⼤大粗麻绳采集⽔水库深

层⽔水。看到麻绳他的表情⼤大概是 ，这时我才意识到，本来就

如此重的麻绳，等浸满⽔水之后要⽤用何等⼤大⼒力力才能拉动。最终，

我们全员⻬齐上阵，雄赳赳，⽓气昂昂，圆满地完成了了采样任务。

“之之之…”知了了的叫声使我回忆的思绪戛然⽽而⽌止。阳光透过参差

不不⻬齐的枝叶，照射在地⾯面上，洒下⼀一地斑驳。看着从窗外扔进

最终，我们全员⻬齐上

阵，雄赳赳，⽓气昂昂，

圆满地完成了了采样任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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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几⽚片阳光，慢慢明⽩白， 这些难忘的、平实的、激情的、坎坷的、浪漫的经历让我不不断成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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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ELD TRIP

采样流⽔水记

张瑞玲

前⼏几天接到编辑的邀稿通知，着实把我吓得

不不轻，从⼩小到⼤大，⼀一到写作就头疼。但现在

认真的坐在电脑前，真的想把⻓长沙和越南河

内这两次的采样之⾏行行记录下来，这篇⼩小札也

许写得⽐比较凌乱，亦如流⽔水记，亦如⾏行行程汇

报，但亦想记录下⾃自⼰己前进路路上的⼀一些收获

和感想与君共勉勉。想起⾃自⼰己当初刚来地化所

时的惴惴不不安，到今天的处之泰然，感激进

⼊入了了张⽼老老师课题组这温暖的⼤大家庭，让⾃自⼰己

茁壮成⻓长。如⽇日后遇到何种困难，再回⾸首，

不不忘初⼼心，继续前⾏行行。

⻓长沙采样之⾏行行

在出发前我们⽤用了了⼀一周的时间来做好准备⼯工

作和商量量各项事宜，2019年年3⽉月5号，刘昕

师姐和我在汪⽼老老师的陪同下前往⻓长沙市⾦金金井

镇脱甲河⼩小流域进⾏行行⽔水体和沉积物的采集，

以此根据污⽔水流⾏行行病学调查社会主义新农村

—脱甲村抗⽣生素的使⽤用及流⾏行行情况。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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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院亚热带

农业研究所的

协助下，经⻓长

达⼀一天的调

查，在⼈人类活

动较少的脱甲

河源头及受⼈人

类活动影响较

为显著的⼲干流

和⽀支流上共布

设10个采样点，每个采样点放置3个DGT（薄膜扩散梯度技

术），共放置7天。另外，为了了验证DGT技术的可⾏行行性，在受到

整个上游居⺠民活动影响的脱甲河下游⼲干流处，同时使⽤用主动采

样法，每天采集24⼩小时混合⽔水样，连续采集⼀一周，以期将主动

采样结果与DGT结果进⾏行行对⽐比分析。

即使之前在所⾥里里已经做好了了万

全的准备，但是外出总会遇到

各种突发状况。脱甲河流域的

⽔水流较浅，DGT不不易易布设，但

好在师姐思虑周全，铅锤、亚

克⼒力力板、鸡笼⽹网⽚片、钓⻥鱼线等

各种器器材准备妥善，并在当地

购买了了下⽔水裤，因此DGT的布

设相当顺利利。将鸡笼⽹网⽚片剪成

⼀一个个的⼩小⽅方⽚片，再⽤用扎带将

其编织成正⽅方体⼩小笼⼦子，⽤用钓⻥鱼线将DGT绑在正⽅方体⼩小笼⼦子

即使之前在所⾥里里已经做

好了了万全的准备，但是

外出总会遇到各种突发

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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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将DGT窗⼝口沿顺流⽅方向放⼊入⽔水中并在笼中压⼀一

⼤大⽯石块，这样DGT的布设算是完成了了。相⽐比之下，

24⼩小时混合⽔水样的采集就要相对复杂⼀一些，⾸首先

需要在采样点附近寻找到了了⼀一户热⼼心的农家为我们

提供⽤用电，使得我们的⽔水样得以顺利利采集；其次每

天需要前往采样点处将当天抽取的⽔水样带回⻓长沙农

业环境站的实验室进⾏行行过滤和固相萃取等前处理理。

⻓长沙农业环境站虽⼩小，但是⽣生活和实验所需皆⼀一应

俱全。清晨可以听到⻦鸟⼉儿清脆的鸣叫，到附近的湘

丰茶叶庄园中⾛走上⼀一圈，可以于轻柔的光辉中体味

到春天的⽣生机盎然。早餐过后，去各个采样点转上

⼀一圈，查看⼀一下采样器器是否还在原处，蠕动泵是否

正常运转，便便结束了了上午的⾏行行程。⼀一天中最为清

闲的便便是午后时光了了，午餐过后，可以美美的睡

上⼀一觉，有时我们⼀一⾏行行三⼈人沿着阳光跑道于附近

茶园漫步，环境优美，静谧和谐。晚餐过后，取

回当天的⽔水样，带回实验室进⾏行行处理理，⾄至此⼀一天

的⾏行行程便便结束了了。虽然由于操作失误，有⼀一天⽔水

样并未取到，以及有⼀一点位的DGT被调⽪皮的孩⼦子

丢出⽔水外⼀一天，此次⾏行行程整体上算是顺利利的，也

为之后的越南采样积攒了了丰富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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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采样之⾏行行

5⽉月7号，刘昕师姐与我乘⻜飞机赴越南河内采集污⽔水处理理⼚厂⽔水

样。在前往河内之前，已联系到越南国⽴立⼤大学Tu Binh Minh⼩小组

的Minh教授。我们到达之时，在污⽔水处理理⼚厂申请采集⽔水样的⼿手

续已快要完成，我们实验需要的真空泵、过滤装置、超纯⽔水以

及甲醇等亦已准备⻬齐全。5⽉月10号完成了了所有申请⼿手续，遗憾的

是由于越南污⽔水处理理⼚厂管理理较为严格，申请困难，因此Minh教

授申请时未写我们两个外国⼈人，于是⼤大家商议最后⼀一天采样结

束后再悄悄进⼊入污⽔水处理理⼚厂参观拍照等。虽然⽆无法进⼊入，但这

并不不影响我们采集样品，我们提前将DGT及其部署所需的器器材

提前准备妥当，交予其⼩小组成员，并进⾏行行了了DGT的使⽤用培训。

因此，采集⽔水样、部署DGT等野外任务均在Prof. Minh 、Dr. Tri 

和Dr. Tham及其⼩小组同学们的协助下进⾏行行，⽽而我们两个外国⼈人

只需在实验室等待⽔水样，测其氨氮含量量和PH及进⾏行行过滤和固相

萃取等前处理理即可。

我们提前将DGT及其部
署所需的器器材提前准备

妥当，交予其⼩小组成

员，并进⾏行行了了DGT的使
⽤用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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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河内管⽹网设施不不够⻬齐全，因此其⽣生活污⽔水主要通过管道流⼊入河流进⽽而流进污⽔水处理理⼚厂

中。我们⾸首先在⽔水体流⼊入污⽔水处理理⼚厂前的河道上⼈人⼯工采集⽔水样，从早晨8:00⾄至下午16:00每两

⼩小时采集⼀一次，将⽔水样混合在⼀一起即为⽩白天的混合⽔水样。

其次，在⼯工作⽇日和休息⽇日期间于污⽔水处理理⼚厂的格栅之后，

部署以HLB、XAD、XDA、XDA-GHP和HLB-GHP等5种

结合凝胶作为材料料的DGT，以期通过⽐比较⼀一周中两个阶

段这五种类型的DGT装置，选出能够全⾯面综合的监测⽔水

环境中抗⽣生素含量量的结合凝胶材料料以及抗⽣生素的含量量变

化，同时每天在该处采集24⼩小时混合⽔水样。采样结束

后，于污⽔水处理理⼚厂的出⼝口处采集瞬时⽔水样，通过对⽐比污⽔水

处理理⼚厂进⼝口处和出⼝口处抗⽣生素药物的含量量，探讨该污⽔水处

理理⼚厂对抗⽣生素的去除效果。在Minh⼩小组⽼老老师和同学们的

⼤大⼒力力帮助下，此次采样进⾏行行的⼗十分顺利利。

由于不不需要⾃自⼰己采样，每天只需花三四个⼩小时的时间去

实验室处理理⼀一下当天的样品，故此次的采样之⾏行行还是⼗十

分清闲的。恰逢这⼀一周的天⽓气都⼗十分的凉爽，每天实验

结束，很适合在周围溜溜达⼀一圈。河内不不同于⼴广州⼤大都市

那样繁忙和喧嚣，越南⼈人那独特的悠闲和散漫的⽣生活节

奏在这⾥里里体现的淋淋漓尽致。路路边随处可⻅见的咖啡厅⽐比饭

店还要多，路路上好多⼿手捧咖啡杯的⼈人。似乎在告诉外来

⼈人，品咖啡是体验⽣生活的⼀一种态度。约上三五好朋友坐在咖啡厅聊聊近况，或边看电脑边喝喝

咖啡边⼯工作，亦或是双⽅方商谈。咖啡都成了了社交的必需品，也难怪越南的咖啡如此出名。当

然与悠闲相对应的则是每天的上下班，⻢马路路上那浩浩荡荡的摩托⻋车⼤大军与汽⻋车争道⾏行行驶，可

谓是形成了了⼀一道独特的⻛风景。

在河内这⼗十天⾥里里，经过最多的地⽅方莫过于被称为河内第⼀一⻛风景区的还剑湖了了，此湖环境优

美、湖⽔水清澈，湖内岛建有⼀一⼩小巧玲珑的⻳龟塔。关于还剑湖，还有⼀一个有趣的传说。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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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世纪初期，越南李李朝开国皇帝李李太祖泛⾈舟湖上，从⼀一只神⻳龟

那⾥里里得到了了⼀一把神剑，后来他靠这把神剑推翻了了明朝的统治，

便便驾着⼩小⾈舟来到湖⼼心，将神剑还给神⻳龟，据说这只神⻳龟从李李太

祖⼿手中收回神剑后，就⻢马上潜⼊入湖中，从此消失⽆无踪，"还剑

湖"之名便便由此来。

此次的越南之⾏行行，采样取得了了圆满结束，领略略了了当地的⻛风俗，

体验了了不不⼀一样的⽂文化，点点滴滴值得品味、让⼈人回顾。古⼈人总

说的读万卷书不不如⾏行行万⾥里里路路，其实，当身体和⼼心灵⼀一起上路路，

最好的⾃自⼰己就在眼前。

古⼈人总说的读万卷书不不

如⾏行行万⾥里里路路，其实，当

身体和⼼心灵⼀一起上路路，

最好的⾃自⼰己就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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