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6,000 平方英里）的大陆架主权的申

条约体系

请。
任何主权声明，正如其所声称的那样，
可能会威胁 1959 年签订的《南极条约》

南极领土争夺：英国发表一项声明

的稳定性，该条约冻结了在南极洲（这块
未曾开发的大陆）的领土争端。环保人士

英国正计划对南极沿岸 100 万平方公
里的海床提出领土主权声明。这一声明有
悖于《南极条约》的精神，英国是《南极
条约》的缔约国。该条约明确规定，不得
对南极提出新的领土主权要求。
英国未来进行矿产开发的可能区域
将基于所界定的大陆架范围内，英国所声
称的大陆架边界可能为 350 海里线。

警告说，在南极开采石油和天然气将破坏
南大洋脆弱的海洋生态（系统）。
世界野生动物基金（英国）海洋计划
负责人 Simon Walmsley 坚持认为：“不应
该在南极进行油气开采。那是一片如此脆
弱的动植物生活环境，部分南极海洋生物
可以因温度仅升高 1.1 摄氏度而死亡，这
将给整个南极地区带来重创”。
"得知这一大陆架的主权声明后，我怀
疑政府在提交这一声明的问题上是否足
够慎重。也许这只是一种策略。这不过是
提出这种声明的最后期限（2009 年 5 月）
，
然后许多国家都在趋之若鹜。无论如何我
们决不支持在南极进行油气勘探活动。
《南极条约》现存的管理机制是成功的，
这样的主权声明将会坏事”。
绿色和平组织英国分部气候变化行动
负责人 Charlie Kronick 认为，这种行为极

（ http://www.guardian.co.uk/graphic/0,,2191812,

端不负责任。他指出：“令人吃惊的是—

00.html，凌晓良 译）

—政府不仅在气候变化的国际责任上冲
锋在前，而且在抢购石油上也同样如此。...

绿色和平组织等环保组织谴责英国
声称南极主权

南极洲是世界上现存的、最大的一片荒
野，两极地区正受到气候变化的强烈冲
击。不管你怎么看，（这一举动）都是头

昨天，环保组织谴责英国对南极洲沿

脑发热。”

岸的大片海床（底）声称拥有主权。与此

由于智利、阿根廷和英国所提出的南

同时，绿色和平组织和世界野生动物基金

极领土主权要求范围相互重迭，智利和阿

（会）对英国外交部企图开采这一地区潜

根廷也可能会对这一海域的海床提出主

在的油、气和矿产资源而感到沮丧。

权声明。昨天，智利和阿根廷驻英国大使

英国卫报透露，英国外交部正准备向

馆对此没有做出评论。不过，智利南极研

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CLCS)提出对英

究所所长 José Retamales Espinoza 说，他

国声称的南极领土沿岸 100 万平方公里

相信他们政府会关注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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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200 海里的大陆架，并对大陆架具有资
源勘探开发的专属主权权力；《公约》同
时规定，在海底洋脊上的大陆架可以延长
到 350 海里，但该项规定不适用于作为大
陆边缘自然构成部分的海台、海隆、海峰、
暗滩和坡尖等海底高地。如果大陆架宽度
超出 200 海里，则多出部分须向联合国设
立的“外大陆架委员会”提出申请，该委
员会专门处理沿海国提出的 200 海里以外
大陆架请求。根据规定，一国必须在批准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 10 年内提出其
上个月，
《卫报》透露英国也计划声称

外大陆架的申请，否则，将视为自动放弃

福克兰群岛（the Falklands Islands）附近海

这一权利。《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于 1994

床（主权）后，阿根廷总统基什内尔提醒

年生效，一些国家批准该条约已近 10 年，

联合国，“现在是时候了，英国该结束其

为不放弃外大陆架权利，这些国家纷纷向

在殖民时期奉行的占领即拥有的时代性

联合国外大陆架委员会提出申请。

错误了”。

“南极领土”冻结了吗？

昨天，在注意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已

“南极领土”不是冻结了吗，怎么会

向 CLCS 提出南极海床的主权声明后，英

又提出“南极领土”的外大陆架权利问题

国外交部发言人说，
“为捍卫我们的权益，

呢？
实际上，“冻结南极领土”只是一种

我们即将提出申请，我们是许多提出多个
申 请 的 海 岸 国 之 一 。 ”

通俗的说法。1959 年由 12 个国家发起签

（ http://www.guardian.co.uk/environment/2007/o

订的《南极条约》对南极领土问题采取的

ct/18/climatechange.fossilfuels，凌晓良 译）

立场是“各取所需，下不为例”，即加入
《南极条约》并不意味着成员国放弃先前

外大陆架争夺的战火会烧到南极
吗？

对南极领土的主权主张或要求；加入《南
极条约》也不意味着成员国改变其过去承
认或否认其他国家对南极的主权主张；但

2007 年极地似乎格外引人注目。8 月

《南极条约》生效后，成员国不得再提出

初俄罗斯海底插旗引发的北冰洋海底争

或扩大南极主权要求，且其在南极的一切

夺热尚未降温，南极又擦出海底争夺的火

活动也均不能再构成提出南极主权要求

星。近日，国内多家媒体引述英国《卫报》

的证据。

报道，英国准备就其“南极领土”外大陆

由此可见，《南极条约》并没有解决

架向联合国提出申请，这使南极领土问题

南极主权争议问题，南极条约成员国可以

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根据自己的立场引用条文进行有利于自

都是外大陆架问题惹的祸？

身的解释，因而也并不妨碍 7 个“南极领
土”主张国继续声称保有自身的“南极领

什么是外大陆架呢？ 根据《联合国

土”。

海洋法公约》，沿海国一般可以拥有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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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南极海底的管辖权要求：新西兰学
者谈南极海底管辖权

提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是新的南极领
土要求吗？
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权利主张均
来自 1983 年通过且于 1994 年生效的《联

新 西 兰 坎 特 布 雷 大 学 (Canterbury

合国海洋公约》。多数人认为，
“南极领土”

University)高级法律讲师 Karen Scott 女士，

主张国将后于《南极条约》生效的《联合

在谈到英国计划向联合国大陆架界定委

国海洋法公约》赋予的有关专属经济区和

员会（UN Commission on the Limits of

大陆架权利，应用于其“南极领土”之上，

Continental Shelf, 以下简称 CLCS）提出对

从而主张在南极拥有海洋专属经济区和

南极要求领土的延伸海域管辖权报告时

大陆架，即是扩大或提出了新的南极主权

认为，虽然新西兰还没有提出对（有领土

要求，违背了《南极条约》。但也有人争

要求的）罗斯属地(Ross Dependency) 延伸

辩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确定的沿

海域的管辖权，但保留此权利。新西兰现

海国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是附属于

有的水文地质等环境资料足以提出对该

沿海国陆地领土的，因而其权力主张是一

海域的管辖权。

种“自然赋予”，所以并没有扩大或构成

Scott 女士认为，通过向联合国提交相

新的“南极领土”主张或要求。

关调查数据，是延长保留对南极领土要求

因此，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

期限的做法，多数国家的期限是 2009 年。

后，一些“南极主权”主张国划定了其“南

英国获取、并向联合国提供环境数据也是

极领土”的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范围。英

这个意图，为今后适时提出领土要求作前

国计划提出“南极领土”外大陆架权力主

期的法律准备。

张可视为这一过程的延续。实际上，在英

去年四月，新西兰向 CLCS 提出了管

国之前，澳大利亚于 2005 年向联合国外

辖罗斯属地海底的申请，面积多达 170 万

大陆架委员会提交的申请中就包括其“南

平方公里，相当于新西兰现有国土面积的

极领土”的外大陆架部分。

六倍以上。

外大陆架争夺的战火会烧到南极吗？

澳大利亚对南极管辖面积的要求高

南极是全球最后一块存在管辖争议

达 42%，其中包括要求领土的延伸海域。

的大陆，其归属问题是全球关注的焦点。

但澳大利亚不要求 CLCS 立即就此做出考

自 1983 年南极问题被列入第 38 届联合国

虑。澳大利亚研究认为，当原油价格上升

大会辩论议程之后，联合国对南极问题的

到每桶 200 美元时，在南极开发石油是有

辩论至今未有间断。许多国家赞成将南极

经济价值的。去年五月， Barnaby Joyce

列为“人类共同遗产”，但这一立场也遭

参议员提出，澳大利亚应着手准备在南极

到一些“南极主权”主张国的反对。

要求领土上开发资源。

南极领土问题敏感而复杂，一些国家

（The Dominion Post， 驻新西兰使馆科技处 编

向联合国提出“南极领土”外大陆架主张

译）

的做法是否会引起其他国家的跟进行动，
联合国对此将采取何种立场，事态将如何
发展，值得进一步关注。
（徐世杰 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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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基文将成为首位造访南极的联合
国秘书长

研究和其他活动的需求。智利海军也宣布
重新起用关闭了 3 年的智利海军南极站。
智利议会表示，今年 11 月将组织一些议
员去南极考察,智利总统将陪同联合国秘

据英国泰晤士报 10 月 24 日报道（记
者 James Bone 发自纽约）
，联合国秘书长

书长考察南极。

潘基文计划于近期前往南极，从而成为首

（极地办智利代表处 编译）

位造访南极的联合国秘书长。外交渠道透
露的消息，潘基文将参加于 11 月 8 日在
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举行的美洲伊比利亚人

管理与科研

峰会的开幕式，随后将由智利总统
Michelle Bachelet 陪同，前往位于南极（乔
治王岛的）菲尔德斯半岛的智利空军费雷
基地。由于该半岛上各国考察站较为集中，

SCAR 和 IASC 将举行国际极地年开放
科学大会

潘基文很可能还要顺访毗邻的俄罗斯、韩
国、阿根廷、乌拉圭的考察站和捷克的一
些考察设施。潘基文的访问时值南极领土

由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SCAR)和国际

及领海权属纷争日趋激烈的关口，包括英

北极科学委员会(IASC)共同举办的国际极

国和智利在内的许多国家近日都声称要赶

地年开放科学大会将于08年7月8日‐11日

在 2009 年 5 月截止之前向联合国有关委

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召开，这次大会还将与

员会提交领土及大陆架主权归属的主张，

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第30届会议联合举

这些主张相互重叠，争议将不可避免。潘

行（其中，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第30届会

基文此行将避开领土问题，主要集中在全

议于2008年7月5日‐7日在圣彼得堡召开，

球变暖的话题上，研究气候变化也是他任

而各国代表会议于7月14日‐16日在莫斯科

内

召开）。

的

允

诺

之

一

。

（http://www.timesonline.co.uk ，龙威 译）

这个主题为“极地研究——国际极地
年中北极和南极前景”开放科学大会，被

智利重申保留对南极领土要求的权
利

国际极地年联合委员会认为是国际极地
年期间一系列多学科国际会议的开端，因
此也是由国际科学联合委员会和世界气

自英国提出大陆架要求后,智利也有

象组织联合发起的。

所动作。先是外交部发表声，重申智利保

本次开放科学大会的主题报告共有

留对南极领土要求的权利,并指出，任何国

10个，分别为，甘伯采夫山脉——未被探

家提出的领土要求不影响他们对这个地

索的前沿地区；东方站冰下湖——南极科

区的领土要求。此后，智利外交部长提出

学的一个新的巨大的挑战；过去气候变化

智利准备在明年 5 月前向联合国海底资源

的记录——极地冰芯中的气候记录；现在

委员会提出智利对海底的领土要求,同时

和未来南北极气候变化比较；北极海洋变

宣布增加今年的智利南极预算,增加科学

化——海水变暖和海冰分布区域；气候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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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度主要极地相关会议（10 月
-12 月）

化对极地的影响：永久冻结带、地质学和
地形学；变化世界中的极地科学和文化；
冰原的总量平衡和海平面上升；极地海洋
生态系统和变化者的气候；空间天气——

南大洋观测系统计划编写会议 (限受邀请

梦幻般的科学和极光展示。

人参加)

除主题报告外，还将分为五个议题召

地点：德国 Bremen 市

开科学会议。这五个议题分别为：现状与

时间：2007 年 10 月 1‐3 日

变化；极地与全球的关联；发现的感悟；

目的：制定南大洋观测系统(SOOS)计划，

极地在观测中的有利地位；极地的人类活

详

动和资源。

http://www.clivar.org/organization/souther

（http://www.scar.org，陈丹红 译）

n/expertgroup/SOOS_workshop.htm 或 联

细

信

息

可

登

录

系 Mike Sparrow, SCAR 执行秘书 (email: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冷冻圈研究
主题文件

mds68@cam.ac.uk)。
2007 海洋生物多样性信息大会 (OBI'07)
地点：加拿大新斯科舍省达特默思市，

2007 年 5 月 30 日，在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总部（巴黎）召开的第 14 次“全球

Bedford 海洋所

综合管理计划(IGOS)”合作方会议上，冷

时间：2007 年 10 月 2‐4 日

冻圈观测系统（CryOS）计划获得批准并

目的：主要讨论数据政策，公开免费共享

作为主题文件。各参与方均一致给予了积

生物多样性数据所带来的好处。详细信息

极和生动的评论。他们赞许了报告内容广

可

泛、全面，称其为冷冻圈观测的指南。Keith

http://www.marinebiodiversity.ca/OBI07。

登

录

会

议

网

站

：

Alverson ，IGOS 的两位主席之一，在会
上作了结束性的评述，他指出“冰目前是

国际航道组织（IHO）南极水文委员会会

地球系统中的构成部分”。该计划的最新

议(HCA)

版 （ 5 月 29 日 ） 网 上 可 下 载

地点：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

http://stratus.ssec.wisc.edu/cryos/docume

时间：2007 年 10 月 3‐5 日

nts.html。会议代表还祝贺 NOAA NESDIS

详 细 信 息 可 联 系 Hugo Gorziglia 船 长 ,

的 Jeff Key 作为该计划的主编，冷冻圈研

Director, International Hydrographic Bureau,

究主题文件可当作是 SCAR 物理科学常设

BP 445, MC 98011 Monaco Cedex. (Tel:

科学组的工作成果。该项目同时也是 IPY

+377 93108100; Fax: +377 93108140; Email:

冷冻圈计划的组成部分。CryOS 将成为 IPY

hgorziglia@ihb.mc)

主要遗产，它与 SCAR 冰川组的研究工作
（包括 ISMASS, ASPecT, ITASE and AGCS）
相关。

SCAR 南极地理信息常设委员会(SC‐AGI)会

（http://www.scar.org/news/scarbusiness/，凌晓

议

良 译）

地点：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
时间：2007 年 10 月 8‐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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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在彼此相隔数千英里的南极不

南极点 8 千米（即 5 英里），这些新安装

同地点进行野外考察时，惊奇地发现两种

的地震仪安装在东南极冰盖地表以下约

新的恐龙遗体化石。这两种恐龙此前科学

200 米（100 英尺），并置于一个特殊的钻

界没有记载过，其发现的时间相隔不到一

孔 内 。 欲 知 详 情 请 访 问 :

周。其中的一个恐龙属早期的食肉动物，

http://www.nsf.gov/od/lpa/news/03/pr0333

在另一个恐龙即食草动物在地球进行迁

.htm

徙前已存在了数百年。欲知详情可访问:
http://www.nsf.gov/news/news_summ.jsp?

2002 年度

cntn_id=100340。

重大发现 1：在 NSF 的资助下，研究人员

重大发现 5：南极干谷地区研究。受 NSF

对南极维达湖（Lake Vida，一个南极冰内

资助的、来自波士顿大学的研究人员

湖[an Antarctic "ice‐block" lake]）进行钻探

David Marchant 在《Nature》上与他人合

发现，该湖根本不是由一块冰体构成。该

作发表一篇论文，提出研究南极干谷地区

研究小组在美国科学院学报 2002 年第 12

（the Dry Valleys of Antarctica）的特殊地

期上，披露维达湖湖内可能存在一种先前

貌可为探究火星上类似的地形地貌成因

尚未认识的生态系统，由于湖表面覆盖着

提供一种新的视角，同时也为该行星近来

世界上最厚的、非冰川成因的湖冰，所以

经历过一次冰期这种设想提供一丝证据。

处于寒冷和冰封的环境下，湖中水体盐度

详

信

比海水高好几倍。由于其处于荒芜和寒冷

息 :http://www.nsf.gov/od/lpa/news/03/pr0

环境下，科学家相信该湖泊可作为探寻火

3149.htm

星和其他冰覆世界上古生命证据的样板。

重大发现 6：新发现南极气候已存在了

欲

1000 千年变冷趋势。北卡罗莱纳州大学的

http://www.nsf.gov/od/lpa/news/02/pr02100.htm

Steven D. Emslie 出版了一项 NSF 资助的研

重大发现 2：一个由宇宙学家组成的研究

究成果。他指出，先前并未注意到变冷趋

小组利用南极点站上新型的先进仪器，获

势已存在了 1000 千年， 并在罗斯海域形

取已记录到的早期宇宙最为详细的图象。

成大量的海冰，使得阿德利企鹅约在 2000

这些图象是通过测定宇宙微波背景

年前就离开它们这一繁殖地。另外，他说，

（cosmic microwave background [CMB ]）

他的这一方法也有助于增强对南极洲大

辐射微弱温度差异来合成的。这种辐射是

陆 气 候 变化的 认 识 。欲知 详 情 可访问 :

由约 140 亿年前的宇宙“大爆炸（the Big

http://www.nsf.gov/od/lpa/news/03/pr0313

Bang）”带来的微弱光信号。这一新结果

5.htm

为当前较受推崇的宇宙模式——即“宇宙

细

知

详

情

请

访

问

:

30%的能量是以不与光发生作用的暗物质

2003 年度

形式存在，而 65%的能量则以暗能量形式

重大发现 1：来自美国南极点站新安装的

存在，后者似乎在引起宇宙膨胀的加速”

地震观测站获取的数据显示，该观测站是

提供另一个佐证。剩下 5%的宇宙能量则

地球上观测地震所产生的震动最佳的区

以行星和恒星等形式存在。详细信息：

域，因为地震引起的震动会传播到地球的

http://www.nsf.gov/news/02/pr0299.htm。

每个角落。南极点远程地球科学实验室离

重大发现 3：受 NSF 资助的两位研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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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实地考察与研究发现，两块巨大的南

（the Antarctic toothfish）这两种重要的南

极海冰的运动可能使生活和繁殖在 Cape

大洋动物生活习性的珍贵数据，这两种鱼

Crozier 企鹅栖息地的帝企鹅数量出现明

一直是商业捕捞船只的捕捞对象。这种方

显减少。该栖息地是 20 世纪早期人类首

法可广泛地应用于生活在一定水深的其

次访问过的几个栖息地之一。详细信息：

他动物的研究。欲知详情请访问:

http://www.nsf.gov/od/lpa/news/02/pr0291.htm。

http://www.nsf.gov/od/lpa/news/02/pr0204.htm

重大发现 4：哥伦比亚大学地球观测台的

重大发现 2：伊利诺斯州立大学的 Peter

Robin E. Bell 和同事在《Nature》上发表的

Doran 代表 NSF 资助的“南极干谷地区生

一篇论文中，用事例证明南极东方湖（一

态长期研究”项目组在《Nature》上发表

个深埋于南极内陆冰盖之下的冰下湖）流

文章，指出南极地区气象站长期观测数

体动力学研究为搜寻其东岸积聚的大量

据，加上干谷地区测量到的单独数据，证

冰层中存在生命的证据提供了可能性。科

实整个南极在近３５年来一直在显著变

学家指出，这就为开发湖中微生物资源潜

冷 。 欲 知 详 情 请 访 问 :

力，以及提取湖中水体提供有一种途径。

http://www.nsf.gov/od/lpa/news/02/pr0203.htm

东方湖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湖泊之一，

重大发现 3：在 NSF 资助下，科学家 David

长为 225 千米(英里)，宽为 48 千米 (30 英

Ainley 发现南极罗斯海存在的大量着陆海

里)，深为 914 米 (3,000 英尺)。湖内水

冰和规模空前的海冰几乎使南极大陆一

体被上覆的冰盖密封和处于其重大的压

个最大的阿德利企鹅栖息地孤立起来。与

力之下，目前已与外界的空气和阳光隔绝

此同时，另一位研究人员 Gerald Kooyman

了 35 百 万 年 。 欲 知 详 情 请 访 问 :

发现，冰山的存在也使一小群的帝企鹅不

http://www.nsf.gov/od/lpa/news/02/pr0219.htm

能进行后代繁殖。欲知详情请访问:

重大发现 5： 在 NSF 的资助下，芝加哥大

http://www.nsf.gov/od/lpa/news/press/01/

学 MacAyeal 登上 B‐15A 冰山，对气象站

pr01108.htm

数据进行最后一次更新，科学家可据此来

重大发现 4： 包括 John Priscu（得到 NSF

跟踪冰山的运动轨迹和其小气候。他发现

资助的蒙大纳州立大学研究人员）在内的

B‐15A 冰山和一座稍小的冰山（平整的

一个研究小组在《Nature》上发表文章指

C‐16 冰山）的相撞可能会引起 B‐15A 崩

出，深埋于南极冰盖以下数千米的冰下湖

裂。先前收集的有关冰山运动的数据有助

可能是一种奇特的动植物生活环境，并且

于科学家弄清推动冰山沿冰架移动并最

繁殖了大量生物。他们同时还指出，开发

终流入海中的驱动力是什么。欲知详情请

南极冰下湖需要精心策划和国际社会共

访

同 协 作 。 欲 知 详 情 请 访

问

:

问 :chttp://www.nsf.gov/od/lpa/news/press

http://www.nsf.gov/od/lpa/news/02/pr0212.htm

/01/pr0194.htm

2001 年度

重大发现 5：2 个宇宙学家小组发布宇宙

重大发现 1：在美国南极麦克默多站工作

微波背景辐射(CMB)的壮观图象，这些图

的八人工作组，将摄像机和数据记录器安

象是通过运行在南极的仪器所测得的，是

装在威德尔海豹身上，由此获取了南极银

目前揭示“膨胀理论”（宇宙形成的重要

鱼（the Antarctic silverfish）和南极犬牙鱼

模式）最强有力的证据，欲知详情请访问:
12

http://www.nsf.gov/news/news_summ.jsp?

曾从残骸中发现一具完整（已成木乃伊）

cntn_id=106964

的企鹅，它距今已有 1000 年。这些企鹅

重大发现 6：在 NSF 的资助下，为研究冰

残骸是 Emslie 近来发表的两篇文章所讨论

山的小气候和运动，研究人员在罗斯冰架

的主题。她的第二篇文章刊登在 7 月 10

上掉落的、最大的冰山之一安装了监测

日出版的《美国科学院学报》(美国最一流

器。

的科学期刊)的封面上。
在第一篇文章中她描述所发明的一

2000 年度

种通过圈定阿德利企鹅栖息地并进行定

重大发现 1：气球上搭载的仪器首次获得

年来测定罗斯冰架消长的方法。这篇题为

早期宇宙的详细图象。

“南极罗斯海近 45000 年来阿德利企鹅和

重大发现 2：发现了微生物可以生存在南

气候变化记录”的文章被收录在 2007 年 1

极点极度黑暗、极度寒冷和强紫外线辐射

月由 Larry Coats and Kathy Licht 出版的《地

条件的一些证据。

质学》一书中。这篇文章分析了几千年来

重大发现 3：研究表明各种海洋哺乳动物

气候变化对阿德利企鹅的影响。
作为第一篇文章的姊妹篇，第二篇文

在潜入一定的水深时均采用相同的生理
机制。

章则于 7 月 19 日发表，记载了 200 年前

(http://www.nsf.gov/,凌晓良 译）

企鹅饮食上的明显变化，以及南大洋中以
磷虾为食的海豹和鲸所出现大量的减少。

利用企鹅尸体来测定南极冰运动

目前，阿德利企鹅主要以磷虾为食。然后，
Emslie 的研究表明阿德利企鹅这种以磷虾

在 NSF 资助下，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

为食的习性是为适应海洋环境变化近来

教授 Steven D. Emslie 发明了一种利用碳

才出现的，这是人类所引起的。在海豹和

同位素对企鹅尸体进行定年的方法，据此

鲸出现灭绝之前，企鹅是以鱼类为食，而

可追踪南极冰盖数千年来的进退演化。

南大洋的鱼类资源目前也出现减少趋势。
目前，主要由于人为引起的气候变暖以及

Emslie 教授通过碳同位素定年来估
算阿德利企鹅年龄，由此测定并恢复具有

磷虾（过度）捕捞，磷虾数量也开始减少，

近 4 万 5 千年时间跨度的企鹅栖息地演变

企鹅会迅速失去可选的捕食对象。Emslie'

历史，这是各种企鹅中已知的最长时间记

此项研究得到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录。他利用气候变化的数据绘制出古代企

（NSF）、国家地理学会(NGS)和美国宇航

鹅栖息地种群迁徙图与海冰范围图，由此

局（NASA）的资助。

建立一种全新的、测定冰运动年代的准确

（http://www.usap.gov/news/，凌晓良 译）

方法。

【注】：作为美国联邦政府资助活动，美国南极

阿德利企鹅年复一年地返回同一片

计划（USAP）应向社会公众公布各类研究活动和

栖息地，将大量的残骸（包括骨头、各种

成 果 。 您 可 以 通 过 其 专 门 网 站

组织、羽毛、粪便和蛋壳）留在那里，这

（http://www.usap.gov/news/）来浏览最新的新

些企鹅残骸在南极寒冷和干燥的条件下

闻与事件，或者访问 NSF 网站的新闻页面，阅读

几乎完整地保存下来。北卡罗莱纳州立大

南极麦克默多站印制的“The Antarctic Sun‐”报

学生物与海洋生物系海洋鸟类学者 Emslie

纸。本则最新消息来自美国南极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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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通过空中系统来监测南极
海冰

6232 3514 or 0439 639 227。
本年度，澳大利亚牵头组织的 IPY 项目
随后也将实施，这些项目也将建有各自的
网站。

澳大利亚在南极首次使用直升机和
卫星的激光来测定南大洋的海冰是否随
气候变化而变化。海冰在调节全球变化和
维持南大洋生态系统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南极海冰可能正在变薄目前引起各方关
注。
一个由南极气候与生态系统合作研
究中心(ACE CRC)牵头组织的国际考察队
目前正搭载澳大利亚极光号考察船，在南

浮游植物，ACE CRC 提供

大洋进行为期 6 周的考察。极光号已于本
月初从霍巴特市启程。
安装在直升机上的激光高度计用于
测定海冰厚度，这些数据可用来检验卫星
测 定 的 海 冰 厚 度 数 据 ， 这 是 NASA 的
ICESat 科学项目的组成部分。通过直升机
上的激光高度计进行空中观测，以及海冰
表面现场观测来帮助校准卫星测量到海
冰厚度数据，这样可大面积估算海冰厚

南极磷虾，Stephen Brookes 摄

度。

（http://www.aad.gov.au/，凌晓良 编译）

本次考察领队 Tony Worby 博士说，
目前只完成相对很少部分的南极海冰厚

新获取的海底图像挑战有关南极冰
盖的主流观点

度的测量，也就是说可能会忽视近来气候
变化相关的海冰变化。虽然激光高度计在
北极使用过，但用于检测南极海冰还是第

研究人员运用回声探测设备来获取
海底图像与绘制海底地图，由此提出有关
南极冰盖新的认识。

一次。
海冰物理与生态系统监测研究(SIPEX)
是 ACE CRC 和澳大利亚南极局共同组织
一项国际性项目，有来自 10 各国家的 45
位研究人员参加此项研究工作。它是国际
极地年南极海洋调查项目的组成部分。
SIPEX 同时调查海冰结构、海冰生态学和
海洋食物链间的相互作用，本次考察于 10
月 17 日结束返回霍巴特。更多详情可访

加利福尼亚大学科学家们说，靠近西

问: http://www.acecrc.sipex.aq，联系人，

南极的罗斯海东部海底图像证实，在数百

澳 大 利 亚 南 极 局 Patti Lucas, 电 话 (03)
14

万年前南极冰盖基本形成之时，次大陆参

日举行 SCAR‐MarBIN 研讨会。与会人员讨

与了这一过程。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为这

论在全球海洋生物普查项目和国际极地

个项目提供了资助。

年大背景下 CAML 的整合计划与方案。

对于一个涵盖了全世界约 90%冰雪的

CAML 整合计划的推出日期应在 2009 年 3

地区——南极,它的变化对于了解全球变

月（IPY 活动结束阶段），CoML 各项目的

暖所带来的一些影响是至关重要的。例如,

最后一次年度会议应在 2010 年举行。

在建立气候预测模型时，已将由大气、海

CAML 和其他的普查项目将在 2007 年度

洋变暖造成的冰盖融化视为一个重要的

CoML 大会（2007 年 11 月 12‐18 日）介绍

因子。由于冰的融化,企鹅和其他海洋动物

首个年度的野外普查结果。这些综合性成

的栖息地也随之减少。

果将出现在一套完整的科学出版物系列
和新闻报道中。标有 CAML 出版许可的主

根据科学家的说法，大部分针对“温

要科学出版物已经面市。

室向冰室的转变（发生在 3 千 5 百万年前
的一次气候变化）”的研究仅涉及到东南

在 IPY 2007/09 的 CAML 野外普查活动

极冰盖发育，而他们却没有意识到西南极

中，将收集整合所需的各类数据。CAML

冰盖。当前被称之为“冰室”，是因为它

正在协调 18 艘调查船开展的南极生物多

是地球有史以来相对较冷的一段时间。

样性项目，同时也收集通过旅游船只和浮

加利福尼亚州大学海洋地球物理与

游生物连续性探测计划所收集的数据以

地球科学教授 Bruce Luyendyk 发表评论指

及历史性数据。为确保数据的可比性和一

出， “众所周知，西南极冰盖是地球上

致性，制订了统一的采样协议；为支持定

最为敏感的冰盖、最可能对地球变暖产生

量分析和整合，建立了具有强大统计功能

负反馈” 。

的生物普查数据库。配置了特殊的资源用

西南极的许多基岩位于水下,其上覆

来制作条形码和开展微生物普查。目前已

的冰盖在气候变暖时特别容易脱落并流

任命一 CAML 条形码协调员（英国南极

入海洋,从而引起了海平面的升高。西南极

局）。根据南极海洋生物百科全书计划，

是一片非常大的次大陆,实际为一个半岛，

包括能自行修改生物种类（wiki‐species）

其 尖 端 延 伸到 智 利 南 部, 上 面 覆 盖约 有

网页，即将推出 4 种交叉的鉴定方法（证

250 万立方千米的冰（雪）
。

验用标本、基因序列、图象和元数据）。
，

委内瑞拉已加入“南极海洋生物普查

http://www.ia.ucsb.edu/pa/display.aspx?pkey=162

拉美工作组”(OLÁ‐CAML)这一南美国家官

8，孙依昂 译）

方机构组成的工作组，该工作组包括阿根

(http://www.nsf.gov/news

廷、巴西、智利、厄瓜多尔、秘鲁和乌拉

南极海洋生物普查计划最新动态

圭。1 月 9 日至 2 月 12 日，秘鲁南极研
究所(INANPE)搭载"Humboldt"号船完成一

南极海洋生物普查(CAML)是 SCAR 对

个考察航次，执行 Admiralty 湾的深海底

全球海洋生物普查(CoML)项目的一项贡

生物多样性项目。详细信息请访问 CAML

献。CAML 科学执行委员会于 2007 年 6

网站：http://www.caml.aq/和南极数据门

月 4‐6 日在波兰 Bialowieza 举行会议，并

户 网 站

邀请相关专家出席本次会议，随后于 7‐8

（http://www.scar.org/news/scarbusiness/，凌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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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carmarbin.be/ 。

息 请 点 击 ： 气 候 与 冷 冻 圈 计 划

良 译）

（http://clic.npolar.no/）。

气候变暖危及全世界的山地

（http://www.arctic‐council.org，姜苏 译）

21 世纪冰川与冰盖控制海平面上升

在尼泊尔 Ngozumpa 冰川上的冰川湖
被冰碛拦截，湖面高出谷底 200 米。如果
冰碛倒塌或者发生洪水，山谷将被冲走。

冰川与冰盖中冰的流失使海平面的
上升速度比预期的更大、更快。

（图片由 Doug Benn 摄）
最新一期的《冰和气候时事通讯》聚焦于
全球变暖对山地的影响

（一旦冰川变薄，其滑入海洋中的速度加快。）

WCRP/SCAR 最近一期的《气候与低温
层时事通讯》中冰与气候的最新报道中指

根据科罗拉多大学开展的一项新的

出，气候变化不仅仅危及到北极，而且非

研究预计，相对巨大的格陵兰冰盖和南极

洲、南美洲与欧洲的山地以及喜马拉雅山

冰盖而言，本世纪内冰川和冰盖的冰流失

都会受到气候变暖的影响。UNESCO 最近

和融化会对全球海平面上升产生更大的

发表有关冰和气候的一篇报道指出一些

影响。

世界遗址，如秘鲁的 Huascaran 国家公园、

科罗拉多大学北极和高山研究所的

尼泊尔的 Sagarmatha 国家公园以及俄罗

名誉教授、研究小组负责人 Mark Meier

斯 联 邦 共 和 国 阿 尔 泰 山 的 Golden

指出，这项研究主要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

Mountains 考古遗址都面临受损的危险。

金会和国家宇航局的资助，并推测现今全

安第斯山脉和喜马拉雅山最先面临着由

球海洋中 60％的冰来自于冰川和冰盖，而

融化的冰湖（Glacial Lake）爆发洪水的危

且在过去二十年中冰川和冰盖的冰流入

险，以及洪水过后使得供给人口高度密集

海洋速率明显在加大，现在每年大约有

的地区（特别在印度和中国）的水源减少。

100 立方米冰的贡献量（接近于 Erie 湖中

在最新一期的《冰和气候时事通讯》中也

的水量），而且每年增加了 3 立方米。

提到了其他的危险，比如雪崩和永久冻结

与其相对应的是，科罗拉多大学这一

带的融化。气候变暖引起的冰川融化不仅

研究小组还估计，在流入海洋并引起全球

会影响到山地，导致海平面上升，也会改

海平面上升的冰量中，格陵兰岛占 28％，

变大洋环流。冰川为世界上超过 50%的人

南极洲占 12％，根据此项研究预计到本世

口提供水源，然而目前世界上的冰川正在

纪末，格陵兰尚不会出现冰川和冰盖冰融

融化，而且有许多冰川已经消失。更多信

化而引起的海平面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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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科学背景。

科罗拉多大学北极和高山研究所研
究人员 Mark Dyurgerov, Ursula Rick, Shad

ISAC 是 基 于 一 个 science overview

O'Neel, Tad Pfeffer, Robert Anderson and

document 并由 IASC 和北极海洋科学委员

Suzanne Anderson 以及俄罗斯科学学院科

会(AOSB)发展而来。ISAC 是由科学指导小

学家 Andrey Glazovsky 在 7 月 19 日出版的

组 (SSG)领导并由 ISAC 指导，ISAC 秘书处

《Science Express》(《Science 》网络版)

由 IASC 秘书处兼任。

上联合发表这方面的研究内容。该小组通

(http://www.iasc.se/，唐学远 译)

过综合分析星载、空载和地基观测所获取

人类产生的煤烟是格陵兰岛 20 世纪
早期变暖的诱因

的冰川、冰盖、格陵兰冰盖、东南极冰盖
和西南极冰盖数据来计算冰流失现在和
未来的速率。
(http://www.nsf.gov/news，孙依昂 译）

此项研究的新发现为认识人类活动
如何影响极地气候提供新的视角。

国际北极科学委员会国际北极变化
研究项目
北极的气候与环境变化相对于地球
的其他地区更为快速和深刻。这些变化已
经大大地影响了北极地区的生态和社会
系统。许多变化已经出现在泛北极区域并
且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目前，我们对这

（这一阶段人类产生的煤烟大大增加了，导致了

些变化复杂的系统的认识还很薄弱，需要

雪冰更快地融化。）

研制出一套减缓和适应这一快速变化的

新的研究结果显示，1850 年至 1950

战略，这就需要了解引起该地区这些变化

年期间北美地区的工业发展大大地提高

的原因和生态系统的反馈，同时开发一套

了黑碳（通常被看作煤烟）的数量，这些

更具深度的知识系统。

煤烟降落在格陵兰岛冰川和冰盖上。煤烟

为此，国际北极科学委员会发起设立

会降低雪冰反射太阳光的能力，从而引起

了 ISAC 项目，它是一个长期的、多学科的

这一时期该地区雪冰融化增加、温度增

项目，旨在对北极圈系统环境变化的影响

高，这一发现能帮助科学家更好地理解人

和与全球系统的联系进行研究。ISAC 包括

类活动对极地气候的影响。

物理、化学、生物、生态以及社会经济、

一个由美国沙漠研究所（内华达州里

文化系统，并关注温室气体和其他人类活

诺市）的 Joe McConnell and Ross Edwards

动二者的影响，和影响北极变化的自然变

领导的研究团队在《Science》网络版发表

化。ISAC 将要采取一个系统的方式去促进

文章指出，这些煤烟沉降的增多是由人类

北极系统知识的深化和扩充，并对北极在

所引起的，这一百年中煤烟沉降量是 1850

时间和空间上的变化进行归档。ISAC 将对

年之前自然产生的煤烟沉降量的 8 倍。

社会和科学的北极效应进行观测、集成和

这个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

模拟活动，并提供有关未来影响评估的必

（NSF）和美国宇航局（NASA）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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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极地区在全球环境变化中的作用

煤烟数量的增加会降低雪冰表面反射太
阳光的能力，从科学上讲，反射率或反照
率降低会使雪冰表层吸收更多的太阳能

欧洲科学基金（ESF）即将于 2007 年

量。上述这些变化可能导致雪更早的融

10 月 13 日至 17 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附近

化，从而使下覆的岩石、土壤和海冰暴露

的 Nynäshamn 召开主题为“全球环境变化:

在外；当煤烟含量达到最高时，导致了整

北极地区的作用”会议。会议议题包括：1，

个格陵兰岛在上世纪 19 世纪晚期至 20 世

北极的现状；2, 北极的过去；3，北极与

纪早期出现变暖。

地球系统；4，未来气候变化:北极的发展

这些发现有助于科学家更好地理解

趋 势 。 更 多 的 消 息 请 关 注 :

人类活动对极地气候的影响。

http://www.esf.org/conferences/07240

参加此项研究的研究者 Edwards 补充

（http://www.iasc.se/news/，屠景芳 译）。

说，“为了理解北极气候现在为何变化如
此之快，我们需要探究在人类活动影响气

建立稳定的北极长期观测网络

候前后北极气候是如何变化的？为何发
生这些变化？为了更好地开展此项研究，

为满足科学和社会的各种需要而建

我们需要知道过去几个世纪来煤烟沉降

立一个持久的、共同协作的北极观测网络

的年季记录及其对北极雪（面）反射率的

（SAON）已经引起各方的深切关注，并在

影响，我们的研究结果能使引起气候变化

众多的研究报告和各种研讨会和大会中

的这一诱因（煤烟沉降）更现实地融入到

频繁提到。2006 年 11 月，为给国际极地

气候预测模式中”。

年积累永久性的遗产，北极理事会(AC)敦

(http://www.nsf.gov/news，孙依昂 译)

促各成员国维护和拓展对北极变化的长
期监测。此外，北极理事会进一步要求

“全球气候变化对北极海岸带的影
响”研讨会

AMAP 工作组和其他的 AC 工作组进行合
作，国际北极科学委员会（IASC）和其他
组织进行合作来全力建立协同型的北极

“全球气候变化对北极海岸带的影

观测网络以满足社会现实的需求。建立一

响”研讨会是由国际北极科学委员会

个北极观测网络作为国际极地年遗产这

（IASC）、海岸带陆海相互作用（LOICZ）、

一目标任务已经在 2007 年 5 月召开的第

北极监测和评估计划（AMAP）、全球环境

15 届 WMO 大会获得通过。

变化的国际人类因素计划(IHDP)和世界冻

2007 年 1 月，北极观测网络系统启动

土协会(IPA)等几家机构和计划共同主办。

小组（SAONIG）正式成立，其成员来自从

本次会议将于 2007 年 10 月 1 日‐3 日在挪

事北极相关研究、后勤保障和区域观测的

威特罗姆瑟[挪威北部港市，Tromsø]举行。

国际组织、机构代表和北极土著居民代

欲获得更多的消息，请访问本研讨会主

表。本小组的任务是提供有关如何广泛

页：Http://coast.gkss.de/events/arctic07。

地、长期地开展泛北极观测活动的系列建

（ http://www.iasc.se/news/Arcic_Coastal_2nd_fly

议。这些观测活动能免费、公开和及时地

er.pdf，屠景芳 译）

提供高质量的数据，为认识泛北极和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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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值提供增值服务，并且产生社会效

义发表评论时指出，“如果我们能知道过

益。

去的地质事件，就能以此来探究地球的未
瑞典和加拿大 IPY 委员会已经同意和

来，从事气候变化研究的科学家正在推动

SAONIG 一道来率先启动 SAON 工作，主要

对我们所居住的地球的更深入认识。
”

是轮流举办研讨会。首次研讨会将在瑞典

( http://www.nsf.gov/news，孙依昂 译）

举行（斯德哥尔摩， 2007 年 11 月 12 至

北极海冰消退速度远远超过数据模
式所预测的结果

14 号）；第 2 次研讨会将在加拿大举行
（2008 年春天）；而第 3 次研讨会计划于
2008 年秋季在芬兰举行，将由芬兰气象研
究院主办。更多的消息请关注：

发表在《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http://www.arcticobserving.org/。

的最新研究成果推测，北极海冰目前融化

（http://www.iasc.se/news/，屠景芳 译）

的速度比 IPCC 使用数据模式所预测的结
果要快。夏季海冰的急剧缩小也比 IPCC

大洋钻探研究小组破译北冰洋历史

所预计的要早 30 年出现。
最新研究显示，北极海冰正在快速融

“大洋综合钻探项目”北极钻探考察

化，其融化速度要比最先进的计算机模式

(ACEX)在北极深海海底钻取了沉积物岩

所预测的结果快得多。这项研究是美国国

芯，由此弥补了科学上的这一长期性的数

家气象研究中心和科罗拉多大学共同开

据空白，2007 年 6 月 21 日出版的《Nature》

展的，其结果显示北极海冰融化速度远远

发表了这一研究新发现。该研究小组的研

超出 IPCC 采用的 18 个气候模式所预测的

究表明，在 17.5 百万年前，即早中新世晚

结果。”北极海冰融化：是否比预报还要

期北冰洋经历由被陆地包围的水体（湖泊

快？”这项研究在《Geophysical Research

状态）到贫氧的河口海、再到富氧的海洋

Letters》的网络版上（2007 年 5 月 1 日）

这一演变过程。他们认为，北极环境的这

发表。这项研究主要由美国国家冰雪中心

一变化是由 Fram 海峡演变成了又宽又深

的 Julienne Stroeve 负责,得到 NSF 和 NASA

的海洋通道，含盐的北大西洋水由此进入

的资助。

北冰洋所引起的。由此，科学家相信北大
西洋和北冰洋的深部联系是全球海水循
环模式和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推动力。
2004 年，研究小组在接近北极点的北
冰洋中部的 Lomonosov 海脊顶部钻取了
428 米深的沉积物岩芯。这些沉积物第一
次从地质学角度证实了北冰洋新生代古
环境历史。因为这些海底沉积物的物理与
化学特征，以及微体古生物中保存着纵向
循环系统形成的证据。
（北极九月份海冰面积:实际观测和模式预测）

作为首席科学家之一，斯德哥尔摩大
学的 Jan Backman 在对这一新发现的重要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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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极海冰正在变薄—能更近距离观
测北冰洋的气候和生态系统

这项研究主要参与者之一,NCAR 科学
家 Marika Holland 说，“虽然北极海冰融化
的速度比气候模式所预测的要快,但是实
际观测与模式预测都得出了同一个结论
——北极冰的融化在日益加快,温室气体
的影响作用在增加。” 上图说明了北极海
冰融化的速度比模式预测更快。虚线表示
模式预测得到的平均融化速度，蓝色的区
域表示标准偏差，红线表示通过实际观测

今年，大部分的北极海冰厚度只有 1

得到的融化速度。从 1979 年以来，因为

米，同 2001 年相比，厚度减少近一半。

一直采用了最新的卫星技术，所以，这些

这是德国 Alfred Wegener 极地与海洋研究

观

所组织的北极海域考察取得的初步结果。

测

结

果

相

当

准

确

。

（http://www.awi.de/en/home/，凌晓良 译）

(http://www.nsf.gov/news，孙依昂 译）

网上北极环境地图集更新发布

德国 AWI 研究人员搭乘浮冰块前往
北极点

北极环境地图集网站上提供一般信
息、地图信息、如何使用地图、练习、地
图层（数据）、技术细节、反馈与下载等
内容。主要更新过程包括:
2007 年 5 月 14 日，较少的更新－反
馈信息及技术细节更新。
2007 年 2 月 23 日，服务器转换－网
络人员将这些应用移到一个新的服务器

德国 Alfred Wegener 极地与海洋研究

上。

所(AWI)的 Jürgen Graeser 踏上了浮冰块
开始为期 8 个月的北冰洋航程，将在北极

2004 年 2 月 23 日，连接－每周一次

点 NP‐35 漂流站上进行了一项有特色的国

同步连接来自主数据库 UNEP‐WCMC 的

际极地年项目。uergen Graeser 是该项目

受保护区域信息。

的参与者之一。本次考察于 2007 年 8 月

2002 年 9 月 25 日，小变化－更新并

底从 Sibiria 出发。由于今年是北极海冰最

更正使用者所需的信息：会标出已经扩展

小的年份，开展调查工作一直比较困难。

部分的位置，以及更正部分图例说明，并

不过，目前浮冰块已找到。有关 NP‐35 漂

显示更正部分的地理名称和颜色以及地

流 站 的 详 细 信 息 可 登 录

质项目。

http://www.awi.de/en/research/research_d

2002 年 8 月 23 日,翻新— 整个地图

ivisions/climate_science/atmospheric_circu

被更新并被彻底检查。地图现在使用

lations/expeditions_campaigns/np_35/。

ArcIMS 平台。
2001 年 5 月 18 日，研究向导—为学

（http://www.awi.de/en/home/，凌晓良 译）

生们建立一个网页，提供如何使用地图并
20

获得有关北极的知识。

举行了一个庆祝典礼，为做出突出贡献的

A2001 年 4 月 23 日，土壤项已经被加

研究人员、发明者和创新者颁发 2005/2006

到地图上。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

2001 年 3 月 7 日，地图的下列项被更

1959 年美国国会设立国家科学技术

新：太阳辐射, 降水, 地形学, 地质学和构

奖,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负责这一奖项的

造学.下列项被增加：采矿, 矿产资源和火

评选。国家科学技术奖是颁发给在物理

山活动。

学、生物学、数学、社会科学、行为科学

2000 年 12 月 14 日，地图公开发行。

和工程学等领域具有突出性和开创性科

基本信息：这个交互地图将提供目前北极

研成果的个人，目的是促进对世界的认

地区的环境变量和参数。大量数据来自这

识、推动科技创新，使美国保持全球经济

一地区的数据源（大多数是全球性的数据

的优势地位。

集）和提供给极地考察的各类数据。该项

2006 年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服 务 由 UNEP/GRID‐Arendal 提 供 。

(1)

UNEP/GRID‐Arendal 是联合国环境计划署

对于纯粹数学的基础贡献，以及长期从事

(UNEP)下设的一个环境数据和信息中心。

数学研究和教学。特别是他发现了代数 K

设在挪威的 UNEP/GRID‐Arendal 是 UNEP

理论，并对数学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处理有关北极问题的中心。该项地图服务

(2)

可点击 UNEP.Net Arctic portal。数据主要来

Caruthers――因其发明 DNA 化学合成的

自全球的数据库和各种提供者，这些均标

新方法。这为新生物制药与 DNA 法学指纹

识在这一地图中。这一交互地图的技术基

识别等基因工程以及人类基因组研究提

于 ESRI's ArcIMS 互联网地图服务器传输，

供新方法。

也可通过 ArcIMS o 或 OpenGIS WMS 代理

(3)

服务。

（女） ――鉴于其所开展的深入研究极

(http://maps.grida.no/arctic/, 唐学远 译)

大地推动了对海洋微生物的生态学、生理

密歇根大学的 Hyman Bass――因其

美 国 科 罗 拉 多 大 学 的 Marvin H.

马 里 兰 大 学 的 Rita R. Colwell

学和及其演变的进一步认识。特别是通过
对 传 播 流 行 性 霍 乱 的 载 体 — — Vibrio

美国总统颁发 2005 年度和 2006 年度
国家科学技术奖

cholera(一种 S 形霍乱菌，)的研究，揭示
出人类健康和环境间的重要联系。
(4)

加 利 福 尼 亚 工 程 学 院 的 Peter B.

Dervan ――鉴于其在有机化学和生物学
界面基础研究方面的贡献，以及对教育和
工业创新中的影响作用。
(5)

宾夕法尼亚州大学州立学院的 Nina V.

Fedoroff（女）――鉴于她在植物分子生
物学方面的创新研究，率先开展玉米转位
子的克隆和特征描述；以及她在植物的
DNA 重组和基因修正有关的教育和公共
2007 年 7 月 27 日，布什总统在白宫

政策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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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马 萨 诸 塞 州 工 程 学 院 的 Daniel

国 立 健 康 学 院 的 Anthony S.

(5)

――因其开拓性认识了人类免疫

Kleppner ――因其在原子和光的交互作

Fauci

用（包括 Rydberg 原子）、空腔量子电气力

系统的运行机理，开展艾滋病（病毒）发

学（cavity quantum electrodynamics）和量

病机理的细致性研究，这些工作可作为当

子混沌学等方面的开创性研究，在观测气

前制定艾滋病治疗策略的基础性依据。

体中 Bose Einstein Condensation 方法上的

(6)

技术革新，以及通俗易懂的物理学解释和

其在同类与异类催化作用、有机氟元素化

对科学界的示范作用。

学、新电子和光子材料，以及在配位化学
和固态化学等多个领域中的开创性研究。

马萨诸塞州工程学院的 Robert S.

(7)

西北大学的 Tobin J. Marks ――鉴于

俄 亥 俄 州 大 学 的 Lonnie G.

Langer ――鉴于其在聚合体控制释放系

(7)

统、管道工程和新材料合成等领域的革新

Thompson

性发明催生了新的医学治疗方法，对于人

地区、世界最高的高山冰川中钻取的冰芯

类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作为研究对象，并分析其同位素和化学记

――他开创性地利用从热带

斯坦福大学的 Lubert Stryer ――鉴

录进行古气候研究，他挑战性地收集这些

于其在视觉信号放大的生物化学基本原

消失的气候记录的勇气，使我们能区分出

理教育、基因分析的高密度微波陈列上的

影响我们地球气候变化（包括过去和现

开拓性开发，他编写的《生物化学》一书

在）的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

深深地影响和感染成千上万的学生。

(8)

2005 年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Wiesel ――对视觉系统工作方式的独到

(8)

(1) 西北大学的 Jan D. Achenbach

科 洛 菲 洛 大 学 的 Torsten N.

性见解，研究出大脑神经系统的发育过程

――

鉴于其对波在固体中传播的工程研究和

中的联系方式和工作方式。

教育领域的重大贡献，以及开创了非破坏

(http://www.nsf.gov/news，孙依昂 译）

性的定量评估领域。
达 得 利 天 文 台 的 Ralph A.

(2)
Alpher

――因其在核合成领域开展史无

后勤保障

前例的研究，预言宇宙膨胀会产生背景辐
射，并建立“大爆炸”
（Big Bang）理论的
模型。
(3)

德国新建第三代 Neumayer 站和购置
新型飞机 POLAR 5 提升极地考察能力

加 利 福 尼 亚 斯 坦 福 的 Gordon H.

Bower

――因其对认知心理学和精确心

理学方面的巨大贡献，对记忆和推理的明

德国 Alfred Wegener 极地与海洋研究

晰分析，以及他对于美国科学界和心理学

所（AWI）目前新增大型科考设施，包括

的重要贡献。

添置新型飞机 POLAR 5 和建设第三代南

(4)

斯坦福大学的 Bradley Efron

――因

极 Neumayer 站（the Neumayer III station）。

其在统计学理论和应用上的贡献——特

2007 年 9 月 3 日，德国教育与研究部长

别是引导取样技术，将几何学方法用于解

Annette Schavan 视察了新型飞机 POLAR 5

决了非线性统计问题的非凡能力，并应用

和第三代的南极 Neumayer 站，它们将于

于医学、物理学和天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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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底前运抵南极。在访问期间，这位
部长强调“极地地区与全球气候具有最基
本的联系，为了更深入地了解气候变化，
我们尤其需在极地地区开展研究活动”。
为此，他支持上述两项能力建设项目，总
Neumayer Station III

费用接近 3 千 4 百万欧元。AWI 已委托不
来 梅 港 的 J.H. Kramer und Kaefer
Isoliertechnik 公司来建设 Neumayer III 这
一新站，将于 12 月在南极开始建设。为
确保在冰上的建筑施工能顺利地开展，绝
大部分建筑将事先在不来梅港进行测试
安装。Neumayer III 的建成将确保德国在
南极的长期存在，同时为该区域开展科学

Polar 5 in Reykjavik

研究工作提供平台。该站属于 Helmholz

（http://www.awi.de/en/home/，凌晓良 编译）

联盟（the Association）的大型设备，是南
极 Neumayer III 国际科学与后勤合作项目

英国第 6 代南极哈雷站建设进展

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同于德国以前建设
的南极考察站，主要采用似管状建筑的设
计理念。通过建筑技术创新,建筑物底座将

2006 年 9 月，英国南极局（BAS）的

建在上层雪面上,通过特殊装置将其牢固

主管部门——英国自然环境研究委员会

地固定于地面，16 台配有液压提升装置的

（NERC）与英国 Morrison Falkland 公司签

支柱提供支撑。建筑物高度为 29.2 米，设

订了建设第 6 代南极哈雷站的合同。根据

计使用寿命为 25‐30 年，站上可开展气象

进度计划，第 6 代哈雷站的建设工作将从

学、物理学、大气化学和水下声学观测。

2007/2008 年度持续到 2009/2010 年度，

此外，德国 10 月份将投入使用的新型飞

2010 年新的哈雷站将进行首次越冬。

机 POLAR 5 是一架 Basler BT‐67，专为极

2006 年 10 月，用于第 6 代哈雷站建

地研究而设计制造的，最大飞行距离为

设工作的车辆的相关测试和改装工作顺

2900 千米，能在南极大陆海拔 800 米以上

利完成，两辆配备了特殊的履带系统的

的高度起飞，特殊的设计和精良的科学装

John Deere 拖拉机和两辆安装了预加热系

备使其能满足极地科研的需要。Polar 5 的

统的卡特比勒挑战者牵引车都完成了测

停放地点是 Bremerhaven 的机场。详细信

试 ， 并 由 英 国 南 极 局 的 ERNEST

息

SHACKLETON 考察船于 2006 年圣诞节前运

请

访

问

:

抵南极哈雷站。

www.awi.de/de/infrastruktur/stationen/ne

2006 年 11 月，英国南极局开通了全

umayer_station_iii/。

新的第 6 代南极哈雷站项目网站，以及时
通报项目的最新进展。
2006 年 12 月，英国南极局印发了《第
6 代南极哈雷站最终综合环境影响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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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 3 月，ERNEST SHACKLETON 考
察船从南极哈雷站返回，承担建站任务的
车辆开始在南极进行前期工作。同时，一
个包含 3 个站舱的 1:50 比例的模型开始在
南极进行积雪实验，以研究积雪对哈雷新
站的影响。同时项目人员还对现场场址进
行了规划，如标注临时工作场地、物资堆
放场地等。
图 2：积雪实验

2007 年 4 月，哈雷新站的结构部分开
始在南非开普敦进行组装和实验，其中关
键的“液压腿”的测试工作进展顺利，第
6 代哈雷站的一大特色就是能够依赖图中
的这些“液压腿”提升整个建筑从而避免

图 3：挑战者牵引车拖拉实验雪橇

积雪淹没的危险，同时这些“液压腿”坐
落在特制的雪橇上，必要时可以移动位
置。

图 4：车辆工作中
（http://www.antarctica.ac.uk/living_and_working
/research_stations/halley/halleyvi/，张体军 译）

英国南极局租用俄罗斯大型船只运
输哈雷 6 号考察站建站物资
2007/08 年度是英国南极局建设第 6
代南极哈雷站的第一个年度，需要运输到
南极的物资将是平常的 10 倍，现有的英

图 1：技术人员对“液压腿”进行测试

国南极局船只无法满足运力需求，因此英
国南极局已决定租用一艘俄罗斯补给船
（M/V Amderma 号）。根据有关资料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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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船悬挂俄罗斯国旗，隶属于俄罗斯

新西兰南极空中补给故障

远

东 海 运 公 司 （ FESCO, Far‐Eastern Shipping
Company PLC），该船船长 177 米，总载重吨

新西兰空军的大力神运输机 2007 年

位 23000 吨 。 根 据 计 划 ， ERNEST

10 月 10 日在南极正待滑行起飞时因推进

SHACKLETON 号将于 2007 年 12 月中旬抵

器故障而停飞，机组人员已于近日回到新

达哈雷站，而 M/V AMDERMA 将随后几天

西兰，替换机组人员 10 月 17 日搭乘美国

内抵达。

空军 C‐17 运输机抵达南极维修故障飞机。
经现场更换推进器后，该飞机于 10 月 17
日平安返回基督城。尽管途中一架发动机
停止工作 90 分钟，仍有三架发动机正常
工作，不影响正常飞行。
维修人员说，在零下 55 摄氏度的气

L

温下，维修异常艰难，每工作 10 分钟，

图 5：FESCO 公司的 AMDERMA 号与

就要回到室内恢复 20 分钟，以使维修工

英国南极局的 ERNEST SHACK ETON 考察船

作能进行下去。

（http://www.antarctica.ac.uk/living_and_working

(The Dominion Post,驻新西兰使馆科技处 编译)

/research_stations/halley/halleyvi/，张体军 译）

新西兰实施新年度航空补给计划
美国南极点站安装了网络摄像机
新西兰于 2007 年 8 月 20 日开始实
阿蒙森‐斯科特南极点站是美国国家

施新年度南极航空补给计划，首航使用美

基金会管理的 3 个南极常年考察站之一。

国空军 C‐17 大型运输机，为在斯科特四个

目前该站上已安装了一台网络摄像机

月未得到补给、刚刚度过极夜的 20 名越

（WebCam）
，通过这台摄像机美国南极计

冬队员运送物资。后续航班将为新西兰和

划参与人员、科学家和社会公众可以实时

美国的两个站分批运送科考器材、建筑材

观看到南极点站的考察活动和罕见的地

料以及开展夏季科考的前期准备工作人

球物理现象。为了呈现这些实时图象，美

员。新西兰度夏科考计划 10 月初开始，

国南极研究门户网站（the USAP portal）

但执行打钻计划的 9 名队员首航同机到

开设了一个单独的访问页面。该页面还提

站。

供最新天气状况、站区地图、航空照片和

（The Dominion Post，驻新西兰使馆科技处 编

目前执行的研究项目网址。其他相关资源

译）

连接还包括国家基金会极地项目办公室
网站、南极点站特别报告和 2007‐08 国际

SIPEX 考察航次网站开通

极地年和国际地球物理年网站。
（http://www.usap.gov/whatsNew/，凌晓良 译）

2007 年 9 月 12 日，澳大利亚本年度
首次航次从霍巴特启航，本航次是澳大利
亚 2007/08 国际极地年启动的第一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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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计划将是澳大利亚对国际极地年的重

尽管 Mike 具有较丰富的工作经验，但

要贡献之一。本次考察执行时间长达 7－8

参加相应的培训是必要的。考察站上机械

月，通过考察南极的海冰带来研究海冰物

工和电工共同负责维护发电机，在出发前

理环境和南大洋生态系统结构间的关系。

进行相应的技能培训。所有 2008 年在南

共有 45 名科学家参与这一国际合作行动。

极工作的柴油机机械工目前均获得了发

Tony Worby 任领队，他和 Klaus Meiners

电资格证书。

分别负责物理学和生物学研究调查工作。
目前已开通了 SIPEX 网站以提供航次进展
信息，包括 2 位参与本次考察的教师的报
告（他们将这些素材发到所属的学校）。
该网站每天更新以下信息：航次报告、天
气、航迹、图像和博客。
（http://www.aad.gov.au/，凌晓良 译）
使用装载车清除积雪

澳大利亚机械工期盼 20 年后，终于
踏上南极之旅
Mike Clements 首 次 想 去 南 极 是 在
1978 年，当时他看到悉尼先驱晨报登出的
招聘高级机械工赴南极工作的广告。 他
整整等待了 20 年后，终于实现自己的这
一梦想，并将于 10 月份参加澳大利亚
2007 年第 2 个南极航次前往南极凯西站。
当时，机械工能有机会到南极工作这

‐30°C 下修理 Wilkins 跑道设备

一诱惑激发他离开学校后便开始当了机
械工学徒。Mike 认为他很幸运—能参加
这次机械培训，接受了更系统的专业训
练。目前他已掌握多种机械技能，能娴熟
地从事从车辆与设备维修到供水系统维
护等系列工作。
Mike 将作为设备维护与保养员在南
极度夏，负责凯西站 3 台柴油机和 Wilkins
跑道上的 2 台柴油机，他将于 2008 年 3

机械工在使用凯西站的移动式起重机

月返回澳大利亚。今年是一个令人激动的

Mike 在南极的主要工作是同其他考
察人员一起管理大型的机械车间，必要时
提供相应的培训。他相信，拥有的较多经
验的他能胜任南极的工作。

年份，洲际（南极－澳大利亚）空中运输
即将开通，所以，他的这一岗位富有挑战
性。

（http://www.aad.gov.au/，凌晓良 编译）
26

自人类首次达到南极阿蒙森海域以
来已有 100 多年的历史。不过，这一情形
即将改变。9 月份，来自德克萨斯大学
（UTSA）的 5 位研究人员和来自 Boerne
中学的 1 位教师将加入这一支 22 人组成
的考察队，考察队员分别来几个不同的国
家，整个考察将历时 2 个月。为此，美国
国家科学基金会（NSF） 提供这一研究小
组（UTSA）533,000 美元 的研究经费，主
要研究海冰和南极环境的关系，研究小组
于 2007 年 9 月 1 日从智利彭塔市蓬塔阿
雷纳斯港（Punta Arenas）出发。
不到一年的时间内，UTSA 的研究人
员第二次参与这种南极考察航次。去年 11
月，该校的地球与环境科学副教授 Hongjie
Xie 和博士生 Burcu Cicek 参与科学家和教
师联合参与的第一次国际考察。这次考察
活动为期 3 周，目的是弄清全球变暖是否
影响南极点。.
UTSA 的南极研究小组属于地球与环
境科学系遥感和地学信息实验室。该系希
望通过建立相应的研究人才队伍来参与
NSF 资助的今后航次以便开展海冰观测研
究。
教师与科学家一道考察南北两极
(PolarTREC) 计划主要由 NSF 资助，主要为
中小学教师提供参加极地研究的机会，使
他们有机会同科学家一道开展工作，以此
来提升科学教育。PolarTREC 通过有趣的
主题架起极地研究与教育的桥梁，并营造
出极地科学与文化氛围。欲了解更多信
息 ， 请 访 问 PolarTREC 网 站 ：
http://www.polartrec.com/。
（http://www.polartrec.com/，凌晓良 译）

科普教育

新西兰举办“克赖斯特彻奇市南极
节”
新西兰于 2007 年 9 月 24－30 日举办
“克赖斯特彻奇市（CHRISTCHURCH）南极
节”，这正好是南极夏季的开始。节日期
间安排了大量针对儿童和成人的活动，包
括电影、演讲、展览、旅游和家庭类活动。
本年度的活动重点是庆祝南极斯科特站
建站 50 周年以及新西兰与美国南极合作
50 周年。
历史上，许多南极探险者是从新西兰
克赖斯特彻奇市出发前往南极，克赖斯特
彻奇市作为南极门户而世界闻名。2007 年
1 月，作为南极斯科特站建站 50 周年庆祝
活动的一部分，新西兰总理 Edmund
Hillary 和 Peter Blake 的儿子 James Blake
共同为来自 Dunedin 市的 Jeremy Piggott
颁发南极青年大使这一荣誉，该活动由新
西兰南极局和 the Sir Peter Blake Trust 共
同组织。
（http://www.antarcticanz.govt.nz/press‐releases/
，凌晓良 编译）

中学教师和研究人员同赴南极考察
作为国际极地年 PolarTREC 计划的组
成部分，5 名研究人员和 1 名在高中老师
将参加前往南极阿蒙森海的航次考察。
美国北极研究协会(ARCUS)为本次考
察提供了部分资助，这是 20 个年度航次
计划之一，其中有 1 名教师参加这一科学
考察。该教育计划使教育工作者和科研人
员有机会一同去感受、体验极地生活，协
作参与极地科考。

带有科学趣味的北极旅游航线得到
游客青睐
为什么冰山是蓝的？这是德国不莱
梅港 Alfred Wegener 极地与海洋研究所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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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学家 Hans Oerter 在一个商业游船上授
课时被问到的一个最为普遍的问题之一。
在过去的 18 天里，Hans Oerter 和 180 名
旅游者巡游了斯匹茨卑尔根（Spitzbergen）
群岛、摩尔曼斯克[俄罗斯西北部港市，
Murmansk]和 Nordkapp。
Hans Oerter 说，带有科学趣味的北极
旅游航线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欢迎。游客
对于他们学到的东西很感兴趣，特别是欧
洲的游客，他们很想亲眼看到全球变暖带
来的后果和冰的融化。
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北极旅行者，
Hans Oerter 能够回答游客提出的绝大部
分问题。除了在船上授课外，在到达
Hanseatic’s Zodiaks 登陆地后，他还可以为
好奇的游客做向导和解说。

作研究中心和塔斯马尼亚州教育局共同
资助的。这 3 家机构目前共同策划和组织
一系列的国际极地年教育与科普项目。
Cobb 说：“澳大利亚政府已为这一
联合科考航次提供经费，其目的是更深入
地认识南极海冰和依附于它的生态系统
间的联系。这一绝妙的经历为学生们提供
了直接了解考察队员工作的机会。我感到
非常兴奋的是：本次考察所开展的科研工
作和使用的技术将带到世界各国的学生
课堂，同时希望今后继续开展此类教育项
目，并作为澳大利亚南极计划中的组成。
（http://www.aad.gov.au/default.asp?casid=17，凌
晓良 译）

IPY 宣布 9 月 21 日为海冰节

（http://www.arctic‐council.org/，安春雷 译）

2007 年 9 月 21 日，国际极地年(IPY)
发起“海冰节”活动， 这是国际极地年
的 首 个 节 日 。 这 项 活 动 的 网 站

澳大利亚将学生课堂“搬到”南极

（http://www.ipy.org/index.php?/ipy/detail/sea_ic

环境与水资源部部长助理 John Cobb
说，在澳大利亚政府的资助下，两名来自
塔斯马尼亚州的教师将参加南极海洋科
学考察航次，本航次将于今年 9 月初从塔
斯马尼亚州府霍巴特市启程。
教师南极体验项目将对国际极地年有
所贡献，目的是提升教师对极地的了解，
吸纳和培养年轻一代的极地科学家。
来自 Claremont 学院的 Jane Dobson 和
Geeveston 特区学校的 Caroline Lapworth
两位教师将同科学家一同乘坐澳大利亚
“极光”号（Aurora Australis）破冰船参
加为期 6 周的南极海冰带考察。
"这 2 位教师将每天编写和网上发布
航行日记和科学家的工作信息，通过网站
同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的学生交流和分
享她们的考察经历”， Cobb 同时提到，他
们也将为教师组织课堂活动，回答学生提
问以及编写一系列的教学材料与课程。
该项目是由澳大利亚南极局、南极合

e）已开通，主要为新闻媒体和教育工作者

提供当前项目和考察详细信息、各国从事
极地领域科学家联系信息、图象、背景信
息、有用的网站地址和资源。目前有 30
多个 IPY 项目研究海冰和海冰生态学，主
要开展航次考察、卫星遥感、生态系统观
测、熊和其他生活在海冰上的海洋哺乳动
物监测等研究活动。IPY 海冰节为公众了
解海冰方面的项目，以及同海冰专家交流
提供机会。海冰节还包括系列课堂实验、
海报、知识卡片和投放气球等。此方面更
多 的 教 育 信 息 请 访 问 :
http://www.ipy.org/index.php?/ipy/detail/s
ea_ice_day_educators
（http://www.scar.org/news/scarbusiness/，凌晓良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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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monosov 山脊与其管辖的格林兰陆架相
连接的科学依据。
环北极国家中唯有美国还没有批准
海洋法公约，上述态势足以促使美国的政
治家们加速推动批准程序。
专家认为，北极海域蕴藏着 25%尚
未开采的油气资源。毋庸置疑的是，挪威、
俄罗斯、丹麦、加拿大均有权根据海洋法
公约中陆架自然延伸的条款主张其对北
极一些海域的管辖权。
过去因低温常年结冰，北冰洋海底
的资源无法开发。随着气候变化和温度升
高，开发北极海底资源变成了可能。具有
讽刺意味的是，气候变暖是由于人类活动
大量排放温室气体造成的，北冰洋融化的
结果为人们开发北极海底的资源提供了
可能，而人类在对资源不断开发和使用的
过程中又必然加速温室气体的排放，形成
人类与生存环境关系的负循环。
位于次北极地区的西伯利亚，其面
积是德国和法国的总和，拥有大面积的冻
土层。如果冻土层融化，其有机物在分解
过程与氧气接触发生化学反应，生成的二
氧化碳直接排放到大气中；若湖水下面的
冻土层融化，即使接触不到氧，有机物在
分解过程中产生的是甲烷，甲烷气体是二
氧化碳气体温室效应的 23 倍！
美国阿拉斯加大学北极生物学研究
所的 Katey Walter 博士去年在《自然》发
表论文认为，冻土层融化继之带来甲烷气
体的释放是颗“定时炸弹”。甲烷气体的
释放加速气候变暖，气候变暖进而加速甲
烷的释放，恶性循环达到无法控制的临界
点时，大范围的全球性悲剧就该发生了，
惨剧有可能就发生本世纪。
1969 年 美 国 首 次 登 月 时 ， Neil
Armstrong 的第一句话是“个人的一小步，
却是人类的一大步”。俄罗斯将国旗插在
北极点的大洋海底则被形容成“人类一次
小规模的潜水，却是地球生命的巨大倒

北极事务

北冰洋底的首次深海潜水
2007 年 8 月 2 日，俄罗斯深海潜水器
将一面俄罗斯国旗插在了北冰洋底的海
床上，并从 4000 米深的海底带回了海水
和洋底环境样品。在历史上，美国和前苏
联的潜艇都曾在冰下到达过北极点，但首
次到达洋底却是此次的俄罗斯潜水器。
俄罗斯声明此次科学探险源于罗蒙
诺索夫海脊（Lomonosov）是俄国大陆架
的这一推测。该推测指出从 Laptev 海东部
的新西伯利亚岛延伸至加拿大北极群岛
的罗蒙诺索夫海岭是西伯利亚地台的自
然延伸。
（http://www.arctic‐council.org/，安春雷 译）

气候变化加剧北极争夺
由于气候变暖和北冰洋的融化，导致
争夺北极加剧。俄罗斯于今年 8 月将钛金
属制作的国旗插在了北极点的大洋海底，
以显示其对北极资源的拥有权。根据 1982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各国有权主张
将沿本国陆架自然延伸 320 公里海域划定
专属经济区，俄罗斯此举就是为了证明
Lomonosov 山脊是俄罗斯大陆架的自然延
伸部分。
对此，丹麦、加拿大已经有所动作。
8 月 11 日，加拿大宣布了对北极的管辖
权，总理 Stephen Harper 还宣布拨款一亿
加元修建深水港用于军事训练，扩充并装
备了 900 人的预备役部队，同时预算了 31
亿元用于购置至少 6 艘巡逻舰艇，以加强
北极海域的巡逻。
丹麦目前正在北极海域进行现场调
查，计划用一个月的时间试图找到
29

退”。
（The Dominion Post， 驻新西兰使馆科技处 编

过建议案的方式传达给成员国的国会，然
后被传达给相应的部长并执行。

译）。

（http://www.arctic‐council.org/，安春雷 译）

北大西洋和西北欧理事会简介

西北欧理事会希望欧盟把北极事务
提上日程

就总体而言，北大西洋地区的国家覆
盖了一个很大的地理区域。作为最小的一
员，法罗群岛的陆地领土面积仅为 1400
平方公里，但加上领海，它的总面积则达
30000 平方公里。对西北欧国家来说，广
阔蔚蓝的大海就好比其他国家的绿野和
森林。
法罗群岛和冰岛上的最早居民来自
公元 9 世纪的挪威海盗，而格陵兰的历史
则可上溯至 5000 年前。挪威殖民者在公
元 982 年来到了格陵兰，并在那里居住了
将近 500 年的时间。
在近代，西北欧国家建立了稳固的联
系，特别是在渔业方面。法罗群岛、冰岛
和格陵兰岛生存条件比较恶劣，而且都在
与世隔离的状况下生存与发展，因此他们
在历史文化和自然经济条件方面有很多
共性。
冰岛、法罗群岛和格陵兰特殊的地理
文化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曾被纳入政治
讨论的议题。最终，西北欧国家决定成立
一个议会合作组织。主要目的是和北欧理
事会及其他组织一起促进各国在西北欧
和北大西洋地区公共问题上的合作并使
其向着积极的、有建设性的方向发展。
西北欧国会议员合作理事会成立于
1985 年，1997 年被更名为西北欧理事会，
并通过了现行的理事会宪章。理事会共有
18 名成员，其中，冰岛、法罗群岛和格陵
兰各六名成员。成员年会是西北欧理事会
的最高峰会，理事会的年度工作和活动事
务由主席团组织管理。主席团成员均来自
不同的代表团，分设主席、第一副主席和
第二副主席职务。西北欧理事会的提案通

“欧盟应对北极事务给与更多的关
注，并应成立专门的部门，来负责采集和
整理与北极相关的信息并传达给欧盟体
系。我们也将催促欧盟组建一个北极委员
会” ，西北欧理事会新任主席 Karl V.
Matthiasson 先生近日在冰岛指出。
西北欧理事会建议冰岛、法罗群岛和
格陵兰的政府部门加强与北欧以及其他
北大西洋周边国家的协作，特别是在应对
北大西洋地区的重大自然灾变等突发事
件方面。
西北欧理事会是冰岛、法罗群岛和格
陵兰政府之间的议会合作组织。不久前，
该组织在格陵兰岛的努克举行了每年的
例会。
（http://www.arctic‐council.org/，安春雷 译）

美国与北极
美国在北极的权益
一个世纪以前，美国买下了阿拉斯
加，从此美国成为环北极国家，在这个地
区拥有权益，包括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和
科学研究等方面的重要权益。美国的北极
政策着重关注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人
类健康和土著居民。同时，美国也对日益
扩展的国际合作感兴趣，包括大家共同关
注的北极居留权（residents of the Arctic）
问题、北极理事会 5 个工作组开展的活动
等。
美国参与北极理事会中的活动情况
美国积极参与北极理事会各个工作
组的活动，在 2002—2004 年间担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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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有大约 85,000 位居民。 这个广阔
的区域从阿拉斯加延伸到 Belle 岛海峡,
占有加拿大海岸线和海域的三分之二。

CAFF（北极动植物保护）和 ACAP（消除
北极污染计划）的主席。此外，美国为北
极理事会的 ACIA（北极气候影响评估）项
目启动提供了经费支持，该项目旨在提升
对环北极国家的经济、资源和人口情况等
基础信息的认识和研究。在“可持续发展
工作组”的研究框架下，美国牵头组织了
好几项涉及人类健康和交通基本设施领
域的活动。
北极政策组（APG）
美国北极政策组是一个跨机构的联
合工作组，这些机构都参与了北极计划和
活动，涉及的方面有研究与监测、陆地与
自然资源管理、环境保护、人类健康、交
通与北极政策制订。APG 由美国国务院领
导，每月定期开会，结合北极理事会的相
关活动，研讨和落实美国的北极计划和政
策。
特别工作组
特别工作组的成员分别来自阿拉斯
加州的当地机构、大学、民间组织、非政
府组织以及联邦机构等。这个工作组的作
用是为美国国务院和华盛顿的政要们在
制定北极政策时提供阿拉斯加人有关北
极观点。想了解如何加入这一特别工作
组，可以与 Charles Abernathy 联系，E‐mail
地址是：cabernathy@sso.org。
美国北极研究联合体（ARCUS）
美国北极研究联合体成立于 1988 年，
旨在摸清并整合美国各北极研究团体的
人力与设备资源。ARCUS 是一个非赢利机
构，由各教育机构、科研团体组成，总部
设在阿拉斯加的费尔班克斯。
ARCUS
的
网
址
是
http://www.arcus.org/ARCUS/about.html。

（http://www.arctic‐council.org/，程文芳 译）

冰岛与北极
冰岛在 2002‐2004 年期间担任北极理
事会执行主席国，主席工作纲要如下：北
极理事会是以环境合作为基点的一个区
域性跨政府组织之一。该理事会的环境工
作目前、乃至今后主要推动由北极理事会
下属的环境工作组主持下的许多重要项
目。在担任北极理事会执行主席期间，冰
岛将成功地和连续地推行北极理事会的
环境合作作为重点。 在另一方面，北极
理事会在社会，经济和文化可持续发展方
面的合作其实只有一段很短的历史。因
此，冰岛希望将这一部分列入重点，尤其
是该区域内土著居民的福利和生活质量。
推进北极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和北极理事
会《Barrow Declaration》的目标是一致的。
人类发展评估
北极理事会必须就经济，社会和文化
方面展开进一步合作。 冰岛通过关注北
极居民生活质量和居住条件促进可持续
化发展合作。以这种方式就有可能将居民
所遇到的挑战和机遇结合起来，从而促进
那些希望通过创造经济机会来加强地方
社区建设的项目。在冰岛担任北极理事会
执行主席期间，开展大范围内的北极人类
发展评估。 其目的是提供北极地区可持
续发展的基本看法，同时确定影响居民福
址的因素。要完成此评估就必须收集北极
理事会项目和其它项目的信息。 其核心
是人类社会、文化、经济等福利以及如何
将这些同可持续发展和该地区的自然资
源利用结合起来。 当选取和分析信息与
数据时，需要特别留意性别因素。这个项
目可以增强我们对北极地区人类发展的

（www.state.gov/g/oes，赵卫权 译）

加拿大与北极
加拿大的北极地区占其国土面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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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性与全球性的理解。该报告为进一步
的研究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它还可以推进
对共有挑战和机遇的分析来提高北极居
民的生活条件、基本福利和多种选择机
会。
信息社会，人类资源和新机遇
信息技术在遥远的北极显得更有价
值。因此，必须加强信息技术的利用。目
前中小学都已经逐步使用互联网，这意味
着北极地区可进行大学课程的远程授课。
在人口稀缺区域，利用信息技术创造就业
机遇和支持卫生保健服务的时机即将到
来。这种技术对传播北极问题的信息同样
有用。
为了利用信息技术和改进社区生存
能力，北极居民需要一个具有足够容量
的、高性价比的电信系统。因此政府和各
种运营商之间必须加强合作。 公众、特
别是年轻人对信息技术的兴趣将促使该
系统的开发, 同时增加外界对北极特殊环
境和问题的理解。,这也许能使土著居民在
处理直接影响他们生活质量的问题上变
成实干而不是被动接受。在担任北极理事
会执行主席期间，冰岛会不断支撑北极大
学。由于北极大学存在这方面的大量需
求，2002 年春天设立极圈研究这一国际性
的、跨学科性学士。 信息分发、学生和
指导老师互换,信息技术的进一步利用和
远程教学都将成为北极大学中的重要部
分。
冰岛将主持一个关于“北极地区信息
技术的使用、访问、机遇与障碍”会议，
并寻求同北方论坛（Northern Forum）
、北
极大学和其它机构的合作。

了北部地缘政治的前景并且提供了崭新
的合作机会。 由于北欧国家和俄罗斯已
插手从北冰洋到北美洲的北极地区, 事实
上，地球的北极呈现一个新格局。其实这
个世界早已经存在，只不过被冷战的帷幕
长期掩藏着。
芬兰是第一个抓住这个新机会的国
家。1989 年，为了保护北极环境，芬兰在
八个北极国家中牵头组织国际合作。这个
举措促使了 1991 年在罗瓦涅米召开的内
阁会议。 该会议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
其一它是北极国家的第一个内阁会议，其
二它启动了一个称为“罗瓦涅米进程
（Rovaniemi Process）”持续性的协作行
动。
与此同时，加拿大政府于 1991 年提
出了“环北极八国在经济、社会、文化及
其它领域开展广泛合作”的建议。加拿大
提议建立一个政府间的北极理事会。该理
事会可以作为讨论、协调和政治上指导和
推进广泛合作的论坛，这种合作虽已存
在，但较为零散。1996 年北极理事会成立，
北极环境保护战略为其中的一个目标。作
为“罗瓦涅米进程”的发起国，芬兰特别
关注确保这一常用合作渠道的进步。那时
芬兰已经获得了多边北极合作的丰富经
验，例如北欧国家的北半球合作（North
Calotte cooperation），该项合作可以回溯
至 60 年代，并对于 1993 年欧洲－北极巴
伦支海理事会的成立做出了贡献，俄罗斯
和欧盟委员会也加入该理事会。通过
“Northern Dimension”，芬兰加强了欧盟
介入欧洲北部事务，包括北极区域。
芬兰能为北极合作提供很多相关专
门技术。芬兰在拉普兰有几个生物研究工
作站，用于研究北极生态。北极中心是一
个拉普兰大学的独立机构，开展对全球变
化影响以及人类扰乱了北极自然和北极
社会的自然平衡所带来的后果的多学科
研究。奥卢大学是北极医学的中心。芬兰

（http://www.arctic‐council.org/， 程文芳 译）

芬兰与北极
到 80 年代，北极国际合作已经进入
了一个新时代。 东西方对峙的结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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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其他的高等教育机构的教学和研究
项目中涵盖了一些北极相关问题。
芬兰工业界在北极建筑、北极环境技
术、北极基础设施建设、北极覆冰水域的
运输和航行等方面具有丰富的专门技能
和现代技术。
在成立北极理事会过程中，芬兰特别
关注北极土著居民的地位。 为此，芬兰
允许他们永久参与北极理事会工作。至于
土著居民的介入，值得注意的是：萨米
（Sami）,欧盟中唯一的土著居民，作为永
久性成员参与北极理事会工作。 芬兰的
目标是改善萨米的生活环境以及把他们
充分地融入到北极的可持续发展中。

和北极海洋的污染风险评价以及 Techa
河岸区物种种类评估；
Atomflot 液体放射性废物处理厂排放
的域海放射性污染监测；
使用卫星图像研究环境中放射性污
染的源和运输；
电离污染物的预防与环境保护；
河口对一些重金属和放射核的特殊
运输和及其生物地理化学作用
环境影响评价框架研究；
欧洲高寒区多学科环境研究网络；
地区间论坛项目；
北极气候影响评价。
北极动植物种群保护研究
环极地生物多样性监测网络；
泛北冰洋植物群研究；
环北冰洋极地植被分布图项目；
国际海鸠保护战略和法案；
环极地绒鸭保护战略和行动法案；
海鸟研究成果报告；
北极活动的环境风险分析；
候鸟研讨会；
环极地保护区网络战略和行动法案；
CPAN 海洋报告；
泛北冰洋保护区登记；
CAFF 综述报告_北极保护问题；
CAFF 联络战略；
提议项目：神圣地项目；
提议项目：俄罗斯保护北极地区生物
多样性和减少栖息地破坏的综合生态系
统方法。
突发事件的预防、应急处理研究
海鸟捕获研讨会；
北极指南；
现有活动安排的适度性和有效性分
析；
北冰洋中溢油事件现场处理指南 ；
现有突发事件报告系统的有效性分
析；
极区自然资源风险（石油溢出）地图；

（http://www.arctic‐council.org/， 程文芳 译）

北极理事会研究活动
北极监测和评价项目
北极监测和评价项目（AMAP）二期监
测项目‐国家实施项目与计划；
停止 PCB 使用的多边合作项目和俄罗
斯联邦 PCB 污染性废物的管理；
Nefco 快速跟踪项目；
北极持久性有毒物质(Pts)、食品安全和
土著居民研究；
全球水量评价项目（Giwa ）；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持久性有毒物质
区域评价；
俄罗斯西北部 PCB 研究；
俄罗斯北部 Anderma 站对远距离运输持
久性有毒物质的监测；
大西洋（海水）入流北冰洋监测
（Maia）；
21 世纪俄罗斯北冰洋沿岸河流和外
部污染源潜在放射性扩散模拟；
北极海域放射性污染影响生态学评
价
北极对放射性污染的脆弱性(Avail)‐
巴拿马核装置安装风险及对下游鄂毕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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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环境影响评价指南。
俄罗斯联邦逐步淘汰使用 PCB 和 PCB
污染物管理的多边合作方案。

EPPR 网址；
北极近海岸石油和天然气指南；
高风险的来源控制管理和预防策略；
海岸线清洁评估技术。
北极海洋环境保护
关于更新 1996 年国际协议报告分析；
当前的和潜在的航运活动‐快照分析；
1997 北极近海石油和天然气开发实
用指南；
关于推动陆基的北极海洋环境保护
活动区域行动计划；
蒙 特 利 尔 极 区 海 洋 研 讨 会
（1999.11.28‐1999.12.2）
；
关于俄罗斯联邦、泛俄罗斯地区及北
极地区保护北极海洋环境免受人类活动
污染的国家行动计划；
建立情报交换机制；
北极地区废气废油废迁移指南；
确定船排放废物区域的跟踪活动。
可持续发展研讨会
青年与儿童在北极；
北极远距离医学
巴伦支海区域淡水渔业管理；
沿海渔业管理体系的比较分析；
生态和文化旅游业；
北极生活状况调查；
提议项目：北极本土人健康和环境；
传染病的出现；
北部森林。
北极控制污染物行动计划
俄罗斯北极区域清洁生产工艺的开
展和实施；
俄罗斯二噁碤的风险评估；
俄罗斯北极污染物控制行动意向书
（供北极委员会俄罗斯国家代表团在其
他会议上使用）；
北极周边国家大气汞释放的减少；
俄罗斯联邦残留的废弃杀虫剂的环
境管理。
俄罗斯关于处置和存储放射性污染

（北极理事会，马红梅 译）

气候成为北欧各国关注的焦点
北欧政治家希望北欧国家在 2009 年
联合国气候大会（哥本哈根）举行前就开
展合作。
上周的《北欧日报》报道，北欧国家
将集中研究地球北部的气候。
北欧地区的政治较为单一，因此，气
候变化问题提到了日程的首位。上周，北
欧理事会的政治家们访问挪威北部时，北
欧理事会主席 Dagfinn Høybraaten 说，研
究已经给政治行动提供了基础。
现在，我们必须鼓励北欧政府来启动
环境技术（特别是能源领域）方面的研究
项目，他补充说道。
主席团会议也讨论了在 2009 年联合
国气候会议召开之前，北欧国家联手合作
的可能性。
Høybraaten 也期待着 8 月在奥斯陆举
行的北欧理事会年会上，与北欧国家首相
和总理进行会面。他说道，我们期待着环
境领域的具体行动。
（北极理事会，马红梅 译）

美、加、挪、俄和丹五国联合保护北
极熊，使其免遭灭绝
分布有北极熊的国家正开展合作来
保护北极之王北极熊，使其免遭灭绝，而
现代科技使人们可通过在互联网来观看
北极熊的行踪。
美国、加拿大、挪威、俄罗斯和丹麦
五国在上周达成了一项关于加强监视北
极熊的协议，并同意互相交换北极熊（这
种庞大而又十分稀有的动物）管理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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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五国会议是由美国发起，因为美国计
划将北极熊列为濒危动物。这是自 1981
年以来首次召开此类会议。下一届会议将
在 2009 年召开。
上述五国的许多机构已有过多年的
合作。今年，格陵兰自然资源研究所发布，
挪威和丹麦合作开展的一个项目，使人们
通过互联网便能观看到东格陵兰岛海冰
上的北极熊。
挪威和丹麦的科学家已经在北极熊
身上安装了卫星发射器，正是这些卫星发
射器使人们能够追踪到北极熊的行踪。

（http://www.arctic‐council.org，姜苏 译）

加拿大在北极建设海军
加拿大政府将花费 31 亿加元建造新
巡逻舰以保障加拿大对北极西北通道的
主权。这幅照片展示了深海中的 HMCS
Halifax（照片来自加拿大国防部）。

（ http://www.seaice.dk/Polarbears/2007/PolarBea
rs2007‐30days.kmz，姜苏 译）
（http://www.arctic‐council.org，姜苏 译）

格陵兰猎人呼吁人类共同阻止全球
变暖

加拿大希望在气候进一步变暖时能
使用西北通道

四十岁的 Qillaq Danielsen fra Qaanaq
是 来 自 北 极 格 陵 兰 Thule 行 政 区
（Thule‐district）的一位有 25 年狩猎经验
老猎人，他对于未来十分悲观。在接受格
陵兰周刊记者 Irene Jeppson 采访时，这位
老猎人说：“我相信我们狩猎的对象（北
极动物）很快就会消失。当我在孩提时，
每到十月份，这里的海面就会结冰，然而，
现在要到一月份海水才会结冰。”
另 一 位 猎 人 Uusaqqak Qujaukitsoq
说，北极有许多动物，但在不结实的冰面
上很难猎捕到海豹和北极熊。在 70 年代，
北极的（海）冰十分厚实，通过冰面就抵
达加拿大的任何地方。他认为，如果全球
继续变暖，几年之后将不可能使用冰上雪
橇来进行捕猎活动。他讲述所发生的这些
变化其目的是希望全世界都能够意识到
全球变暖的影响。Qujaukitsoq 认为，唯一
值得庆幸的是—当冰全部融化时，我们就
能捕捉到大比目鱼。欲知详情请访问：
http://www.arctic‐council.org/Arctic%20NE
WS/bilag%20eyew.htm
。

路透社报道：由于未来气候会变暖，
加拿大正在扩充海军舰队。气候变暖会引
起西北通道的海冰减少，从而使其更适于
通航。因此，全球变暖已成为加拿大所考
虑的一个战略因素。西北通道是一条连接
大西洋与太平洋的通道，长期以来，加拿
大一直对北极西北通道声称了主权，然
而，一些国家则认为西北通道的大量区域
应属于国际海域。
在加拿大太平洋海军舰队基地，即不
列颠哥伦比亚省 Esquimalt 港举行的一次
典 礼 上 ， 加 拿 大 总 理 哈 珀 （ Stephen
Harper）说：
“我们要么拥有西北通道，要
么失去西北通道。在这点上我们可别搞错
了，我们政府正打算使用它” 。 哈珀还
说，加拿大政府将投入 31 亿加元用于建
造 6~8 艘巡逻艇。这些巡逻艇将在加拿大
国内建造，并预计在 2013 或 2014 年投入
使用。此外，加拿大政府还打算在北极建
造一个深水港，但具体的建造位置和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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