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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建立新的应急机制，一旦达到一定的
捕捞限制，可以采取有效的管理措施保护
那些以磷虾为食的动物。”

条约体系

(http://www.aad.gov.au/default.asp?casid=33778 ，

南大洋磷虾捕捞业新管理措施出台

赵卫权 译)

据预测，南大洋的磷虾捕捞将成为世
界上最大的渔业，针对快速发展的磷虾捕
捞作业，南极海洋生物资源保护委员会
（CCAMLR）出台了新的措施，澳大利亚
对此表示欢迎。
南大洋某些海域的磷虾捕捞量增长
很大，在澳大利亚的提议下，CCAMLR
（在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州霍巴特市召
开）对此制订了一系列保护措施，平衡磷
虾捕捞限制和持续增长的磷虾捕捞需求
之间的矛盾，以维持磷虾渔业有序而又可
持续的发展。
澳大利亚南极局局长 Tony Press 博
士，作为澳大利亚的 CCAMLR 代表，指
出，水产业、制药业、食品添加剂等行业
对磷虾的需求日益增长，“磷虾渔业面临
着快速的发展，渔业投资的加大、新渔业
技术的运用、磷虾油及其他生物制剂的市
场拓展都使环境保护问题显得尤为迫
切”，“今年 CCAMLR 年会上制定的措施
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可以确保我们在磷虾
大规模捕捞前搜集足够的科学信息。”
据 Press 博士所说，基于最新的科学
评估，东南极沿岸的总容许捕捞量已经从
45 万吨大幅增长到 264.5 万吨。澳大利亚
于 2006 年对该海域进行的一项磷虾资源
调查显示，该区域估计有 2875 万吨的生
物量，可以维持这样一个规模的捕捞。
Press 博士还指出，“要实施有关措施，
所有在 CCAMLR 管辖区域内进行磷虾捕
捞的船只必须加入 CCAMLR 船只监测系
统，在东南极作业的渔船必须有观察员在
船上监督。同时还需要及时报告磷虾捕捞

CCAMLR 要求各成员国保障在南大洋
捕捞作业人员的安全
澳大利亚已经促成了一个旨在提高
南大洋渔业船只安全的提议。南极海洋生
物资源保护委员会（CCAMLR）在霍巴特
召开的 2007 年会上，采纳了澳大利亚的
提议：所有 CCAMLR 成员，必须要求它
们在 CCAMLR 管辖的南大洋海域作业的
渔业船达到一定的安全标准，包括配备救
生设施和通讯设施。
CCAMLR 澳大利亚代表、澳大利亚
南极局局长 Tony Press 博士指出，伴随着
在南极和亚南极海域作业的船只增多，海
难事件也会相应增多。“在南极海域的海
难进行紧急援助受到环境条件的制约：地
域遥远，破冰船有限。渔业船的船主和作
业者必须清楚地意识到在这片海域捕捞
作业的危险性，并作好充分的防护措施。
因此澳大利亚在 CCAMLR 年会上提出了
上述提议，并得到认可。”
(http://www.aad.gov.au/default.asp?casid=33782 ，
赵卫权 译)

Paul Hargreaves 再次当选新西兰南
极局管理委员会主席
新西兰外交贸易部长 Winston Peters
宣布，再次任命 Paul Hargreaves 为新西兰
南极局管理委员会主席，同时，气候变化
与可持续发展问题顾问 Robert Fenwick 接
替退休的委员会成员 Francis Small 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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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委员，本届委员会任期到 2010 年 6
月，成员分别是：Paul Hargreaves (主席) ；
Jo Breese；Rob Fenwick；Graham Fortune；
Kerry McDonald ； Janice Molloy ； John
Montgomery。
新西兰南极局设有一个 7 人组成的管
理委员会。委员会成员每三年任命一次，
由外交贸易部长与委员会主席磋商后决
定。每一届任期可以由部长延长三年。
新西兰南极局的工作情况由管理委
员会成员共同向外交贸易部长汇报，其职
能由委员会来界定。委员会的基本职能是
管理，具体包括：
（1）为新西兰南极局设
立战略目标，并在国家法律框架下及经费
预算范围内制订有关政策，譬如制订年度
工作计划；
（2）任命南极局局长，监管南
极局和局长的工作；
（3）与部长、国会及
公众保持良好的互动，向他们说明南极局
的工作及管理情况。南极局局长负责员工
及南极局事务的管理。

图 1：即将运往南极的月球太空舱充气后的形态

ILC Dover 公司是这次行动的合作
方，它制造了这个太空舱模型。测试期从
2008 年 1 月到 2009 年 2 月，这 13 个月的
实验数据将由 NSF、NASA 和 ILC Dover
共享。可充气式太空舱的设计考虑了很多
与宇航员太空生存有关的因素。
NASA 探索宇宙任务执行委员会星球
系统的负责人 Paul Lockhart 指出，“在地
球上环境最恶劣、最遥远的地方测试可充
气式太空舱，可以让我们了解它被用于月
球探测时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这个可
充气式太空舱看起来有点像孩子们玩的
充气游戏屋，当然结构上要复杂得多。它
有隔热、加热功能，还有电力供应系统。
它有 384 平方英尺的生活空间，最高处高
达 8 英尺。在测试期间，工程师将通过传
感器来监测太空舱的工作情况。

(http://www.antarcticanz.govt.nz/, 赵卫权 译)

管理与科研
美国在南极极端环境下测试月球太
空舱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和美国
航空航天局（NASA）将利用南极严寒、
恶劣、偏远的自然环境来测试一种新的月
球太空舱建筑，通过它在南极为期一年的
使用情况来考察这种可充气式太空舱。
NSF 和 NASA 的官员们在这个建筑
物被打包运往南极的麦克默多站前，在美
国特拉华州的 Frederica 镇看到过它充气
成型后的样子。麦克默多站是美国在南极
的三个常年考察站之一，由 NSF 负责管
理。

图 2：NSF 和 NASA 官员视察太空舱

NSF 对能用于南极野外考察的更轻
型、更易搭建的建筑物很感兴趣。现在南
极使用的是 50 年前设计的“Jamesway hut”,
看过电视系列剧“M*A*S*H”的人对此一
定不陌生，那种小屋与将被测试的建筑物
比，显得体积庞大、结构复杂。现在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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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的 “Jamesway hut” 尽 管已 经 比 以前的
轻，但还是太硬，不便运输，隔热性能不
佳。在这次新型建筑物的测试过程中，NSF
将考察研究包装、运输、搭建、能耗、抗
灾等问题。
NASA 的星球计划想在 2020 年前再
次将人类送到月球上去。宇航员到达月球
后，将要搭建一个可供长期逗留的“月球
基地”。需要考虑的是，这些太空舱不仅
要能为宇航员提供庇护，而且要易于送达
月球表面。
“要想让 1 磅的物资送抵月球表面，
我们要发送 125 磅的运载材料和燃料来完
成。”Lockhart 说，“因此我们在设计时要
考虑轻质、耐用。这种可充气式太空舱模
型可以多次拆装，而且只需四人花几个小
时就能搭建而成，满足在登月点的考察需
求。”
为了月球探测，星球计划正研制新的
太空飞船、运载火箭、以及用于月球表面
的交通和能源系统。充气式太空舱的研制
属 NASA 创新合作计划的一部分。
（译者注，Frederica 是美国特拉华州
肯特郡的一个小镇，人口 648 人，镇上有
家著名的 ILC Dover 公司，该公司曾经为
20 世纪 60 和 70 年代的美国阿波罗计划生
产宇航服。）

活动较多。”挪威极地研究所环境管理与
测绘部门主任 Bjorn Fossli Johansen 这样
告诉记者。“一些人正驻扎在挪威 Troll 站，
一些人参与了挪-美联合横穿东南极行动，
目前正朝着南极点挺进。此外，一个人驻
扎在法国 Dumont d’Urville 站，一人正在
前往 Bouvetoya（不韦岛）的途中。还有
一个人目前在航行至南极半岛一带的
‘Nordnorge’ 号 和 ‘Fram’ 号 快 轮 上 进 行 视
察。”Fossli Johansen 进一步解释说。
登船视察与监督属于挪威极地研究
所履行的对挪威南极活动进行环境管理
这一职责。依据这一职责，挪威极地所负
责视察与监督往返南美洲与南极大陆的
挪威船只。南极夏季期间，每天有近三十
艘船只往返于这一区域，其中包括三艘挪
威船只，而挪威船上的乘客 30％属于挪威
人。“船只视察工作在今后的几年里还会
有所加强。去年‘Nordkapp’号快轮事故和
今年初秋一名探险人员的失踪，更加说明
了视察工作的必要性。”Fossli Johansen 强
调说。
如今，全世界开展南极活动的热情普
遍高涨。一项国际极地年的项目将致力于
开发出一种高清晰的视图 － “南极陆地
资源卫星图像整合图（LIMA）”。LIMA 所
使用的图像由美国航空航天局 1999 年发
射的 Landsat 7 卫星拍摄，共精选了 1100
幅的电子图像。这是迄今为止精度最高、
无云遮挡的、高分辨率的南极彩色图像。

(http://www.nsf.gov./news/news_summ.jsp?cntn_id
=110657&org=OPP&from=news，赵卫权、张体军
编译)

（ http://npweb.npolar.no/english/articles/Norweg

挪威南极活动呈现新的高潮

ian%20activity%20in%20Antarctica，单琰焱 译）

除 19 世纪末的捕鲸行动以外，挪威
的南极活动从没像当今这么活跃。目前挪
威极地研究所已分别派出人员前往南极
大陆的五个不同区域。“由于挪威实施了
大批的南极科研项目，所以，当前的南极

澳大利亚的国际极地年行动
澳大利亚在国际极地年期间主持 8 个
科研计划，与其他国家联合主持 3 个科研
计划，参与 46 个国际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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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主持的科研计划有：
• 南 极 海 洋 生 物 普 查 （ Census of
Antarctic marine life ，CAML）
• 南 极 与 南 大 洋 气 候 （ Climate of
Antarctica and the Southern Ocean，CASO）
•南极外来物种（Aliens in Antarctica）
•极地人类生物和医学研究（Taking
the Antarctic Arctic polar pulse，TTAAPP）
•太阳变化与大气过程的关联（Solar
variability
linkages
to
atmospheric
processes，SLAP）
•南极高原的天文学观测（Astronomy
from the polar plateau，AstroPoles）
• 国 际 南 极 研 究 院 （ International
Antarctic Institute，IAI）
•国际考察队（International research
expedition，RSV-INTREPID)
•甘伯采夫山脉的演化（Evolution of
the Gamburtsev Mountains，AGAP）
•南极海冰（Antarctic sea ice，SIPEX)

人类需适应变化中的生存环境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IPCC）
通过了 2007 年气候变化第四次评估报告，
这份报告提供了大量有关北极气候变化
影响的有力证据。IPCC 第四次评估报告
“2007 年气候变化”已正式完成，并于 2007
年 11 月 17 日发布了综合报告。第四次评
估报告包括 3 卷和 1 份综合报告，主要全
面评估了全球气候变化的现状。
基于先前评估所取得的发现，这份报
告指出气候变化是明确的，它的影响是持
续的、而且很多情形下是加速的。北极变
暖几乎是全球变暖速率的两倍，而且已经
产生了重要影响，这引起了北极地区和全
球性的普遍关注。这些影响包括海冰消
失、永久冻土带解冻增多和物种分布发生
变化。极地地区在驱动全球气候中扮演着
重要的角色，北极气候系统对气候变化的
反馈将放大气候变化对世界其他地方的
影响。在北极，气候变化正影响着人类的
活动，特别是食品供应、人身安全、运输、
资源开发和基本设施的稳定性。因而人类
必须适应变化中的生存环境，而且现在就
要开始规划。

(http://ipy.antarctica.gov.au/，赵卫权 译)

英国南极调查局的南大洋研究工作
受到政府称赞

（http://arctic-council.org/article/2007/11/ipcc-iv，

英 国 科 学 技 术 特 别 委 员 会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elect Committee)
在其出版一份报告中称赞了英国南极调
查局在南大洋的研究，并指出其意义非常
重大。这份研究报告强调，地球上的海洋
是人类在这个星球上可持续地、舒适地生
存的基础。它同时呼吁成立一个新的海洋
科学机构来研究英国海洋科学战略和制
定一项新的海洋计划。

孙依昂 译）

新西兰南极局发布 2006/2007 年度
报告
新西兰南极局 2006/2007 年度报告已
经发布，可在相关网站下载。年报是一份
官方文件，于每年 10 月份发布，详细介
绍了新西兰南极局开展的活动、目标计划
书及执行情况。年报除介绍包括科学研究
以及环境保护等工作，还报道了相关的教

（http://www.antarctica.ac.uk/，孙依昂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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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和南极冰盖中的古气候记录。
（4）Susan
Solomon: 美 国 国 家 海 洋 和 大 气 局
（NOAA）地球系统研究实验室（位于科
罗拉多州博尔德市）的资深科学家，因在
大气和臭氧方面的研究（包括臭氧洞化学
成因的研究）而闻名。很多基础研究都在
南极的麦克默多站开展。她的研究结果为
蒙特利尔条约禁止使用破坏臭氧层的氟
氯烃提供了科学依据。Solomon 由于她出
色的工作获得过国家科学奖章，NSF 正是
国家科学奖章计划的管理机构。
（5）Karl A.
Erb: 美国南极局的负责人，该局全面管理
美国的南极研究。Erb 认为，在国际极地
年期间，把奖颁给这些优秀科研人员是很
恰当的，这些科学家在相关的科学领域都
取得了突破性的研究成果，为整个人类做
出了贡献，值得期待的是，他们及其他科
学家们在将来会取得更令人振奋的科研
成果。
罗威尔·托马斯探险家俱乐部奖得名
于一位曾经的俱乐部成员罗威尔·托马斯
（1892—1981），他是一位作家、探险家、
播音员，曾在阿拉伯武装起义期间跟随报
道 T.E. 劳伦斯，使“阿拉伯的劳伦斯”闻名
遐迩。曾获得过罗威尔·托马斯探险家俱乐
部奖的有 Isaac Asimov, Sylvia Earle, Carl
Sagan, Buzz Aldrin, Kathryn D. Sullivan,
Sir Edmund Hillary and Wade Davis。今年
获此奖的人还有：
（6）海洋学家 Richard Feely：他来自
NOAA 太平洋海洋环境实验室（位于华盛
顿州西雅图市），是研究海洋酸化问题的
专家。他作为主要作者，发表了一系列重
要论文，揭示了海洋在吸收过剩二氧化碳
中的作用以及富二氧化碳对海洋可能造
成的影响。（7）Will C. Steger: 知名极地
探 险 家 、 作 家 和 演 说 家 。（ 8 ） Sarah
Robertson 和 Adam Ravetch：他们执导了
国家地理电影公司制作的电影“北极传

育、媒体、艺术计划以及新西兰参与南极
条约有关会议的情况。
(http://www.antarcticanz.govt.nz/，赵卫权 译)

美国科学家因气候研究上的突破性
成果荣获罗威尔·托马斯探险家俱乐
部奖
2007 年 10 月 18 日，两名获得美国国
家科学基金会（NSF）资助的科学家，一
名参与美国南极计划的冰川学家以及一
名美国国家科学奖章的获得者，由于他们
在气候科学研究的前沿领域取得的成就，
获得罗威尔·托马斯探险家俱乐部奖。这一
奖项由该俱乐部主席颁给那些在各自的
研究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人。2007 年度的
8 位获奖者中，有 5 位是联邦政府机构的
科学家或从联邦政府获得了资助的科学
家。今年的颁奖主题是“探索气候变化”。
这 5 位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有关的获奖
者包括：
（1）W. Berry Lyons: 获得过美国
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资助，是俄亥俄州立大
学伯德极地研究中心主任，麦克默多干谷
长期生态研究（LTER）计划的主要负责
人，这次获奖的原因是他在全球气候变化
中的地球化学领域所做的研究。（2）Paul
Mayewski: 获得过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的资助，是缅因州大学气候变化研究所的
主任，他获奖的原因，用俱乐部的话来说，
是其“对气候突变及人类对大气化学的影
响的研究发现在气候变化研究领域引起
了重大的变革”。Mayewski 同时还是国际
横穿南极科学考察计划（ITASE）的倡导
者和负责人，这个计划由来自 21 个国家
的科学考察队组成。
（3）Julie Palais: 领导着 NSF 极地计
划办公室(OPP)的南极冰川计划。她获奖
的原因是利用冰芯中的火山灰研究格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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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译者注： T.E. 劳伦斯是一位二十世
纪英国文坛上的军人作家，因其成功地领
导阿拉伯部族反抗土耳其帝国的统治，被
誉为"阿拉伯的劳伦斯"。后有一部根据他
的真人真事拍摄的影片《阿拉伯的劳伦
斯》。)

阿德雷企鹅的数量仅是 25 年前的 65%；
Chinstrap 企鹅减少了 30%到 66%；帝企鹅
比 50 年前减少了一半。气温升高和大风
日数的增加，使许多企鹅蛋和幼企鹅被大
风卷走。该报告呼吁工业化国家积极行动
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以拯救和保护南极
和整个星球的健康环境。

(http://www.nsf.gov/news ，赵卫权 译)

（The Dominion Post，驻新西兰使馆科技处 编
译）

南极冰盖融化具有全球影响
南极地质钻探计划寻找南极气候史
的罗塞达石碑

2007 年 11 月 27 日，英国南极调查局
冰川学家 David Vaughan 在英国国家博物
馆做了本年度主题科学演讲。Vaughan 教
授的报告题目是“洪水警告？冰盖融化对
全球的影响”。在其报告中他揭示了南极
冰盖的融化将对英国防洪的重要影响。先
前的演讲者还有 Winston 阁下, Richard
Dawkins 教授以及 David Attenborough 阁
下。

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的南极
地质钻探计划于 2007 年 11 月展开第二次
现场考察，科学家们将从沉积岩芯中寻求
关键信息，将几十年来南极地区的古气候
研究与地球其他区域结合起来，从而详细
描绘出南极冰盖对全球变暖的响应。（译
者注：罗塞达石碑(Rosetta Stone)一词原指
一块致使人类破解了古埃及文语言的特
殊石头，在此指南极沉积岩芯中保存的能
揭示南极气候演变历史的关键信息。
）

（http://www.antarctica.ac.uk/，孙依昂 译）

气候变暖导致南极企鹅数量大幅下
降

(http://www.nsf.gov/news ，赵卫权 译)

冰盖模式优化研讨会将于 2008 年 7
月在俄罗斯召开

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在近期提
供的题为“南极企鹅与气候变化”
(Antarctic Penguins and Climate Change)报
告指出，随着气候变暖、南极冰雪融化，
使企鹅生存环境受到严重威胁，导致企鹅
数量大幅度减少。南极半岛变暖的效应是
世界平均水平的五倍，严重影响了
Chinstrap、帝企鹅、巴布亚和阿德雷等四
种企鹅的生存环境。西南极（海域）被海
冰所覆盖的面积仅是 26 年前的 40%，导
致磷虾数量明显减少，而磷虾是企鹅的主
要食物来源。
半岛西北部沿岸是变暖最快的地域，

冰盖模式优化研讨会将于 2008 年 7
月 5-7 日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市举行。鉴于
冰盖在控制全球海平面上的重要作用，以
及目前在模拟气候变暖引起的冰盖裂解
（the disintegration of ice sheets）方面上的
不足，适时组织本次研讨会。其目的是共
同达成一套技术方案来更好地：
（1）提高
对引起（气候）快速变化的冰盖变化过程
的物理学认识；
（2）将改进后的物理学认
识加入数字模型中；
（3）引入适当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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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模型校准和验证；
（4）构建整个冰盖
预测模型，以更好地融合非线性冰盖对环
境驱动(表面物质平衡变化、流动的冰架和
冰舌支撑物的失去以及海平面上升)的响
应。
本次研讨会计划在 SCAR/IASC 联合
召开的开放性科学大会之前举行。会议议
程包括一天的特邀报告、一天的分组讨论
和半天的总结性讨论。我们期待来自冰川
学、高纬地区海洋学和气象学、地球物理
学等学科的 50 位专家能够到会，这些专
家既有来自模式研究机构的人员，又有来
自观测机构人员，还参与观测计划的人
员。我们已经确定了以下的 5 个研究主题。
我们目前对这些主题的认识不够，但它们
在冰盖模型中却非常重要。
（1）冰川内部：
冰缘过程和冰川内部通过纵向压力微扰
的逆向传输进行的输出间的相互作用；
（2）冰盖侧缘：冰架倒塌与冰山裂解的
环境控制；
（3）基底边界：地质和地形对
于冰川快速流动的控制，冰下水文学在冰
川流出中的作用；
（4）表面边界：表面物
质平衡的控制；
（5）将小尺度过程融入冰
盖数据模型。其目的是利用现有研究小组
来制定 SCAR/IASC/CliC 项目的科学计
划，该计划中列出 2008 年－2013 年的研
究与观测方案。重点是研究格陵兰冰盖和
南极冰盖以及它们动态变化最大的组分。
这样的话，这个提议的项目和其他项目来
替换 SCAR 现有的 ISMASS 小组，这个计
划会发表在 SCAR 和 IASC 的系列报告。
这个科学计划的初稿将在会议期间完成，
将 2008 年 9 月进行发放以供评论，评论
的截至日期为 2008 年 11 月。本次研讨会
将由 SCAR (ISMASS) 和 IASC (WAG)共
同举办， WCRP’s CliC 项目和 CReSIS
共同协办，其他相关的项目、组织和机构
也参与。

asc-workshops，孙依昂 译）

史无前例的北冰洋海底考察
没有人看到过北冰洋洋底, 从科学角
度来看，人类对北冰洋洋底的了解甚至不
及对月球的了解。2007 年 7 月，一支科学
考察队将乘坐瑞典破冰船 Oden 号，首次
利用水下和冰下机器人探测 Gakkel 洋中
脊上的生物∗，Gakkel 洋中脊是地球上最
“与世隔绝”的洋区。作为国际极地年研究
与教育计划的一部分，这次的考察活动得
到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资助，来自伍兹
霍尔海洋研究所的科学家们将会在网络
电子杂志上以影像和照片的形式记录他
们的 40 天
（2007 年 7 月 1 日至 8 月 10 日）
航程，同时在 8 家美国国内的科技博物馆
内可以看到一系列实时的现场考察画面。
如果想要更多地了解这次史无前例的北
冰 洋 底 考 察 活 动 ， 请 访 问 网 站
http://polardiscovery.whoi.edu/expedition2/i
ndex.html.
(译者注：Gakkel 洋中脊，这一水下
山脉从格陵兰以北至西伯利亚，长 1100
英里，构成了大西洋与太平洋二大地质板
块的边界。)
(http://www.nsf.gov/news/now_showing/more/arcti
c_seafloor.jsp，赵卫权 译)

后勤保障

极地考察人员需要充分的心理准备
一项新的研究表明，南、北极考察人
员，不仅仅需要健康的体质来应对各种挑
战，而且需要健康的心理来适应如此遥远

（ http://arcticportal.org/iasc/science-developmen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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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重压之下我们该如何相处，这一点至关
重要。”
研究人员希望他们这方面研究能帮
助弄清楚人类在执行火星探测任务的最
后三年中可能发生的一些行为，以及了解
人们如何适应与世隔绝与受限的环境。

的、荒芜的、艰苦的环境。这项研究刊登
在已出版的“The Lancet medical journal”
上，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和美国南加
利福尼亚大学的研究人员指出，极区与世
隔绝和荒芜的环境、日照时间的变化会对
人的心理健康产生极大的影响。
虽然生活在极区或其他孤僻地区的
人中有高达 60％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心理
失常症状，诸如意志消沉、失眠和焦虑。
但只有 5％需要专业的心理健康治疗。
加利福尼亚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教
授 Lawrence Palinkas 博士在接受加拿大广
播公司新闻采访时说，“这些人同其他考
察队员相处也同样感到困难――比较容
易急躁、愤怒和过于敏感”。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Palinkas 和 Peter
Suedfeld 共同查阅了曾在极地考察站工作
过的考察人员以及乘坐雪橇、狗拉雪橇或
者步行到达南极点或者北极点的探险家
们的日志和相关文献。Palinkas 说，“他们
中有许多不能适应极地环境，但没有发生
精神混乱的记载”。他接着说，“但是如果
这一问题隐藏在一个群体中，诸如考察站
或者极地考察航次——就会发生人与人
之间的冲突，对整个团队产生大的不良影
响。”这有可能导致花费昂贵的极地考察
队伍（提前）撤离。Palinkas 说，这需要
一个较好的筛选方法，将心理上不适应在
南、北极工作的人淘汰出去，特别是两极
地区已日益成为公众热衷的向往之地。
来 自 加 拿 大 Iqaluit 市 的 Paul
Crowley，于 2000 年和他一个朋友在一群
狗的帮助下抵达了北极点，他说这是一次
成功的旅行，他和他的共行者 Paul Landry
还是好朋友，因为他们预先都做好了心理
和体能准备。Crowley 还曾成功地重走了
美国探险者 Robert Peary1909 年探险考察
的路线。他说，“我们已经实战模拟过在
重压之下我们如何克服，在我们都同时处

（http://www.cbc.ca/canada/north/story/2007/
07/31/polar-health.html，孙依昂 译）

挪威游船在南极遇险
挪威 RRAM 号游船在 2007 年的最后
一个周末在西南极海域因主机失灵船体
失控而触碰冰山，所幸 300 名乘客及乘务
人员没有伤亡。
（The Dominion Post，驻新西兰使馆科技处 编
译）

酒后内斗的巨大损失--美国抢救南
极受伤人员所付出的成本
美国南极极点站因圣诞聚餐时过量
饮酒而引起内斗，导致一人下颚骨折，不
得不从麦克默多站计划外调用大力神飞
机将此人转送到麦克默多机场，又用直升
机将伤者送到站区急救所。当确认因伤势
过重无法在南极医治时，在护士和急救人
员的护送下，又将伤者用飞机送到新西兰
的基督城。不仅数十名相关人员因此而失
去了假日，更重要的是，仅为营救伤者所
付出的飞行费用就高达 25.35 万美元。不
幸中的万幸是事故发生在夏季，若发生在
冬季，所支付的费用将高达 156 万美元，
是夏季的 6 倍。
（The Dominion Post，驻新西兰使馆科技处 编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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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级科研水平的标志，英国南极哈
雷第 6 代站建设启动

对比分析提供了绝佳的环境条件。
英国南极调查局（BAS）目前在这片
大陆上运行了两个考察站。哈雷站是最南
端的一个，位于南纬 75 度 35 分，西经 26
度 39 分，坐落在距离英国本土 10000 英
里的一座 150 米厚的漂移中的布伦特冰架
上，这座冰架以每年 400 米的速度向海洋
移动。积雪效应意味着每年雪的厚度会增
加 1 米。在南半球的冬季，那里的太阳有
150 天是在地平线以下，而到了夏季，在
同样的时刻太阳不会落山。有时温度会降
到零下 56 摄氏度，而超过 100 英里/小时
的狂风会持续地袭击考察站。补给船和飞
机只能在每年的 12 月至次年 1 月这短暂
的三个月中进出考察站。所有维持考察站
运营或者建设新考察站的物资和装备都
不得不通过在易碎的海冰上拖运的卸货
方式，因此最大托运重量只有 9.5 吨。
哈雷考察站建于 1956 年——国际地
球物理年（IGY）。它填补了国际地球物理
年南极(观测)网络中气象学、冰川学、地
震学及射电天文学和地球空间科学中的
研究空白。这些学科中的大部分研究自建
站以来从未中断。哈雷站所承担的科学研
究对于从全球角度理解臭氧损耗、大气污
染、海平面上升和气候变化至关重要。从
1956 年以来，在哈雷站观测臭氧层的工作
就一直持续着。1985 年 BAS 发现每年春
季平流层中的臭氧都会大幅度减少，这直
接导致了国际社会大幅度减少含氯氟烃
产品的产量。由于考察站位于壮丽的极光
区域，因此哈雷站特别适合于地球空间科
学研究。

2007 年 12 月初，英国南极局 Ernest
Shackleton 极地考察船在南非开普敦完成
了物资装船后启航开往南极哈雷站，预计
将于圣诞节前抵达该站。此外，英国南极
局租用的俄罗斯 Amderma 货船此时正在
开普敦装货，预计将于随后几天启程。11
月，随着哈雷 6 代考察站第一个单元在南
非开普敦顺利组装，英国南极局完成了第
六代哈雷考察站的试验单元。12 月，这个
单元分解后装船。工程师成功解决了试验
单元制作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这些经验将
有助于加速现场的组装过程。尽管大部分
工作将在第五代哈雷站的场址进行，已经
有一个小组在第六代哈雷站的场址上工
作，包括铺设电缆和数据线，以及挖掘地
基。

图 1：完成的试验单元
(http://www.antarctica.ac.uk/living_and_working/re
search_stations/halley/halleyvi/，张体军 译)

英国第 6 代南极哈雷站综合介绍
1．简介
南极——地球上最冷、风力最强、最
干燥并且最遥远的大陆，为地球系统科学
研究及星际探索中进行生命生存环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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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但是由于预测未来 10 年内可能发生
一次大规模的冰架崩塌事件，因此位于其
上的哈雷 5 代站可能面临滑入海里的命
运。基于此，在 2004 年英国南极调查局
联合英国皇家建筑协会启动了设计新一
代能够搬迁的考察站的国际招标工作，招
标工作被分成三个阶段进行。新的考察站
将建设在海岸向内陆 10 英里的地方，并
将能够满足 16 人越冬，52 人度夏的生活
和工作需求。总共收到 86 份投标。2005
年 7 月，英国的 Hugh Broughton Architects
and Faber Maunsell 被确定为设计中标方。
目前设计正在详细设计阶段，建设工程计
划于 2007 年开始。
2．设计
中标设计方案充分响应了对南极考
察站的科学功能、居住舒适性、建设可行
性以及存续期间的运转等要求。作为设计
者，从一开始我们认识到充分理解哈雷站
建设的各个环节与过程的重要性，并利用
这些知识保证我们的设计最大程度满足
科学研究需求和考察队员的生活和工作
需要。
A．概念=组合式建筑
为了满足这些要求，至关重要的是使
设计能够将灵活性最大化。这是通过一种
组合式设计达到的。组合式设计可广泛用
来建设实验室、卧室、休闲区和能源中心。
当这些标准单元组合到一起，就形成了新
的考察站。组合式建设模式使得考察站更
灵活、易于建设、易于重新安置、更高的
防火性，整个建筑的坚固性得到提高，并
且由于采用同样的标准化组件使得建筑
维护简单易行，而通过适当的分隔，室内
的音响效果得到提高。
B．既适合生活也适合工作的地方
标准化组件的设计方案达到了招标
文件的要求。由于采用人体工程学设计，
高 2.6 米的标准单元内能够布置 8 间卧室，

图 2：目前的哈雷 5 代考察站

前两代哈雷考察站用小木屋来形容
都不过分，最终慢慢地被积雪和冰所掩
埋。尽管离斯考特（Scott）在 Cape Evans
建造他的小屋已经 50 年了，但是在这期
间有关南极考察站设计方面的进步却少
得可怜。第三和第四代哈雷站的设计有了
变化，把居住区置于壕沟内，有意地让雪
掩埋。这些考察站只有有限的使用寿命，
最终抵挡不了缓慢移动的冰原，从而逃脱
不了被掩埋的命运。
直到决定要建造哈雷 5 代考察站时，
一种新的设计理念应运而生。建成于 1992
年的哈雷 5 代，采取了单层建筑的模式，
通过可提升的钢支撑结构置于冰上。通过
升高建筑使其下的风速加强，从而形成风
穴，在背风的一面形成显著的积雪堆积。
这样尽管建筑周围的积雪不断堆积，却能
保持整个建筑暴露在冰面之上。由于采取
这种居住方式，他们在夏季能够获得自然
的照明和欣赏冰上的风景，在冬季欣赏壮
丽的极光，也是给他们以心理上的慰籍。
这种方式尽管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但
却有着很好的运营效率。冰层的不规则运
动会使支撑建筑平台的支柱变形。每年都
会有一批钢铁工人乘船到南极，他们将支
柱从雪面处切断，重新组合上面的钢结
构，然后再把两部分拼接在一起。一旦这
项工作完成，一个 40 人组成的小组负责
将整个建筑提升到新高度，以抵御来年积
雪的袭击。
尽管现有的哈雷 5 代站还在有效地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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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卧室分布在 4 个隔间内。这就是一个
标准单元的尺寸。紧凑的卧室内部尺寸为
2.5 米×3.6 米，这个简单、舒适的空间让
人性情愉悦，但又避免使人感觉太安逸而
远离站上这个大家庭。每个卧室的窗户能
够保证自然采光和观赏风景，卧室配备仿
日光的台灯及加长的床铺，个子高大者也
能舒服地居住；室内配有数据连结点和人
性化的储物空间。卧室的墙上装有大头针
板，可以给居住者提供个性化装饰的空
间，每个床后面是一个小的储物龛用以放
置个人物品。在色彩心理学家的协助下，
卧室采用了暖色调。这有助于极昼和极夜
期间的睡眠模式，通常在那段时期容易形
成季节紊乱症。
由于标准单元内没有内部支撑结构
—— 整 个 建 筑 完 全 由 其 外 缘 提 供 支 撑
——这就使得标准单元内的空间可以任
意分割、配置以适应变化的科学研究或者
站区勤务，所以，标准单元的利用具有很
好的灵活性。在科研栋内通过拆去一些隔
板能够使空间集中。例如办公室，敞开式
的设计有助于社交活动的开展并营造出
一个明亮、宽阔的工作环境。透过每个房
间的窗户都能够欣赏到外面的雪景，加强
了封闭的室内环境与有时恶劣的外部环
境的联系。
在设计中还特别注意了空间之间的
连接。设计方案中，中央通道宽达 1.8 米，
部分区域采取升高天花板以获得比较开
阔的视野。这些宽敞挑高的区域能够打破
了原有通道狭长的感觉，能够提供居住人
员闲聊或者欣赏站上大量图片的空间。连
接区域使用强烈的色彩以适合并反映出
每个单元的功能和用途，例如休息区的走
廊使用恬静的绿色，而在入口则使用温暖
黄色以表达欢迎之意。这些色彩不仅带有
个性，而且强化与周围区域的对比。在很
多单元里，走廊的尽头会出乎意料的开阔

起来，能够凭窗欣赏外面的风景，还为偶
然相遇的人们提供了交流的空间，也使得
站内的旅行丰富多彩、妙趣横生。通过对
横剖面的运用及规划，每个标准单元都自
成一体，营造出多变的空间，从而有助于
激发居住人员的情趣。

图 3：这个标准单元是哈雷 6 代站的基本建设模
块

图 4：每个标准单元都自成一体

2.1 中央单元
哈雷站上大部分的活动都在可仿制
的一个标准单元内进行。然而，有些经常
性的活动需要以较为独特的方式来进行。
这类活动需要在一个特殊的中央单元内
进行。这就是非常重要的餐饮、娱乐场所，
是站上的中心区域。
下层可移动的隔音板赋予中央单元
最大的灵活性。底层可以分隔成很多的小
11

一种很好的激励。
2.2 布局

隔间或者成为一个大的开放性空间。打开
或者关闭隔板能够使各种活动在同一时
间进行。例如，在冬季餐厅的规模要适当
缩小以适合较少的越冬人数（16 人），方
便交流，同时需要更大的娱乐、消遣空间
来保障越冬人员度过难熬的极夜时光。在
中央单元内，设有飞镖、乒乓球、弹子球
和电脑游戏。一个桑拿房、健身房和音响
室设在隔壁的单元内。在夏季，消遣的空
间相对缩减，而餐厅的规模需要扩大以满
足 60 人用餐的需求。特别重要的是夏季
的整体用餐能够营造出真正的家的感觉。

图 6：考察站布局

考察站总面积 1969 平方米，由南北
两区组成。北区为主要居住区。南区主要
由科研单元组成。一旦发生灾难，两个区
可以互相成为另一方的避难场所。这种布
局的主要特点如下：
站区布局与主导风向呈垂直，最大限
度减少积雪的影响；
入口位于每个区的中心，减少行走的
距离，可以提供人员进入站区以多种选
择。
两个区的设备单元南北相望，这种方
式可以使科研区的设备单元移到科研区
的北端，减少对洁净空气实验室部分的干
扰。
一个人行和工作通道连接两个设备
单元。工作通道下方是两个融化罐，用来
盛放饮用水。水处理，燃料，电力，数据
和通讯系统都将通过此通道连接南北两
个区域。
这个通道也为科学家提供了恶劣天
气下通往中心平台的冰上连接。
科研区最南端的单元顶部有一个全
景式观测室，作为臭氧实验室和气象观测
室。
最北端的冬季居住单元设有一个安
静的休息厅，在那里远眺，外面的景色一
览无余，人们可以享受到远离喧嚣的惬
意。
E．结构与围护
结构设计以简单、标准和便于搭建为
主线。每个标准单元的结构在设计之初就
考虑到运往南极站区的便捷性，减少每年
积雪带来的维护成本，并且易于拖移到其

图 5：中央单元，哈雷 6 的中心

在考虑了考察站的社交功能之外，中
央单元的设计也有意将安静与喧闹的活
动适当分区。上层设置了电视房、图书室
和咖啡区。在这些上层区域设有战斗机座
舱似的屋顶，能够为欣赏夏季雪景和冬季
极光提供绝佳的角度。一部特色的螺旋式
楼梯穿过中庭直达上层，中庭内装有高性
能半透明的帘幕。在夏季，这里充满散射
的光线。到了冬天，半透明板作为可变颜
色发光二极管的幕布，这些发光二极管能
够模拟稳定气候条件下的外部光线。中庭
中央设有一个水耕栽培装置给整个考察
站带来绿色的生命气息，给人以激情。
中央单元的内部装饰设计以暖色调
材料为主——实木贴板、地毯、舒适的家
俱以及一个有关哈雷站历史的图片展示
区，这一切对于那些远离家庭将在这里居
住生活很长时间的队员来讲，身心上都是
12

联。升降装置基于液压系统原理，哈雷站
上的机械师完全掌握了这一点。
有了这个升降装置，哈雷 6 代站的维
护工作比哈雷 5 代站大幅度减少。主要的
维护工作就是利用站上人员熟悉的卡特
比勒 D5 推土机将建筑物下的积雪清除。
整个操作只需两名车辆操作员和一名监
督员（它负责控制钢柱的移动），并且能
在六天内完成。
尽管中央单元比较特别，但从技术上
来讲他严格遵循了标准单元的模式，它的
结构由两个标准单元通过螺栓连接而成。
中央单元的顶部结构在设计中尽量减轻
对支柱的压力，并考虑施工的便捷性。围
板系统与标准单元所用一致。
2.3 施工和后勤
抵达南极后，从船上卸下框架结构连
同支撑钢柱、雪橇及其他预先安装的组
件，然后直接拖至安装现场，这是一个非
常良好的工作开局。由于复制性单元使用
的建筑组件大致相同，这样大大减少了现
场施工的时间。大部分房间都预先制作完
成，能够最大限度保证现场装配的效率，
并有利于控制成品的质量。在制作这些单
元模块时采用了流水线式的方式，能够降
低项目延迟带来的风险。今年晚些时候将
先制作一个测试单元以供在常规天气下
建设可行性测试，并重点检测结构、支柱
和围板。各类材料的独立测试将在实验室
条件下进行，以检验其低温条件下的适用
性和防火性能。

他地方。
每个单元的建筑结构为轻型钢空间
架构。这种架构由钢柱支撑，并坐落在特
制的雪橇上。这个组件大约重 9.5 吨，在
海冰可承受的重量范围内。无论是运输还
是移动，雪橇都作为单元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也是分布梁的底座，还起到了减轻建
筑对冰面压强的作用。每个雪橇装有一个
可拆卸的安全拴，当考察站固定在一个永
久性位置时，可以防止建筑在冰面上意外
滑动。
每个标准单元的上部结构由简单的
足球门横梁式框架组成。地板是由预制的
合成木板块构成，这些木板块带有沟槽，
可以在现场很快地组装。地板预先设置了
出入口可以方便在单元内部的施工。

图 7：标准单元框架

建筑的围板需要能快速、安全和高效
地进行安装，它帮助建筑物抵挡冷空气、
潮气、暴风雪、静电、温度骤变和高强度
紫外线等的袭击。围板的材料由轻型玻璃
钢板构成，通过氯丁橡胶垫片与建筑物连
为一体。构成围板的玻璃钢中添加了一种
聚异氰脲酸酯泡沫的绝缘材料，玻璃钢表
面涂有抗紫外线胶，可以抵御风吹雪和风
吹冰对表面的磨损。
钢柱的上部由两个正方形的筒组成，
这两个筒是上部框架结构的组成部分。钢
柱的下部是一个大的中空结构的筒，里面
安装有升降装置。升降装置是为了应对每
年的积雪。大的钢筒是作为一个单独的部
件制造的，组装时通过插槽与上半部分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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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设备单元

装置等设备。设置两个能源中心单元
增加了灵活性，同时也使得居住单元远离
噪音、气味和火灾的危险。由于两个设备
单元相对，能够共享制水和燃料补充，从
而提高管理效率。两个能源单元通过空中
通道相连接，也作为南北两个区域的便捷
人行通道。
每个能源单元都配备了独立的通风、
加热、加湿等设备，保证独立控制和两个
区的灵活性。各种部件都是标准化的，能
够互相通用，减少了站上储存备件的数
量。
2.6 环境和可持续性
可持续性原则使各个层面的设计都
注意到了能源消耗问题。好的隔热、密封
效果加上有效的控制能够保证站上 24 小
时能源使用的高效率。同时也考虑利用可
再生能源作为补充，例如风力发电机和光
电机组。从目前来看，站上的技术条件和
环境因素还不能使考察站完全依赖这些
可再生能源。能源单元安装有太阳能热板
来补充从热能交换发电机获得的废热。新
的考察站将采用大量的低能耗设备，从照
明到厨房家用电器，到排风扇和水泵。由
于采用真空排水系统，新站的饮用水的消
耗量比现在的哈雷站减少 50%。

图 8：在哈雷站检验概念的可行性

2.4 搬迁
完成后的单元重约 80 吨。这个重量
可以使得整个建筑在它 20 年的试用期内
很轻易地搬迁至新的地点，从而避免可能
遭遇的冰架崩塌。由于哈雷 6 将在哈雷 5
站上进行组装，完成后再托运至新站址，
这种搬迁方案在哈雷 6 整个建设阶段早期
得以了验证。
2005/06 年度在哈雷 5 站进行的多次
车辆测试表明建筑单元能够通过卡特比
勒 D5 推土机在预先平整的冰面上托运。
中央单元重约 120 吨。即将进行的测试将
检验这个中央单元也能够通过 D5 推土机
或者卡特比勒挑战者拖运，后者将于近期
运至施工现场。
2.5 保养与维护
这种标准组件的维护方式保证建筑
的维护便捷、简易的一个重要因素，由此
强化了考察站模块化建设的理念。这种设
计理念完全满足了考察站可持续发展和
节约能耗的要求。建筑物两端的能源中心
集中了诸如发电机、污水处理装置和储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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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站建设理念，为南极生活和工作提供
最好的居住空间。考察站带有的休闲区域
和功能，整体上具有可进行扩充和调整的
灵活性。
4．未来的应用
针对偏远地区科学研究设施而提出
的模块化、能重新安置的解决方案具有灵
活性、可扩展性、易建设、易维护和整体
上更坚固等诸多优点。哈雷站每个单元的
空间大小都是根据居住人员和科学研究
的需要而定。材料的选择也考虑到现场的
恶劣环境和施工流程。，把哈雷 6 建设的
方法和理念应用到其他偏远地区考察站
的建设当中是完全可行性的，无论是在极
地区域还是在火星或者月球上。标准单元
的体积可以做得更小，也可以使用更最尖
端的轻质材料，同时营造出又符合人体环
境改造学和心理学的居住环境。较小的单
元可以预制成大的分体或者一个单体，其
体积应控制在物流环节的要求之内。同
时，在设计阶段，各单元应考虑航空器、
航天器的货舱或者驳船甲板的装载容量
限制，并能进行搬迁和重新安置，不管是
通过冰上拖运还是在较干燥的地表上拖
行。

图 10：南极过客

哈雷 6 将成为英国南极调查局有史以
来建设的对环境影响最小和最具可持续
性的设施。哈雷 6 在建设过程中对环境的
影响非常小，同时在整个使用期内能够到
达最有效和最环保的运转状态，当它需要
在冰面上挪动或者使用期满后，可以轻易
地搬迁和拆除。简单化的过程大大改善了
运营和维护的程序，从而减少站上后勤人
员的数量。通过良好的隔热材料、先进的
建筑管理和优良的设备来达到适度的能
源供需平衡，从而保证最低的能源消耗。
我们认为哈雷 6 是一“南极过客”，而
不是南极常驻者。整个建筑完全依附于冰
架表面。因此该建筑的可移动性和灵活性
意味着，同其前几代考察站相比，哈雷 6
在冰上的保存时间和使用寿命会更长。回
顾一下，此前的哈雷考察站使用寿命为 10
年左右。哈雷 6 的设计寿命是 20 年。新
考察站的设计允许增加或者减少标准单
元的数量。此外，还可以对考察站进行调
整、重新布局和搬迁。新建的哈雷 6 代站
能够满足超出设计寿命范围更长一段时
期内的南极科研新需求。
3．世界级科研水平的标志
带有雪橇的可升降的单元组合成了
一个引人注目的、崭新的考察站，由此引
领南极建筑设计理念进入 21 世纪。当
Scott 和 Shackleton 在冰封雪冻的南极大
陆建设他们的小木屋 100 年后，我们哈雷
6 的设计第一次提出了可搬迁的模块化的

图 11：单元式的建造模式能够提供最大的灵活
（ http://www.antarctica.ac.uk/living_and_working/
research_stations/halley/halleyvi/，张体军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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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南极考察新的里程碑：空客
A319 在新修的冰面跑道上首次着陆

澳大利亚开通至南极的民用航空航
线

一架空客 A319 于 2007 年 12 月 9 日
着陆在南极凯西站 70 公里以外、专门新
建的 Wikins 冰面跑道上，并于 12 月 10
日返回霍巴特。澳大利亚南极局局长 Tony
Press 博士说，这是澳大利亚南极历史上非
常振奋的时刻。“将澳大利亚和南极大陆
用一条永久的空中航线连接起来是一项
宏伟的事业。这确实是了不起的成就，是
澳大利亚南极事业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据勤务人员报告，飞机充分适应了当
地的环境和 Wikins 跑道。这是对地面支持
人员最好的奖赏，是对他们在恶劣环境中
的艰苦工作的肯定。此次飞往 Wikins 的航
班只限搭乘勤务人员，这是最终获准搭载
乘客前的、一系列成功的“试飞”航次之
一。Press 博士表示保障乘客的安全对于
成功的空中航线至关重要。他还提到，“随
着南极空中航线即将获得最终的批准，一
切都在按着计划进行。”一旦下周获得管
理部门的最终批准，飞往南极的固定航次
即可开始运行。

经澳大利亚民航安全局批准，
Skytrade 航空公司即将开通澳大利亚霍巴
特至南极凯西站（Casey Station）的定期
民用航班。
（The Dominion Post， 驻新西兰使馆科技处 编
译）

南极洲飞机通航了 厚五百米冰面上
凿出跑道
南极洲新近有一条跑道开通，可以让
科学家由澳洲搭乘飞机前往南极进行研
究工作，大大缩短现今的坐船时间。这条
南极民航机跑道是在厚达五百米的冰面
上开凿而成，日前一架空中巴士还特地进
行试飞。
据英国《卫报》报道，不过，这条航
线暂不对游客开放，只会接载研究人员和
仪器工具。负责运行的空巴 A319 客机，
最高载客量是 84 人，但预期只会平均载
20 至 30 名乘客，因为要预留空间摆放研
究设备。
这条南极新跑道位于澳大利亚凯西
站四十五英里外的威尔金斯（Wikins）
，
空巴 A319 客机刚在本周初完成试飞。负
责营运南极民航服务的项目经理克拉克，
当天亦成为试飞空巴上的乘客。他形容试
飞的情况时说：“简直令人惊叹，天气十
分好，我们在十公里外已可以看见跑道。”
来往澳洲和南极洲的民航服务计划
最早于 50 年代提出，但有关计划因为财
政不足、后勤支持及影响生态环境等问
题，而胎死腹中。直到 2001 年，有关方
面进行一项全新的可行性研究，加上澳大
利亚政府注资二千一百万英镑，终于在前

图 12：空客 A319 在 Wikins 跑道
（http://www.aad.gov.au/default.asp?casid=34085，
张体军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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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也棒极了，每个人都那么友善。这是一
次令人难忘的工作经历。”
然而，对于 Roselin 来说，莫森站的
工作将是她的第一次南极经历。她说，“去
南极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梦想。在我小的
时候，看了很多关于南极的纪录片，这些
片子打动了我。这是一个如此神奇、独特
的地方，我一直想去亲身体验它的与世隔
绝，领略它的美妙风光，感受那里严寒的
气候、黑暗的极夜和恶劣的环境。”Roselin
原是一名电气工程师，后来进入网络交换
机工程领域工作，从而获得了路由器和交
换机等方面的工作经验，她的这些技能将
能协助她的同事 Jodi 的工作。
她们在出发前要接受一系列的训练
课程，包括：安全和救生设备的操作，各
类与通讯相关的工作，如网络、电缆、卫
星设备的维护等。由于她们还将是考察站
消防队的成员（Jodi 担任消防队副队长），
Roselin 和 Jodi 参加了消防训练课程。此
外，Jodi 还参加了麻醉学训练，Roselin
参加了划船、无土栽培技术、护理学课程。
两人都会驾驶铲车，Jodi 还学会了开 JCB
和 Caterpillar 950 型货车。在出发前一周，
两名女工程师还要接受基本的搜救训练。
除了日常的与通讯相关的工作，莫森
站上的通讯工作组还要保障大量科学实
验的开展，包括：地磁观测；维护地震仪
和 GPS 系统；维护电离层探测仪、大气物
理实验室的高空大气分光计、澳大利亚南
极局冰-海-气计划的观测站。她们还要负
责下载自动潮位计的数据，为比彻韦斯岛
的企鹅监测计划提供技术支持。
Roselin 和 Jodi 将与另外三名通讯
组女工作人员一起于第 2 个航次期间赴南
极支持夏季空中和现场考察计划，负责为
直升机、CASA-212s、新的 A-319 型空中
客车及考察队野外作业提供安全的无线
电通信。第 2 航次计划于 2007 年 10 月 20

年开始动工兴建这条南极跑道。工作人员
为了建造这条长两英里半的跑道，在过去
三个南极夏季，即每年的十一月中旬至翌
年二月中，于平均摄氏零下 23 度的环境
下，不停在冰川上开凿。
新跑道开通后，科学家日后便无需再
从澳大利亚乘风破浪坐船到南极的研究
基地，只要坐飞机便可。飞机将从霍巴特
起飞，飞到威尔金斯的航程约 4 小时 20
分钟。航班只会在每年的南极夏季提供服
务，暂定每星期飞行一班。
（

星

岛

环

球

网

，

http://www.singtaonet.com/society_focus/200712/t
20071213_692028.html）

一项新纪录：女性首次包揽了澳大利
亚南极莫森站的无线电通讯工作
澳大利亚南极莫森站 2007 年将迎来
一支全部由女性组成的负责无线电通讯
的团队，这在澳大利亚南极考察史上尚属
首次。
资深无线电技术员、通讯技术指导官
（SCTO）Jodi Wruck 在一个主要由男性占
据的领域工作，她将在今年的澳大利亚第
2 个南极航次里执行她的第 2 次南极之旅，
与 她 同 行 的 还 有 通 讯 技 术 官 （ CTO ）
Roselin Bali，一位来自悉尼的电气工程
师。Jodi 于 1994 年参军，受训后在无线
电通信及设备测试部门工作。去年，她从
军中休假，到澳大利亚南部的麦夸里岛上
做了一年的通讯技术官，这次经历促使她
在今年离开军队，再次前往南极，开始另
一段职业生涯。Jodi 说，“我喜欢在麦夸里
岛上的工作，工作内容很丰富，特别是需
要使用一系列仪器设备，而有很多对我来
说是新的尝试。岛上的野生动物太令人惊
叹了，我简直都拍照拍得入了迷。集体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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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的光谱。当进入在大厅时，就能体验到
你自己的移动会引起颜色的变幻，犹如追
随你的彩虹。这项设计是合作创作完成
的，斯瓦尔巴群岛科学中心负责了颜色的
调配。Eliasson 制作了一个简单的实验装
置 — 聚光灯和全息光带（产生人们所见
到的颜色）。其实颜色并不是实际存在的，
他们只是在我们的脑子里。有的时候我感
觉到它是黄色的，但是别的人看到的可能
是其他的颜色。因为结合了其他的人体感
知原理，所以人们所看到的颜色并不一致
的，而应该是每个人所看到的完全不同。
斯瓦尔巴群岛科学中心位于挪威斯
匹次卑尔根群岛首府朗伊尔城，于 2006
年对外开放。展览地点包括斯瓦尔巴群岛
大学中心延伸部分、挪威极地研究所、斯
瓦尔巴群岛总督文化和历史贮藏室和斯
瓦尔巴博物馆。伊利埃森设计的这一装置
安放在科学中心正门接待大厅区，为抵挡
北极的恶劣气候，它由 390 根钢柱支撑着。
斯瓦尔巴群岛科学中心占地 8500 平方米，
不仅是朗伊尔城最大的建筑物，而且也有
可能是世界上最北的展览中心。
伊利埃森具有丹麦和冰岛的血统，现
居住在柏林。他是享誉全球的艺术家，他
的作品在世界范围内被个人和机构收藏。
他因 2003 年在伦敦泰特现代艺术博物馆
（Tate Modern） 展出的“气候计划（The
Weather Project）”作品而出名。同年，在
Venice Biennale 展出其作品“Denmark”。他
在挪威的作品包括 1998 年为 “Momentum
– Nordic Biennial of Contemporary Art” 创
作的特别作品，2006 年为国家艺术、建筑
与设计博物馆设计的集群方案。2007 年，
他与挪威建筑师 Snoarc 在伦敦开了一个
画廊。他目前正在从事由 KORO 委托的、
为奥斯陆歌剧院创作一项作品，这个歌剧
院将在 2008 年 4 月开张。

日出发。
（译者注：麦夸里岛是澳大利亚南部
海区长 34 公里，宽 5 公里的海岛。距塔
斯马尼亚东南部 1,500 公里，大约相当于
从澳大利亚到南极洲的一半路程。）
(http://www.aad.gov.au/default.asp?casid=33644 ，
赵卫权 译)

科普教育
“时光能倒流”--从未来到过去的记
忆
2007 年 12 月 6 日，挪威 KORO 公共
艺术中心和斯瓦尔巴群岛大学中心在斯
瓦尔巴群岛科学中心展出奥拉夫·伊利埃
森（Olafur Eliasson）新创作的艺术作品。
2004 年，挪威 KORO 公共艺术中心
邀请伊利埃森为斯瓦尔巴群岛科学中心
创作一个作品，该作品能反映北极地区的
奇特环境。伊利埃森接受了这项挑战，并
且创造出了一个艺术装置。他通过光的作
用形成了这一艺术品的轮廓，这是延续其
主要的艺术主题，以此来诠释我们所感知
的光和真实光间的关系。他将一幢大楼作
为一个道具，一面巨大的窗面作为透镜，
这个装置变成了建筑物的一部分，并结合
了极光和彩虹等自然现象的基本原理。
“时光能倒流”—从未来到过去的记
忆是基于对光和色彩的感知。这一艺术装
置的设计考虑到斯瓦尔巴群岛的极夜与
极昼等极端环境条件：在持续几个月的黑
暗冬天，聚光灯放置在斯瓦尔巴群岛科学
中心北侧，直接照射到大厅的玻璃墙上。
这束光线将照亮八块水平安放在玻璃墙
上的全息玻璃，这面玻璃墙能将光分成彩

（http://www.unis.no/，孙依昂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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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CM IPY 节期间，召开北极理事会和南
极条约协商国的联合会议的提议。
下一次北极峰会将于 2008 年 4 月在
挪威 Lofoten 岛的 Svolvær 举行。

北极事务

（http://arctic-council.org/article/2007/12/sao_meet
ing_ended，孙依昂 译）

北极理事会将气候变化问题提上议
事日程

2007 北极峰会在挪威钠尔维克市召
开

2007 年 11 月 28－29 日，在挪威钠尔
维克市召开的北极峰会上，北极气候变化
成为其重要的议题。北极峰会主席，挪威
人 Karsten Klepsvik 说，北极问题被各国
政府列为重要的议程有多方面的原因，不
仅仅是因为气候变化带来挑战。许多出席
会议的非北极观察国、跨政府组织与非政
府组织对北极理事会工作表示出极大的
兴趣。
这次会议的突出亮点就是美国和芬
兰宣布双方来共同实施北极理事会的北
极生物多样性评估项目。其他重要的事项
包括：北极航运评估进展报告对目前的或
将来的航海活动及其相关环境影响与社
会经济效益做出了评估；北极峰会希望在
进一步推动环极地生物多样性监控计划，
和同北极长期观测网（SAON）项目合作
方的合作有更大的进步。北极监控和评估
计划做了“人类健康评估”报告，该计划将
于 2009 年完成。北极峰会同意拓展“北极
污染物（处理）行动”计划的工作内容，
将清除北极当地的污染源和提高北极本
土生物群落的环境条件纳入其中。应急准
备、预防与处理工作组报告了北极地区石
油泄漏事件处理行动与面临的挑战。此次
北极峰会还谈到了北极理事会围绕适应
气候变化所开展的工作上的进步。会议通
过了美国提出的 2009 年 4 月 13 日,即

2007 年 11 月 28 日，挪威钠尔维克市
（北部港口）成为了北极世界的中心，因
为北极理事会在挪威钠尔维克市召开了
北极峰会。气候变化是本次会议主要研讨
议题之一，这是北极地区急需关注的问
题。全球变暖对于北极的环境和生物的原
有生存方式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北极峰会
（SAOs）由北极高级官员，一般是北极
理事会各成员国部长参加。另外，北极本
土居民组织的代表也出席这一会议。北极
峰会每半年召开一次，主要通报和批准北
极理事会项目与活动。来自北极理事会成
员国、观察国或者组织的 160 多名代表出
现了此次会议，这是挪威担任主席国以来
举行的第二次会议，此前的一次是在 2006
年的秋季举行的。
（http://arctic-council.org/article/2007/11/sao_meet
ing，孙依昂 译）

俄罗斯与挪威加强北极石油泄漏应
急处理合作
石油泄漏应急处理研讨会的举办促
进和加强了俄罗斯与挪威在北极的合作。
挪威海岸管理局的 Tor Sletner 先生
说，“对我们而言，
（举办）这样的研讨会
是重要的，如果有一天真发生这样的大灾
难，我们能知己知彼和互相合作”， Slet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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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北极海运和河运在解决北极本土居
民社会经济问题中的作用。会议的工作语
言包括俄语、英语。会议由“北方航线非
经营性合作体（Noncommercial Partnership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Northern Sea Route
Usages）”和 “俄罗斯南北极研究所”共同
主办，由俄罗斯联邦水文气象与环境监测
局、俄罗斯联邦运输部水运局、圣彼得堡
市政府、圣彼得堡市政府下属的海洋委员
会协办。

先生是第四届石油泄漏应急处理研讨会
的组织者之一，这个会议由北大西洋公约
组织召开的，也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俄
罗斯合作内容的一部分。Sletner 先生说
“这些会议对我们很重要，因为从中我们
了解自身的优势与弱势，当灾难发生时，
这些知识比国际协议更管用。”
会议集中讨论了北极地区一旦发生
石油泄漏事件所面临的巨大后勤问题。北
极海岸线非常长、整个北极海域面积非常
大，所以必备的应急物资和受训的石油泄
漏处理人员不可能遍布整个北极地区。50
多个参会者就防止石油泄漏设备、后勤事
务和石油泄漏处理人员培训合作等各方
面问题进行了讨论。挪威和大西洋公约组
织同俄罗斯间的国际合作己经开始，并由
俄罗斯率先启动。挪威认为同俄罗斯的合
作是一项重要的事情，北极地区石油泄漏
（处理）的国际合作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
Tor Sletner 不仅在挪威海岸管理局任职，
而且还担任北极理事会应急准备、预防与
处理工作组组长。

（ http://www.aari.nw.ru/index_en.html ， 孙 依 昂
译）

环境保护

国际南极旅游组织协会（IAATO）推
出“南极探访须知”
在南极地区的活动，必须遵照《南极
条约》及有关的其它条约、规定（统称为
南极条约体系），
《南极条约》的宗旨是把
南极建成一个和平利用与科研的特殊区
域。
1991 年签订的“环保议定书”规定将
南极及其相关的生态系统设定为一自然
保护区，同时规定了环保的原则、处理程
序及遵守的义务。各缔约国一致同意按照
其各国的法律体系，尽力遵守和维护“环
保议定书”的规定。
“环保议定书”的各项规定均适用于
旅游和其他非政府性活动以及政府性活
动，以确保各种活动不致影响南极环境或
科学考察活动。
《南极探访须知》是用以确保所有前
往南极者确知，进而遵守“环保议定书”中
的各种规定，当然也受限制于其各国的相
关法律规定。

（http://arctic-council.org/article/2007/11/oil_spill，
孙依昂 译）

2007/2008 国际极地年：北方航线研
究与开发 75 年周年会议
本次会议将于 2008 年 2 月 21－22 日
在俄罗斯南北极研究所（俄罗斯圣彼得堡
市）举行，目的是回顾北方航线(NSR) 75
年来的开发与研究历程，总结北极地区经
济活动增多的情况下航运中面临的各种
问题并寻求解决办法。本次会议的主题包
括：
（1）北方航线开发的特别历史背景与
北极航海史；
（2）北方航线利用和发展的
当前形势与存在问题；
（3）气候变化对北
极航运的影响；
（4）北极航运的生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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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遵守限制吸烟的规定，并注意防
火，特别是在建筑物周围，因为南极属于
干燥地区，极易发生火灾。
（3）尊重科学研究
不要干扰或破坏科研设备、器材或设
施。
探访南极科研场所及有关相应设备
之前，必须获得特许，在到达前 24-72 小
时应再确认，并遵守有关规定。
不要干扰或移动任何科研器材及标
杆，不可影响实验研究场所，研究人员的
帐篷及补给品。
（4）尊重保护区
南极有许多地区划分为特别保护区，
因为其具有重要的科学、生态、美学、历
史及其他价值。除了获得国家主管机构的
特别许可，不可进入保护区。如果在历史
遗迹，纪念碑或其他特别地区活动时，须
注意其特别的限制规定。
必须确知特别保护区域的地点及禁
止进入的路线和活动。
注意其限制规定。
不要移动或破坏其历史遗迹、纪念
碑、人造物及其他相关物件。
（5）保护南极的野生动物
必须遵守国家主管机构的规定，禁止
伤害或干扰南极地区的野生动植物。
禁止使用飞机、船或相关运输工具，
干扰在陆地上、空中或海中的各种生物。
不可喂食、触摸鸟类和海豹或接近、
摄影，而改变他们的生态行为，尤其是当
他们正在孵蛋或换毛的时候。
不可损伤植物，例如：不步行、行驶
或登陆在青苔覆盖的土地或斜坡上。
不可使用枪械或炸药、尽量保持最小
声音，避免惊吓野生动物的生态作息。
不可携带任何动植物到南极地区，例
如：猫、狗、花草等。

（1）保持南极原始的风貌
南极是地球上一片最大的、原始的荒
芜之地，这里是尚未受到大批人类干扰的
一片净土，请您保持它的原貌。
不可随意随地弃置垃圾，禁止燃烧任
何物品。
不可污染湖泊、河流和溪水及放置任
何金属物品于海中，请弃置于适当地点。
不要在石头或任何建筑物上刻写名
字及涂鸦。
不可带走任何在南极的动植物，人造
物品。包括：遗骨、蛋、化石、石头或建
筑物内的任何容器、物件、研究与考察仪
器、设备等。
不可任意破坏有人居住或无人居住
的建筑物及紧急避难所。
（2）注意安全
您所准备的衣物及装备，应能应付南
极地区善变的天气及防范不可预知的危
险和可能隐藏的危机。
要知道自己的能力在南极的特殊环
境中，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及危险，要有心
理准备并能应变。
在陆地上及海上观赏野生动物时，要
保持安全的距离。
要留意和遵照领队的指示，不可以擅
自离开自己的团队。
没有适当的装备及经验，不要进入冰
川区或大片的冰原当中，因为极可能会隐
藏着危险，例如：薄冰下会覆盖着冰洞、
冰缝。
不要冀望救援，必须增加自给自足的
能力，合乎规格的必备设备，还要有周全
的计划和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员，危险性才
可能降低。
不要进入紧急避难所（除非有紧急状
况发生），如果你使用过避难所的食物及
设备等，请在事后告知最近的考察站，或
政府主管机构。

（ 国 际 南 极 旅 游 组 织 协 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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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第一段 i 款，斯瓦尔巴永久居民免于支
付依照本条例规定收取的环境费，他们可
以向斯瓦尔巴环境保护基金申请退还缴
纳的环境费。
第 5 条 豁免
在有特别正当理由的情形下，环境部
可以予以豁免。
第 6 条 强制性罚款
为确保本条例之条款或依照本条例
所作的决定得到遵守，总督可以依照《斯
瓦尔巴环境保护法案》第 96 条之规定采
取强制性罚款。
第 7 条 罚款
故意违反或因疏忽而违反本条例或
依照本条例制订的相关规定的行为，应以
罚款形式予以惩罚。
第 8 条 生效与修订
本条例自 2007 年 4 月 1 日生效。挪
威环境部有权对本条例进行修订。

http://www.iaato.org/docs/Visitor_Guidelines-1.pdf
）

《关于收取前往斯瓦尔巴游客环境
费的条例》2007 年 4 月 1 日生效
本条例由挪威环境部提交，依据《关
于斯瓦尔巴环境保护的法案》（2001 年 6
月 15 日第 79 号）第 78 条规定于 2006 年
12 月 22 日作为皇家法令颁布。
第 1 条 环境费及其征收目的
来访斯瓦尔巴的游客应支付环境费。
征收环境费的目的是保护斯瓦尔巴独特
野生环境与文化遗产，对于给环境带来压
力的游客，为相应的管理和维护工作、保
护性措施、信息服务措施等进行捐助。环
境费将纳入斯瓦尔巴环境保护基金。
第 2 条 地理范围
本条例适用于斯瓦尔巴陆地及内水
区域的游客。
第 3 条 支付环境费的义务
旅游经营者应为每张赴斯瓦尔巴旅
游的门票支付金额为 150 挪威克朗的环境
费。
乘飞机前往斯瓦尔巴的每位游客其
所购的机票应包含金额为 150 挪威克朗的
环境费。依照本条例，《航空法》第 1 条
第 4 款、第 3 条第 1-6 款、第 7 条第 26
款规定的关于国家航空设施与服务收费
免征范围内的航空乘客也有支付环境费
的义务。
依照《旅游条例》第 7 条之规定，对
于使用自备船只、有义务向总督报告其旅
程的个人旅行者，在向总督报告旅程的同
时必须支付金额为 150 挪威克朗的环境
费。
第 4 条 退款
参照《斯瓦尔巴环境保护法案》第 3

（ http://www.regjeringen.no/en/dep/md/Document
s-and-publications/Acts-and-regulations/Regulation
s/Regulation-relating-to-an-environment-fe.html?id
=456551，张连祥 郭学堂 译）

媒体新闻

欧盟拟设置“碳壁垒”未果
欧盟拟对未承担京都议定书责任的
贸易进口国，包括美国和中国等国家，征
收排放税的计划未能得到通过。欧盟贸易
负责人 Peter Mandelson 担心该动议违背
了世界贸易组织有关规定。欧盟环境发言
人确认，已经形成了多项征收排放税的建
议，并进行了逐项审议。而欧盟贸易发言
人则表示，建议不仅过于复杂难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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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与澳大利亚外长就澳大利亚派船跟踪
日本捕鲸船队在南极海域的活动进行接
触，以寻求彼此谅解。
由新西兰 The Dominion Post 发起的
抗议活动，在当地得到了积极响应，截止
2007 年 12 月 21 日，已经有 6200 人签名
反对日本猎杀鲸鱼的行为。

还将导致与美国的贸易冲突。
（The Dominion Post， 驻新西兰使馆科技处编
译）

日本捕鲸计划
日本船队于 2007 年 11 月 18 日赴南
大洋捕鲸作业，计划捕获 50 头驼背鲸、
50 头长须鲸以及 935 头小须鲸用于“科研
目的”。绿色和平组织的 Esperanza 号轮船
在奥克兰准备出航，抗议猎杀鲸鱼的行
为。

（The Dominion Post，驻新西兰使馆科技处 编
译）

驼背鲸成了“人质”--日本放弃猎杀
驼背鲸的真实目的

（The Dominion Post， 驻新西兰使馆科技处 编

日本宣布，原计划在南大洋捕猎千头
鲸鱼用于“科学研究”，因遭到国际社会、
特别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强烈反对，因
此取消了捕猎 50 头驼背鲸的计划。但日
本做出妥协的真实原因并非来自于国际
社会的压力，而是把驼背鲸作为“人质”，
达到取消商业禁猎的目的。
日本外长在其外交部英文网站上披
露，担任国际鲸鱼委员会主席的美国官员
William Hogarth 认为，由于该委员会的作
用有限，因此在寻求补救措施，包括与日
本的合作，日本是该委员会的副主席国
家。美国要求日本修改捕鲸计划，以支持
和推进委员会工作的改革。
日外长表示，日本愿意合作推动改
革，已经决定推迟了驼背鲸的猎捕，国际
鲸鱼委员会理应推进正常化的进程。所谓
“正常化”就是由 78 个国家成立的委员会
解除对鲸鱼的商业猎捕。
日外长还说，委员会主席 Hogarth 先
生相信，委员会对现行状态的评估和改进
需要两年的时间，如果两年内没有任何进
展，形势将朝着日本所期望的方向发展。
国际动物福利基金会认为，形势已经
非常明朗，驼背鲸变成了日本要求解除商

译）

绿色和平组织发现日本捕鲸船队
经过一个月的艰苦寻找，绿色和平组
织的 Esperanza 号终于于上周六（2008 年
1 月 12 日）在南极海域发现了日本由六艘
船舶组成的捕鲸船队。该船发言人 Karli
Thomas 说，“我们至少目前能够阻止捕鲸
作业”。 Esperanza 号的战术是将船体横挡
在射杀船和目标之间，达到保护鲸鱼的目
的。绿色和平组织拒绝与“海上牧羊人组
织”（Sea Shepherd Group）的合作，因为
该组织称要对日本捕杀鲸鱼采取激烈的
行动，而不是以和平的方式进行阻止。
（The Dominion Post， 驻新西兰使馆科技处编
译）

日本取消猎捕驼背鲸的计划
迫于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据日本
NHK 电视台报道，日本宣布取消猎捕 50
头驼背鲸的计划，但猎捕 50 头长须鲸及
935 头小须鲸的计划不变。日本外长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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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禁猎的“人质”，以此作为交换的筹码。
基金会 Darren Kindleysides 引用了日本政
府的原话，“答应我们所要的或交出驼背
鲸”。
（The Dominion Post，驻新西兰使馆科技处 编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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