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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稿《钻冰取火记——新盗火者的故事》，首先

想起我故乡的天门山。我自小对天门山有一种特殊的感

情。每每登上山、穿过天门，望见天门之外的万里长空

之时，豁然开朗的感觉就扑面而来，就会把心中的狭窄

统统摒弃而去，只留下宽广、豁达、高昂、开朗的心境。

我也喜欢外乡的天门山。李白的《望天门山》，“天门

中断楚江开”的开阔，“孤帆一片日边来”的新景象，

让我共鸣，印象深刻。我感觉读书稿就如同登天门山，

并享受这种感觉：视野广阔、内容独特。

“钻冰取火”，我以前不太熟悉这成语，但熟悉“钻

木取火”。经查，“钻冰取火”与“井中求火”“缘

木求鱼”“探巢捕鱼”等成语，都是说不可能实现的

徒劳无益的事儿。古人都说，冰炭不相容，冰炭不同

器，怎么可能在冰中取出火来？但偏偏在当代，我们

地质工作者在冰中钻出了火来。这种冰还真含炭的组

成元素碳，能燃烧成火，颠覆了古人“冰炭不相容”“冰

炭不同器”的认识。

能够燃烧的冰俗称“可燃冰”，术语为“天然气水

合物”，估计它的地质储量是常规石油和天然气地质储

量的二倍左右，有可能成为人类利用的新能源。《钻冰

取火记》就是反映地质学家在研究、调查、勘探多年冻

土区可燃冰的历程及其使用的科学原理、方法手段。她

既是一本科普书，也是一本故事书。

《钻冰取火记》也是一本有思想深度的书。从“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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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取火”中走来，我们实现了“钻冰取火”，实现了古

人不敢想象的跨越。这种跨越是我们这个天天都在创新

的时代所需要的，特别是我们研究单位。没有创新，就

没有社会的进步。作为研究人员，既要师古，要了解古

人的经验知识，明白他们为后世做了什么，但不要泥古。

我们要思考他们的时代为何有这般的认识，要关注我们

自己时代所涌现的新现象、新问题，并基于科学的基础

理论去分析这种新现象，从传统的桎梏、权威的枷锁中

解放出来，进而遵循科学的精神，获得新知识，获得对

自然的新认识，从而一步步使社会进步，人类从物质的

桎梏中获得更多的自由。

《钻冰取火记》是一本有创新、有发现的书。作

者从天然气水合物的基础理论出发，从已知天然气水合

物矿区的勘探实验成果出发，总结了冻胀丘、泥火山（还

包括冰冻气泡、冰火山等）作为天然气水合物以及深

部油气藏或者煤矿存在的天然标志，据此探讨了历史

上的通古斯大爆炸、阿什山火山喷发等科学上悬而未

决的事件是可燃冰大爆炸的可能性，并重点考察了作

为地球第三极的青藏高原的能源资源的赋存状况，既

认为青藏高原的能源资源丰富，又认为环境影响敏感。

因此，不管是进行能源资源勘查，还是地质环境研究，

都是值得重视的。

习近平总书记 2016 年 5 月 30 日在全国科技创新大

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

重要讲话中提出：“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

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

置。”天然气水合物的研究、勘探、开发与利用，正是

新能源领域的科技创新；基于该领域的科技创新成果，

郭友钊博士创作了科普小说，以期更多的公民了解新能

源，关心新能源的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将促进新能源

的绿色开发与利用。我想，该科普小说的创作，应是实

现新能源创新发展的另一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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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语

火

钻冰取火记

喜欢 361 度，一整个满满的圆圈之后还多出了那么

一点点。喜欢火柴，那么小小的一根，一旦点燃，就能

照亮一间黑屋（图 1）。喜欢传统之外的一点点新意。我

也喜欢自己，虽然只是一名中学生，但是自认为比最优

秀的中学生还多出了那么一点点见识，那就是时不时地

为了某一个目标去旅行一趟，去偷偷地恋爱一场，还成

为了写手，虽然只是游记或者学习笔记。我喜欢读杨钟

健的地质游记 [1]，也喜欢读温家宝的地质笔记 [2]，喜欢

[1] 杨钟健（1897—1979 年），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著有地质游记《去国的

悲哀》、《西北的剖面》和《剖面的剖面》等。

[2] 温家宝（1942—），地质工程师、原国务院总理，著有《温家宝地质笔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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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严谨的地质工作之外还有那么多浓厚的山水情怀、人

文情怀。喜欢我爸爸和他研究所的同事，他们在到处行

走的同时还有那么多的浪漫，那么多的疯狂：成为盗火者，

成为火一族的人，那火神与火祖的传承人。

我爸早就当过了火的传承人。他是火炬手，是北京

奥运会的火炬手。2008 年，我还在上小学，他在暑假、

寒假一直跟我玩（十分罕见！），印象最深的是我爸爸

把我的红领巾系在他的地质锤上，当做传递中的火炬，

高高地举起，飞跑着喊到：“我是盗火者！我是普罗米

修斯！我是火神！我属于火一族！”

我知道普罗米修斯（图 2）。我至今还会背诵那篇《普

罗米修斯》的课文：“很久很久以前，地面上没有火，

人们只好吃生的东西，在无边的黑暗中度过一个又一个

  图 1
冰炭相容的可燃冰，一根
火柴，就可以让它发出耀
眼的光，温暖的热。（图
片引自网络）



003开篇语 / 火

长夜。就在这时候，有一位名叫普罗米修斯的天神来到

了人间，看到人类没有火的悲惨情景，决心冒着生命危险，

到太阳神阿波罗那里去拿取火种……”

北京奥运会那年，是我过得最快乐的一年！我爸从

野外回家，或者从火炬传递训练班回家，就会带我和我

妈一起去疯玩。说是疯玩，其实只是我和我妈疯玩，我

爸却多在“自得其乐”。在什刹海，我和我妈还有袁芳

一次次划船或者滑冰，他都一次次去火神庙，说是跟祝

融“约会”。那时候，我不知道谁是祝融，以为是我爸

的同事或者他在火神庙工作的同学。后来才知道祝融还

曾真是一位活生生的凡人，本名叫吴回或者重黎，当火

正官，专门管理火种，要既不让它熄灭，又能让老百姓

分享到热与光明。因把火种管得好，大家有火可用，“能

光融天下”，后来他的名字改为了“祝融”。祝融死后

成了灶神，也被后人尊称为火神。但我不知道我爸为何

常常去见火神，又和火神谈了些什么。去周口店，虽然

有些远，我们那年还去了三次。先是比赛登山的速度，

我和我妈都竞走不过我爸，不一会他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了。我和我妈就悠然自得地走走停停，享受山野新鲜的

空气，也享受购买纪念品的乐趣。我妈喜欢贝壳、兽牙、

  图 2
众神的领袖宙斯把盗火
者普罗米修斯囚在高加
索山上，派一只凶恶的鹫
鹰白天啄食盗火者的肝
脏。可一到晚上，盗火者
的肝脏又重新长了起来，
以让鹫鹰食用。这样，盗
火者的痛苦也就永无休
止了。（图片引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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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子串成的项链，说它古朴，有山海的味道；我则喜欢

山顶洞人的面具。我俩戴上面具，都想吓吓我爸（其实，

我买山顶洞人的面具，是要带回学校去吓我的同学袁芳

的！）。第一次，我们在一号遗址找到了我爸，他正在

专心致志地看灰烬，其中有烧焦的骨头，说是古人用火

的遗迹。我们还真吓坏了沉思中的我爸，见他哆嗦地打

了一个寒颤。后两次再找我爸，我妈说他肯定还在一号

遗址，肯定在古老的灰烬前心无旁骛地当“思想者”[3]。

我们虽然都戴上了面具，但都不敢再吓唬他了，只是在

远远的地方坐着，等他返回神来，等他发现我们。

上高中后，也许我长高了，像个小男子汉了，我爸

也似乎找到了说话的对象，也跟我聊他的“火”。他说，

火占五行 [4] 的一行，火不仅仅是物质，主要还是现象，

是发热、发光的物理现象或者化学现象，而其他金、木、

水、土四行，都属于物质，不是现象。火在五行中处于

特殊的位置。火会发光发热，是推动金、木、水、土四

行运转的动力，是源初动力。人类的历史，就是了解火、

控制火、运用火的历史。

我爸还有许多关于火的见解，但那时我不太了解，

也不太关心。我关心的是玩，是旅游地。我爸带我们去

河南商丘，在阏伯台，他告诉我阏伯也当过火正官，也

有人称他为火神；在燧人氏陵前（图 3），从来没有下跪

过的我爸二话没说，立马跪了下来，咚——咚——咚——，

就是三个响头（后来，我妈一直赞他是能屈能伸的汉

子！）。他说，燧人氏是三皇五帝 [5] 的第一皇！是我们

的火祖！几天后，我们又从商丘去了杭州。我和我妈喜

[3] 《思想者》为法国雕塑家罗丹（1840 —1917 年）的雕塑作品，其形象为陷于

沉思中的大男人。

[4] 五行为道学的一种系统论，用金、木、水、火、土等五种要素阐述世界的物

质组成，也说明世界因这五种要素的相生相克而得到演化发展。

[5] 三皇——燧皇（燧人）、羲皇（伏羲）、农皇（神农）；五帝——大 （伏羲）、

炎帝、黄帝、少 （少昊）、颛顼。三皇五帝的说法还有其他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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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西湖，喜欢苏堤白堤，喜欢许仙白娘子，我们购物（我

带了一盒木雕书签给我的同学袁芳！）；我爸更喜欢湘湖，

他在跨湖桥遗址博物馆久久不愿离开，与馆里的专家讨

论“弓钻”，最后还获得“弓钻”的模型，说可能是燧

人氏钻木取火的工具。

弓钻的模型摆放在我爸书房的书柜中，一眼就能看

见它。我爸告诉我，火祖钻木取火时，大概试了五木 [6]：

榆、枣、桑、柞和槐。其实，我和袁芳早就探讨过燧人

氏的钻木取火的木到底是什么木。五木是北方的树种。

跨湖桥的弓钻，木质为松、榉等，属南方的树种。我俩

不知道为何跨湖桥弓钻的木不是五木中的一种。只是我

俩觉得钻木取火的普遍意义为摩擦生热，即受热的木材

在氧气中达到很高的温度时就会燃烧，不管什么木质；

[6] 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尸佼（公元前 390 年至公元前 330 年）著的《尸子》

记载：“燧人上观星辰，下察五木以为火。”

  图 3
燧人氏，传说钻木取火
的发明人。主动点火，
实现人类从不易保存火
种的被动局面中解放出
来，是人类早期文明的
最伟大成就。（摄影 / 郭
友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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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其实是植物、动物以及它们形成的化石——如煤、石油、

天然气等燃料在氧气中燃烧的化学反应而已。

我向我爸道出了对火的看法，也说出他和他的同事

们所想成为的“盗火者”的意思：不就是想继承火神以

及火祖的事业，不就是他们不想走燧人氏的老路，去“钻

木取火”，而是想通过“钻冰取火”的方式而获得新能

源“可燃冰”吗！

但在那时我并不确信自然界中有“可燃冰”的存在。

若有，古人就不会把“水火不容”、“冰炭不相容”、

“冰炭不同器”等成语流传至今了，早就发现了世界上

还有极清净的能源可燃冰了，还能等到今天让我爸和他

的同事们（见书中主要人物表）去发现！？我在许多拍

自然界的图片中，看到火山岩浆入海，那绝对是水火不

相容的（图 4）！但我也在化学试验中，见到了蜡烛在水

中可以照常燃烧，磷在水中可以发光，不也预示着水火

能够相容吗？大千世界，或许就是无奇不有的？因为有

了质疑，因为有了窥探的欲望，我和袁芳一有空就探讨

  图 4
太平洋中的夏威夷火山
喷发。炽热的岩浆从火
山口流向寒冷的海岸。
遭遇火热的岩浆，海水
立即汽化腾空而逝，岩
浆也快速石化凝固成岩。
自然界水火不容之典型
代表。（引自网络图片）

火的问题、可燃冰的问题。在假期，

也央求我爸带我和袁芳去到东北的

大兴安岭，西北的青藏高原，那些

冰天雪地的荒原，那些可能存在可

燃冰的地方，去看看他们的调查工

作，去倾听一下他们的“钻冰取火”

的神话，去看看他们到底是一批什

么样的“火神”。

这就是我要写这一部游记或者

学习笔记的由来！这部书也将使我

比袁芳、比其他同学多出那么一点

点与众不同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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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中主要人物表

程新（我）：高中生，可燃冰等新能源的探究者。

袁芳（我同学）：高中生，地质队员的遗孤，环保

志愿者。

程博士（我爸）：经济地质学博士，项目管理者，

北京奥运火炬手。

袁博士（袁芳的父亲）：环境地质学博士，极地环

境研究专家。

林博士：地球物理学家。

张博士：钻探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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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刹海的火葫芦

高中一年级放寒假，我已然发现我周围的物、人、

事都有些变化，什刹海不再止于美丽好玩，火神庙不再

恐怖阴森，火神手执的火葫芦不再是我爸爸程博士凝视

的专利，我和袁芳也不再止于嬉闹、不再止于漫无目标，

古老的经典不再无懈可击，我们开始理解“新盗火者”

的疯狂，我们的心中也萌动一种火焰一般“窥探”的求

知冲动，想要更多地知道些什么、做些什么！我想在什

刹海找到可燃冰，为了我爸爸——

1. 在火神庙旁

一整个寒假，除了各自宅在家里之外，我和袁芳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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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什刹海一带玩耍。我俩住在同一个地质大院。自幼儿园

开始，我和她一起上学、一起玩游戏、一起思念各自的

家人。我妈说袁芳是我天上掉下来的袁妹妹。但她到现在

还不留长发、不穿裙子，像个男孩一样。不时有人认为

我俩是双胞胎兄弟，现在还只是偶尔有人认为我俩是兄

妹呢。我爸和袁芳她爸也是同学，还是大学四年的室友。

我爸在地质研究所任职，常上山；她爸在海洋研究所工

作，常出海。他俩不常见面，但我俩常见面。除学校外，

每逢周末，我妈妈请袁芳还有她的奶奶到我家来包饺子

吃。我对袁芳的妈妈没有印象，真的没有一丁点的印象，

好像一直没有见过她似的。袁芳也很少提起她妈妈。

我俩往返学校或者外出时，都会注意到火神庙 [7]。

火神庙的建筑特殊，一是矮墩墩的，与高楼不同，我俩

个子低，在它周围不用太仰头就能远望天空；二是红墙

碧瓦的，也与灰色的高楼不同，一看就醒目。也因我爸

（他的同事多叫他程博士）一次次地走进庙里的宝殿去

看火神，我俩都感到十分奇怪。庙里的烟雾弥漫，很呛人；

殿里的神像张牙舞爪，也很吓人。也不知有什么好看的？

我们真不理解一口一声被尊称为程博士的老爸老进庙里

去，大知识分子是不是在搞什么迷信活动！？对我的质

疑，程博士说：“牛顿信仰基督教，但不妨碍他发现伟

大的牛顿定律，成为大科学家；普罗米修斯盗火或许只

是传说，但每一届奥运会，我们都要去奥林匹亚宙斯神

庙的祭坛上点燃火炬，传向世界！这仪式可代表了人类

对火的共同信仰与信念。我国有许多火神庙，也代表着

一种对火祖、对火神的崇敬，也是一种源源不断地汲取

火热的信念与力量的方式！”

大人的事，我俩管不着。我俩只管我俩的事，那就

是能玩就玩！什刹海不管夏日还是冬日，都是人头攒动

[7] 火神庙是俗称，其正名为“敕建火德真君庙”，供奉南方火神，位于什刹海

东岸（曾为京杭大运河积水潭港），始建于唐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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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国的外宾多、各地方的游客也多，他们也都在游玩。

但我俩找清静的地方玩，那就是离开街道，到水面上。

我俩蹲在岸边捞蝌蚪，或者划船，或者溜冰。袁芳不是

很喜欢划船，老说船太小，没有活动空间。我发现她只

要一登上船，眼眶老是红红的，我猜想她一定是想她爸

爸了，想她在大海远洋科考船上的爸爸。我俩都偏爱滑

冰（图 5），自小就能站在薄薄的冰刀上，如马踏飞燕一

般滑翔，自由运动的感觉，无与伦比。

这个假期，我滑冰时常会走神，会想起我爸常挂在嘴

  图 5
北京冬天的什刹海、北
海，那是冰上乐园，童话
世界。但我那时怀疑，其
中的某一块冰可能会燃
烧。（摄影 / 郭友钊）

边的可燃冰，那神秘的可燃冰。我脚下的冰是否有可能就

是可燃冰呢，我冰刀会不会碰到可燃冰呢？如果身边的什

刹海、北海有可燃冰，我爸爸就不需要跑到东北的漠河、

西北的祁连山、昆仑山去寻找可燃冰了，他就可以在家里

过春节了，或者我们一家可以去南方看蜡梅或者红梅了。

什刹海庙会的喧嚣还没有沉寂，暖风似乎吹来了。

滑冰不多时，我感觉出了汗，羽绒服已穿不住了。也感

觉脚下的冰已不那么硬，那么脆，冰刀削出的冰呈粉末

飞溅。大人不敢成群地上冰。我俩也不敢上冰了。我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