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游客海洋潜水捞出珊瑚并网晒照片
潜水教练呼吁游客保护海洋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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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新鲜：中国游客晒珊瑚照
漫画人物麦兜曾用其特有的声音这

样描述马尔代夫，“ 那里蓝天白云，椰林树
影，水清沙幼⋯⋯”宜人的生态环境，是该
岛不断吸引游客前往度假的最大原因，但
不是每位游客都爱护如此美好的环境。

今年5月1日，马尔代夫当地的一位中
国潜水教练偶然翻看微信中“ 附近人的照
片”时，惊讶地发现，海滩附近有一位中国
女游客图文并茂地晒出了自己刚捞出的
珊瑚照。他气愤地将这件破坏海洋环境的
事告诉了同为潜水员的小鑫，随后小鑫将
此事发布在了网络上，这个名为《 中国游
客马尔代夫海底捞珊瑚拍照上传，请保护
海洋环境》的帖子得到了不少人的关注。

小鑫介绍说，在这张珊瑚照中，一个
不大的黑色木桌上赫然摆放着一株黄色
珊瑚，照片主人这样写道：“ 刚刚捞到的珊
瑚漂亮不？”对此，爆料的潜水教练劝诫
女游客，希望她能把珊瑚还回大海，“ 这位
女士，难道没人告诉你不能乱碰海里的东
西吗？你还真的收获不小啊，一捞就捞上
来这么大块珊瑚，您知道一块珊瑚的长成
要多久吗？马尔代夫的珊瑚本来就不多，

这么被你一捞就更少了，以后让你的子孙
后代来看什么呀？”

尽管事情已经过去了几天，但如今说
起来，同为潜水员的小鑫依然有些义愤填
膺，“ 马尔代夫是珊瑚环礁群岛国家，这是
在破坏海洋环境，非常不好的行为。”在该
帖下方，不少人认为珊瑚如果带上岸，可以
制作成许多价格高昂的饰品，也有人表示
珊瑚并非珍贵保护物品，带上来也不违法。
那么海中的珊瑚是否真的可以带上岸呢？

谈规则：潜水教练谴责破坏海洋环境
正在泰国参加潜水教练考试的小鑫

虽然仅是一名潜水长，还不能独立带学员
下水，但他回忆称，在自己协同潜水教练
一起带学员的这半年中，此类情况也屡次
遇到。“ 我们带学员下水，首先都要讲一
点，那就是严禁触碰海底的任何东西，只
看就可以了。”他向记者描述说，珊瑚在
马尔代夫并不少见，一般在特定的潜水区
域的水下都有，水下5米就可以看到。

他提到，在马尔代夫潜水时，对于没
有潜水执照的学员，一般采取教练拖带的
形式下水，学员并不需要游动，并且全程
有教练陪同。“ 我个人非常好奇，如果这
位女士有教练陪同，她的教练不可能允许
她做出这类破坏海洋环境的动作。”小鑫
说，由于游客潜水并无经验，全程必须由
教练拖带陪同，他们的所有动作都是由教
练掌控，当游客要做什么动作的时候，教
练有义务和权利去制止，并在水面上实现
告知游客这是不允许的，如果教练没有做
出制止，那就是教练失职。他进一步解释
道，作为现今世界最大的潜水机构“ 国际
专业潜水教练协会”曾规定，如果是教练
监管不力，可能会被注销教练资格。

回忆起过去自己曾看到过甚至有许
多游客将海星等更多的海洋生物带上岸，
小鑫无不痛心地说道：“ 我们看到了之后，也
只能劝诫他们重新将它们放回海里，只是不
知道这些珊瑚和海星还能不能成活。”

本报讯 记者 吴嘉川 《 你的前世我
的今生》，北大学生任翔在网络上的这个
相册被不少人用“ 恐怖”、“ 穿越”、“ 幽
灵”调侃，然而这些都阻止不了该相册走
红。这位北大研一学生酷爱摄影，他将北
大80多年前的一组珍贵资料照，以一种特
殊的方式重新展现在了同学眼前。昔人和
实景的结合，让不少人对于这所知名学府
有了新的认识，任翔说自己仿佛触碰到了
那些照片里的人。

黑白和彩色 历史穿越到眼前
点开相册，黑白与彩色的结合仿佛让

人有种“ 穿越”历史的感觉。原来，任翔将
老照片上昔日校园的背景进行重新拍摄
制作，结合老照片上的人用电脑合成了一
张张全新的照片。

四位身着旗袍、手捧书籍的年轻女学
生漫步在静园前，两旁如今已经枯老的参
天树枝仿佛在诉说时代的变迁；北阁前，
三位上海大一新生站在台阶上，笑着侃侃
而谈；外文楼里踱步而出的两位学生一定
没想到，教学楼两侧的海棠可以开得如此
茂盛；唯有冬天未名湖上，如今还依旧有
进行冰球比赛的学生⋯⋯

这组照片如今在人人网上有过千的
转发和评论，勾起了不少校友的回忆之
余，着实让不少人大开眼界，了解了北大
过去和今天。不少网友发思古幽情：“ 历史
与现实，时空转换，不变的燕园情，千千
结。”也有网友在相册里看到前辈大师们
的风采，叹息自己有些生不逢时，“ 喜欢这
张哎，这个相册好棒，可惜自己没有生在

这个时代。”更有网友戏言，看到图片被吓
到了一回，差点以为那些人真的再次被拍
摄到了照片之中。

照片创意源自二战纪念照
任翔说，自己的这组照片创意来源于

此前看到国外一组纪念二战的照片，“ 当
时摄影师就是将过去的人放在了几十年
后的街道上，这才想到了这个点子。”今年
3月底，他看到在美国哈佛大学念书的同
学晒出了该校图书馆内不少燕京大学的
历史资料照，“ 说实话，我当时真的很震
撼，都是1930年代的照片，都是我从未了
解的北大。”他随即决定重新拍摄北大，并
进行“ 翻新”，前后花费了半个多月时间
进行拍摄，选择角度等他都非常仔细，“ 真
怕毁了这些老照片。”

对于精心制作的这18张照片，他可
谓了如指掌，“ 比如这个当年女学生们
打网球的场地，如今已经建成了篮球场，
网球场往边上移了一些。”他说不少过
去的教学楼如今成了行政楼，只有从老
照片上还可以了解到当初的北大。尽管
已经在北大生活了5个年头，他说自己在
看了这组照片后，发现自己并不了解，

“ 原来，北大女学生们都这么有活力，跳
操、打排球、打网球一样不差。”他说老
照片让自己知道，有这样一群人曾经在
这里生活过，就仿佛在和过去的人交流，
感觉能触摸到她们。

虽然他看到的资料照有近五十多张，
但他说自己目前并没有继续“ 翻新”照的
打算。

本报讯 记者 吴嘉川 实习生 师文
抢座位可以算是不少人的大学回忆之一。
近日，一位名叫“ 王鹏”的网友上传了一
张“ 教室分区图”，将坐在不同位置的人
从“ 酱油”到“ 努力”分门别类，引起了众
多网友的关注，重拾那些年抢座位的记
忆，更有人称其为“ 教室潜规则”。

在“ 王鹏”上传的这张注解为“ 膜拜
奋斗努力的人，顺便打个酱油睡个觉的”
的图片中，整个教室不同的区域被标上了
四种不一样的标签。从中间第一排被独一
无二的称之为“ 奋斗区”，左右两侧第一
排与中间二、三排则被冠上了“ 努力区”
的标签。就在这片“ 努力区”之后的一排
被称之为“ 酱油区”，剩下的就是被不少
同学喜爱的“ 安眠区”了。

这张简单的分区图迅速被大量网友
转发，不少人将其冠上了“ 教室潜规则”
的称号，认为它非常贴切传神。一些网友
对号入座，看看自己到底坐在哪里，回忆

当年的上课百态。有网友说，“ 一直在安
眠区深深安营扎寨，非常贴切！”也有人
称：“ 还是在安眠区和酱油区居多，真的
很一致。”当然亦有网友不以为然，甚至
炫耀般称自己是“ 在奋斗区依然睡觉”。

网友众说纷纭，这其中大学生最有发
言权，还有人总结出了自己班级的一些特
色。上海商学院的程同学就告诉记者，这张
图基本上反映出她们上课时的全部情况
了。她觉得奋斗区和努力区的同学往往是
固定的，更突显该图划分“ 精准”，她说：

“ 我们班级上课第一排中间经常被同寝室
的三个学霸占据，右边第一排也有两个同
学长期驻守。”据她称，其他同学往往不会
尝试坐第一排。上海师范大学的林同学则
认为，现在“ 酱油”和“ 安眠”早已成为了
主流，“ 大部分大学生都在酱油区和安眠区
徘徊，时间长了，那些一直坐奋斗区的同学
反而会让人觉得惹眼。”他笑着调侃道，大
学上课坐在第一排让人感到有些“ 别扭”。

潜水时是否可
以捞起珊瑚？海洋
生物是否可以携上
岸带回家？近日，
一条名为《 中国游
客马尔代夫海底捞
珊瑚拍照上传，请
保护海洋环境》的
帖子引起了无数网
友的关注，发帖人
爆料称，一位中国
女游客在马尔代夫
度假潜水时，晒出
了自己刚捞出的珊
瑚照。

对此，许多网
友质疑称，“ 海洋
生 物 能 否 据 为 己
有？”上海海洋大
学教授则表示，该
游客的行为破坏了
海洋生态环境。
本报记者 吴嘉川

网友自制教室分区图

“ 努力区”到“ 安眠区”，你坐哪？

被拿上岸的珊瑚、海星是否能存活？
海洋中的生物是否可以被拿上岸？记者采
访上海海洋大学渔业资源系主任戴小杰
教授了解到，一些种类的珊瑚的确是受
保护的，“ 尽管并非所有珊瑚都是保护
动物，但是正是由于我们很多游客不会
分辨哪些是受保护的，也可能随手破坏
的就是国际二类保护动物。”他进一步
解释道，游客将珊瑚、海星等海洋生物
带上岸，无非是因为它们比较漂亮，但

是这上面所覆盖的寄生虫等都是未知
的，对于人体也无益处，甚至有时候可
能因为自己知识缺乏，而伤害了濒危珊
瑚，“ 海星之类的生物，带上岸不用多久
就死了，实在很可惜，希望游客能手下留
情。”

小鑫说，海底的环境宁静祥和，水中
生物自有它们的一片天地，潜水只是为了
欣赏，而不是破坏，“ 有时候不仅伤害了
这个动物，还可能会伤害自己。”

随手破坏的可能是国际二类保护动物

燕京大学的“ 前世”和“ 今生”
北大生将80年前照片“ 翻新”

》专家说法

》E 人 E 事

中国女游客网晒的珊瑚照。 网络截屏图

四位女生在校园，背景如今是静园一院。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