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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指出，与会代表认识到可靠的水文数
据与海图对船只的安全航行是必要；注意
到在南极地区航行的船只，尤其是旅游船
只呈上升趋势；关注到该区域内未绘制准
确海图的水域出现船只、人员事故和环境
损害风险增大；意识到收集准确的测量数
据将提高航行安全和支持科学研究；认同
IMO 下属的南极海道测量委员会(HCA)在
协调开展南极水域水文测量与海图绘制
的作用以及同相关专业机构进行合作的
重要性，由此建议各国政府：（1）与 HCA
合作来加强南极水域的水文测量与海图
绘制工作，具体包括两方面：第一，弄清
HCA 绘制电子海图所需采集的高质量水文
数据，第二，确定需优先开展水文与测深
数据收集的工作区域；
（2）鼓励各国的南
极考察船只和其他船只在执行南极航次
时，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开展水文数据与
测深数据的采集工作；
（3）将收集到的各
种南极水文与测深数据转发给相关的国
际海图制作机构用于海图绘制；
（4）尽量
获取更多的资源来提高南极地区水文测
量与海图绘制工作。

南极条约体系
第 31 届 ATCM 通过决议呼吁重视“南极条
约区海上搜寻与救援工作”
第 31 届 ATCM 通过了决议 6（2008）
，
即南极条约区海上救援协调中心以及搜
寻与救援工作。该决议草案由国际海事组
织（IMO）提交。本决议指出，与会代表
关注到南极条约区内面临海事事故带来
严重的人身安全与环境风险问题；注意到
国际海事组织已制定了海上搜寻与救援
工作指南；并意识到在南极条约区搜寻与
救援海域设立五个救援协调中心在协调
事故搜寻与救援方面的重要作用，由此建
议各国政府依据其国内法，鼓励南极旅游
船只运营公司：
（1）在安排南极航线时应
考虑 IMO 制定的远离搜救机构的海域营运
客船应急计划编制特别指南；
（2）特别是
当船只在南极条约区航行时，应定期将船
只位置报告给相应区域的海上救援协调
中心。

（ http://www.ats.aq/devAS/ats_meetings_me

（ http://www.ats.aq/devAS/ats_meetings_me

eting_measure.aspx?lang=e，第 31 届ATCM通过

eting_measure.aspx?lang=e，第 31 届ATCM通过

的决议[Resolution 5 (2008)]， 凌晓良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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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发文探讨澳大
第 31 届 ATCM 通过决议呼吁“为提高南极

利亚南极战略新动向

地区船只航行安全和推动环境保护，应加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于
其官方网站发表了有关澳大利亚南极未
来战略的文章——“冰封的资产（Frozen
Assets）”，论述了澳大利亚在南极的利益
以及未来应该采取的战略举措。在论及
“国家利益和挑战”时，文章认为，澳大
利亚在推动对南极活动实施全面管理中

强水文测量与制图”
第 31 届 ATCM 通过了决议５（2008），
即为提高南极地区船只航行安全和推动
环境保护，应加强水文测量与制图。该决
议草案由国际海事组织（IMO）提交。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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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演了重要角色，并一直持有这种理念与
态势——在许多处理南极事务的国际组
织和机构中处于领导地位。其主要内容摘
译如下：
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有着悠久的南极
活动历史的国家之一。它不仅地理上临近
南极大陆，而且通过气候和南大洋维系彼
此间的区域性关联。
南极往往被政策制定者看成一个政
策稳定的地区，虽然依然面临（一些）重
大问题。尽管澳大利亚在国际南极事务活
动中处于主导地位，但是，澳大利亚南极
利益仍面临着诸多挑战。这些挑战来自于
主权、环保、科研以及经济等方面。
《南极条约》在解决南极领土及主权
要求存在的分歧，使《南极条约》有效维
护了澳大利亚南极主权地位。但有说法表
示，任何作为澳大利亚在南极存在的象征
都会被其他国家解释为违反《南极条约》
的行为，由此减损了我们对南极权益的维
护，因此，为了全球的利益，澳大利亚应
考虑放弃南极属地主权要求。对此说法，
我们认为应坚决抵制。因为《南极条约》
并没有要求这样做。我们的主权要求写入
了澳大利亚国内法律条文中，而且已提出
的主权要求是被《南极条约》所承认的。
我们能够、并且事实上利用我们主权要求
者的地位在条约管理框架中施加影响。它
将对我们的未来产生巨大影响，并且确保
我们对南极资源的选择权。维持澳大利亚
南极主权与我们国家利益密切相关，并将
支持我们的南极工作。
同时，南极条约体系是开放的，澳大
利亚的南极主权要求有效性可能会受到
挑战。目前南极条约协商国有 28 个，而
原始缔约国（为 12 个）已成了少数。除
以维持《南极条约》的宗旨以外，没有任
何理由可阻止一个非南极条约缔约国在
“ 澳 大 利 亚 南 极 领 地 （ Australian

Antarctic Territory，AAT，译者注，即
为澳大利亚曾正式提出主权要求的南极
领土范围）”设立考察站 AAT 内考察站可
以会增加。在 AAT 或者我们的沿海区可能
蕴藏着资源。非南极条约缔约国有可能会
在 AAT 内开展商业性探矿活动，南极条约
缔约国也可能这么做，他们要么直接挑战
《南极条约》的规定，要么通过第三方来
进行。已经出现的南大洋非法捕捞就属于
这种情况。日本可以单方抛开国际捕鲸委
员会的约束，在我们南极属地附近海域开
始全面商业捕鲸活动，这可能导致我们对
南极属地附近海域内非法捕捞的失控。
比较明智的做法是，澳大利亚在国际
上不要过分推动主权问题。如果这么做，
可能使得其他国家在这个问题上要表明
立场。目前的现状保护了澳大利亚的权
益。维护现状十分重要，但是不能因现状
容易维持而高枕无忧。
我们所声明的南极领土不能通过军
事力量进行有效保护。澳大利亚不具有进
行南极战争的能力。保护南极非军事化这
点上澳大利亚的态度很明确。
《南极条约》的作用是我们无需依靠
军事力量来保卫 AAT。
《南极条约》使南极
免受国际纷争，澳大利亚因此而一直受
益。二十年来，高级防务与外事战略以及
防务报告中均提到南极——（但是）“实
际上认为南极与之无关”这一论调一直从
未改变过。
未来，南极将可能存在激烈的战略竞
争。资源争端将会逐渐浮现。美国、俄罗
斯、中国和印度有可能加快行动并且退出
《南极条约》。其他领土要求国可能会放
弃他们的要求，这将给澳大利亚造成压
力。联合国可能更直接地介入南极问题。
联合国现有 191 个成员国而南极条约仅有
46 个成员国。
南极和南大洋是澳大利亚的后院。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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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目前只有少数澳大利亚企业从
事南极旅游业，但是南极旅游业未来具有
很大的发展潜力。南极探险旅游可能有增
多的趋势。新开通的澳大利亚-南极大陆
空中航线（2007 年 12 月首航）为南极旅
游业带来新的前景。
南极具有丰富的矿产资源，而且南大
洋中具有相当可观的碳氢化合物。《马德
里议定书》（即关于环境保护的南极条约
议定书）禁止在南极进行矿产资源活动，
这一禁令到 2048 年以后可予以重新审议。
然而，只会有少数签字国会受其约束。随
着世界化石燃料的减少以及极地矿产开
采技术的进步，南极面临着矿产开发的压
力将增大。
鉴于上述的国家利益和挑战，澳大利
亚在对南极未来发展方向进行中短期规
划中，应当考虑采取十大举措来协助澳大
利亚巩固其国家利益。
1.发表南极活动白皮书
鉴于国际能源危机和日益频繁的人
类南极活动给南极及南极条约体系带来
压力，同时也将给（澳大利亚在南极）长
期利益带来影响，迫切需要出台一份具有
战略指导意义的南极活动白皮书，告示全
澳洲人增强和维护南极利益的战略方针。
2.提升南极地位，任命南极大使
为突出南极问题的优先地位，应将南
极问题作为澳大利亚外交政策、主权以及
环境利益的一个核心问题，有必要任命一
位南极大使。南极大使既能体现南极在澳
大利亚主权、政策及利益中的重要地位，
又能在国际交流合作中起到桥梁作用。南
极大使将更广泛地促进双边性、区域性、
国际性措施（的出台），由此形成澳大利
亚南极政策制定的基础。
3.提升南极国家政策的地位与作用
外交与外贸部在南极事务各方面的
资源投入相当少。为了提升澳大利亚南极

个健康良好的南极环境对澳大利亚有直
接的利益。
南极面临着气候变化的直接影响，气
候变化可能影响海冰和海洋生态系统、甚
至南极大陆。今后，由于气候、旅游和资
源开发等原因也可能导致南极环境变化，
管理者将不得不应对更多环境问题的挑
战，环境挑战可能来自于生物疾病的爆
发，而资源开发也可能带来严重的环境或
政治影响。另外，如果南极考察国使用核
能来降低考察站对石油的完全依赖，也将
存在较大的环境风险。
南极气候科学对澳大利亚十分重要。
这包括研究气候变化的速率，以及预测气
候变化对海平面、农产品和澳大利亚环境
的影响两个方面。南极气候研究不仅能使
澳大利亚从天气与气候方面直接受益，而
且有助于弄清南极在全球气候变化中的
作用。
南极科学最重要之处在于它能提供
那些在地球其他地方无法获得的信息。这
其中包括以获取关键性环境保护信息为
目的和提供资源管理决策的研究。
科学能在南极条约体系中“通行”已
成常识。它鼓励国际合作并且使澳大利亚
能同其他参与南极活动的国家相互关联
和发生影响。南极科学研究缓和了政府间
的紧张关系。
澳大利亚在南大洋进行金枪鱼和冰
鱼的捕捞。澳大利亚可通过扩大捕鱼作业
来增加收益。南大洋磷虾（分布区）是世
界最大的、尚未得到完全开发的渔场。目
前的磷虾捕捞主要是为水产业直接供给
饲料。海上水产养殖对磷虾的需求预计会
增加。挪威正在开发一种新的捕捞技术，
利用光吸引磷虾、然后可以通过“泵吸”
方式来进行捕捞。南极生物开发同样具有
潜力，但谋求经济利益必须以维护环境效
益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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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地位，外交与外贸部应当设立“南
极和南大洋事务办公室”。这不仅将更有
效地整合澳大利亚的南极工作，而且能够
支持并推进澳大利亚南极和南大洋的外
交工作。为提高工作效率，“南极和南大
洋事务办公室”同澳大利亚南极局协同开
展工作十分重要。这将增加南极政策方面
的专家在国家南极政策制定中的分量和
作用。
4.启动南极中高层人员交流计划
政府通过设立一项专项奖学金来促
使澳大利亚更多地参与从事南极管理的
国际组织或机构的工作，澳大利亚政府组
织和非政府组织能进一步扩展和深化他
们与国外南极专业人士的联系。
澳大利亚南极机构可申请这一奖学
金来接待海外南极机构负责人和中层专
业人员来澳开展短期专业研究、管理、培
训或其他南极领域的相关技能学习,这将
有助于建立一支大力推动国际南极合作
的负责人和专业人员队伍；还将增进南极
信息和知识的交换，并能使澳大利亚与从
事南极管理的国际组织间建立互信。这个
计划将协助对专业人员开展适当培训，使
他们在中短期内能推动南极政策方面工
作；其他国家的中层专业人员能继续与那
些具有从事南极政策起草与制定、或其他
相关方面的澳大利亚同行交流。
5.开展筹建“世界南极大学”的可行
性研究
为增强澳大利亚成为南极管理事务
的真正领导者这一主张，并进一步推动国
际社会在南极事务上的合作，澳大利亚应
当资助开展 “世界南极大学（WAU）”可
行性研究。
WAU 将成为一所培养南极科学、环境、
法律和政策等多个重要领域的高级专家
的研究性学校。AU 同时也应承担各种应用
研究，同全球范围的合作伙伴开展具有全

球性意义的重大问题研究，例如气候和生
态系统研究。它将成为由南极科研机构、
专家和学者组成的全球网络中心。WAU 以
服务全球环境保护为宗旨，因为它将教育
南极管理者采取可持续发展（战略）。通
过建立管理者与研究者网络来共享价值
（取向）、优先考虑的问题和培训（项目），
由此来加强（南极）国际合作。
随着（人类）更多关注气候变化和南
极生态系统，对高素质的南极科学家与政
策专家的需求将来可能会增加。在管理南
极各方面事务与确保南极国际合作得以
有效实施，高素质的人员是不可或缺的。
WAU 将成为南极条约缔约国开展高层次南
极教育和研究的顶尖研究机构来服务于
国际社会。WAU 的任务可以一言以蔽之—
即“南极哨兵”——集中关注南极在全球
气候变化的速率、过程与结果中所扮演的
重要作用。
6.开展南极矿产资源前期研究
由于 AAT 地域广阔，并拥有大片的近
海区。与南极大陆的其他海岸区域相比，
AAT 海岸线较少受到海冰的包围和阻挡，
所以，AAT 及其水域可能比南极其他部分
更早成为矿产或者碳氢化合物勘探的目
标。
澳大利亚地球科学研究必须开始对
南极矿产资源的分布、易得性以及价值进
行评估，并且确定出哪些区域需要进一步
的研究以便提高潜在资源的评估。关于南
极近海（矿产资源）的评估，澳大利亚已
经收集了大量地震数据以便提出澳大利
亚的大陆架（主权）申请。可利用这些近
海地震栅格网来评估近海盆地。这些停留
在桌面上的研究——对南极矿产资源的
分布、可开采性及价值的研究，并不违背
“马德里议定书”
在未来可能浮现的资源问题上，澳大
利亚应当掌握主动权。当要对其他国家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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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任何采矿提议做出反应时，澳大利亚
应拥有最好的立场。那么，我们就必须在
南极资源勘探问题上以及可能出现的各
种权益处理方式上作出理性的判断。
澳大利亚遵守“马德里议定书”，已
经禁止在南极进行矿产勘探活动。但是在
未来的十年里这种态度可能会发生变化。
例如，澳大利亚已先于其他国家，就在 AAT
进行矿产资源勘探的建议进行过深入的
探讨。我们不能假定这样的建议不会再三
地被提起，也不能假定在某一时期，更为
严重的提议可能会出现。我们必须为此做
好准备。
7.南极政策决策者应与国家安全机
构建立联系
澳大利亚国防一直与南极和南大洋
有着历史性的联系。当前，国防上对南极
问题的参与较少。
国防上似乎存在这种观念：南极在澳
大利亚国家安全中处于相对不太重要的
位置，这一情形不会有太大的变化。这似
乎缺少（理性）思考，例如，拥有运送和
部署能力的国防设施如何能提升澳大利
亚的南极后勤保障能力。国防方面拥有 4
架 C-17 环球霸王运输机，其中一架便可
长期性提供南极后勤支持。这 4 架灵活的
运输机，以 22 亿澳元的价格购进，将在
2008 年第一季度开始服役。美国政府将启
用这种运输机往返于新西兰的克赖斯特
彻奇市（Christchurch）与美国南极麦克
默多（McMurdo）站的冰面跑道进行运输。
除与非法捕捞有关的问题以外，我们
的情报部门与南极政策制定者之间的联
系很少。鉴于南大洋和南极大陆未来具有
这种需要，国家安全机构应该更多地参与
南极政策的制定。国防部应该出席各种关
于南极的高层讨论会。国防部人员可参与
南极作业以熟悉业务、接受培训或者参与
后勤支援工作。国防部人员也可通过短期

借调方式到澳大利亚南极局工作。这将使
国防部人员更深刻地体会到，特殊环境下
可能需要什么样的体能与技能。
8.进行多用途船舶的可行性研究
很多政府机构在政策和业务层面上
对南极具有一定利益，这包括南极后勤支
持、海洋研究、环境保护、渔业管理、海
上搜救、检疫与边防等诸多方面。澳大利
亚仅有“Auroa Australis”号能在南极
海冰区航行。由于其主要任务是支持海洋
研究和输送人员与物资，这就极大地限制
其广泛地服务于澳大利亚政府更多的其
他利益。制造新的考察船来完全替代
“Auroa Australis”号的决定需要在未
来十年内才能做出。而“Oceanic Viking”
号民用渔业巡逻船亚只能在亚南极海域
航行。行驶于南大洋的国家旗杆船和新开
通（澳大利亚本土至南极大陆的）空中航
线能相互补充。这能彰显澳大利亚在这一
地区的责任与义务。
虽然（澳大利亚本土至南极洲）空中
运输线的开通分担了“Auroa Australis”
号的部分人员输送，它仍需支持海洋调查
和运送人员。因此，澳大利亚的南极海上
运力是有限的，并且依赖单船作业，这使
得整个保障系统容易受到偶然事故的影
响。
鉴于许多政府部门需要在南大洋上
持续开展多方面的工作，应该就为服务于
澳大利亚在南大洋的利益对一艘或者多
艘国家旗舰船的现实需求开展可行性研
究。这类船只将承担多种任务：科学研究、
海上搜救、环境污染控制、渔业巡逻（包
括登船搜查任务）以及向南极考察站输送
补给。
澳大利亚还承担了从印度以南至新
西兰以南的大片南大洋海域进行国际搜
救义务，但是澳大利亚没有足够的能力来
履行这项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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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带来实际的利益，拥有这样的船
只也象征着澳大利亚作为一个重要南极
国的地位和作用。其他许多重要的南极国
家都拥有适应极区航行的船只。这种船只
的造价大约为 2 亿澳元，每年的运营成本
约为 3 千万澳元。
这类船只应具备在极端气候条件下
作业的良好性能，能在结冰的海域和波涛
汹涌的海域中航行，船体和上层建筑
（superstructure）能抵挡所受到的强大
重压。由于路途遥远，船只航行在南大洋
是孤军无援的。整个船只系统应具有较高
的冗余和（或）校正能力（the ability to
rectify defects），这一点非常重要。此
外，这类船只必须装备充足的医疗设备，
和配备直升机来大力增强船只的作用。为
提高直升机的作业利用率，有必要装备一
些辅助性的启动与维修系统。否则，直升
机只能在近海区域和天气晴朗的情况下
飞行。在外海区域投放和回收驳船的能力
也很重要。船只实际的有效载荷可根据任
务需要灵活变化。就船只本身而言，需要
有足够的可利用空间、并配备可承担主要
任务的各种装备。
9.通过南极气候科学研究提升领导
地位
为提升澳大利亚在南极问题上的领
导地位，需要扩大在南极气候研究的范
畴，并提高其质量。
尽管澳大利亚目前的行动计划是适
度的。但是鉴于气候问题的紧迫性，还需
付出更多的努力。由于所获取的及时信息
是合理调整南极策略的基础，所以南极气
候研究可获取一笔可观的保障经费。以下
几方面的项目需要立即加以关注。
首先，要取得一百万年历史或者更古
老的冰芯。南极凯西站附近地区是获得这
种冰芯的最好地方。获得这种“能反演气
候的冰芯”预计需要十年之久、需投入

1900 万澳元左右。
其次，海洋学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源来
开展气候研究。在南极水域需要开展更多
的工作来研究海洋酸化问题，海水酸化可
能破坏海洋生物、最终带来全球性的影
响。酸化的海水对珊瑚、贝类以及浮游生
物都将有腐蚀的作用。浮游生物是地球食
物链的基础。
第三，需要投入更多的研究来了解南
大洋在全球洋流中起到的重要关联作用，
全球洋流控制着全球的气候变化。目前为
弄清这个问题所付出的努力不过是所有
应做的工作中的沧海一粟。
10.在南极展示国家实力
南极活动应当体现出国家实力和利
益以及澳大利亚在南极活动中的领导地
位。已开辟的空中航线给澳大利亚带来了
便利，因此，澳大利亚可考虑开辟另一条
横跨南极的航线。为优化考察站的科研服
务能力可重新进行规划。所有的这些措施
将彰显澳大利亚在南极的存在。
澳大利亚应该采取一些行动以巩固
国家南极利益，同时体现澳大利亚在南极
问题上的国际领导地位。
首先，应该使南极大陆的空中运输能
力翻一番。澳大利亚的 3 个常年考察站建
在只有少量露岩的沿岸区域，并处于同一
纬度。这些南极考察站可作为前往其他沿
海区域的中转点。但要深入 AAT 却有困难。
澳大利亚需要后勤保障能力来支撑
对 AAT 的所有区域进行以科学、环境或政
策为目的考察。但是目前还做不到。当前，
美国、俄罗斯、中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国
家都有足够支撑能力进入 AAT，并且他们
也的确这么做了。加倍提升我们在南极大
陆的空中运输能力使我们能深入挺进整
个 AAT 和南极其他的适当区域；并能在东
南极建立长距离空中搜寻网络。澳大利亚
的目标应是提供东南极空中后勤保障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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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暖是一个重大的世界安全问题，它
可能引发大规模人口死亡，引起国家衰
退，人口被迫性迁移，食物和水资源短缺，
以及传染病的蔓延。南极在帮助我们理解
气候变化过程以及预测气候变化的速率
和结果中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正因为如
此，澳大利亚应该把南极列入国家安全议
程来加以考虑。
在这个问题上，澳大利亚面临着特殊
的挑战。澳大利亚的南极领土处在国家的
（政治）前线。澳大利亚是离南极最近的
几个《南极条约》成员国之一，并且南极
领土要求面积最大。澳大利亚在南极大陆
上开展活动的历史也最为悠久，而且从未
间断过。这指引着澳大利亚继续发挥作为
南极主要看管人的作用。我们必须重建澳
大利亚在南极研究上的领先地位。为了做
到这一点，需大力增加各种资源的投入。
作为澳大利亚南极主管机构，澳大利亚南
极局（AAD）的年度预算多年来维持在 1
亿澳元左右，一直没有增加。与其他关系
国家未来安全的重要活动相比，澳大利亚
在南极问题上的总投入还是很少。
国际社会对南极的兴趣会逐渐增加。
人们比以往更易于达到南极。南极条约体
系在政策层面正面临挑战。如果澳大利亚
不能继续作为参与南极事务的重要一极，
并在南极外交中做出各方面协商的努力，
那么将面临丧失在南极事务中的国际威
望的风险。澳大利亚是在南极事务中起主
导地位的国家之一，这一点毫无争议。
澳大利亚的南极历程不应该只是基
于国际外交的历程，它同时也应该成为国
家自强的历程。南极洲为澳大利亚提供了
巨 大 的 想 象 空 间 。 麦 克 林 托 克 山 （ Mt
McClintock，3490 米）是 AAT 的最高山脉
——远远超过了澳洲本土最高的山脉，可
至今尚未登上过。AAT 是澳大利亚国土的
一部分，需要我们关注。我们应该按照振

务的首选国，此举不仅可以促进国际合
作，而且将增强澳大利亚南极站间协作能
力。这需要政府增加在南极空中航线建设
的资本投入。由此，我们能够通过凯西站
抵达 AAT 的任何地区。与过去相比，这是
个巨大的突破，我们不再局限在沿岸的 3
个考察站（开展考察活动）。
其次，应考虑开辟另一个洲际空中航
线的南极着陆点，建立另外一条横跨南极
大陆的冰面跑道，并能与现有的跑道相关
联，这将极大提高（空中运输的）灵活机
动性，也为飞机的紧急降落提供了一个备
用着陆点。此外，建立另一条跑道也使得
更多南极工作者赴南极考察变得更容易。
再次，需要重新设计澳大利亚的南极
考察站以增加其业务灵活性。澳大利亚现
有的三个永久性考察站需要常年运行，每
个考察站、甚至站上任何一部分一刻也不
能停止运转。这就使得每个站均需进行维
护，每年都需要进行补给，但补给只能在
某些特定时间才能进行。如果根据需要，
对现有的考察站重新进行规划和设计，保
留一些考察站同时关闭一些考察站，将节
省的资金用于科研，或者使南极计划能够
对政府的优先支持领域做出更好的响应，
或者使南极计划有能力支持更多的、更深
层次的国际合作。为了能开展更多的科考
活动，以及表明澳大利亚有实力维持在
AAT 的存在，需设计轻便的或者可移动的
南极基础设施。
结语：
南极洲对于维持我们这个星球的气
候和生态系统的稳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这一点目前已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气候
变暖仍是全球最紧迫、需优先解决的环境
问题。南极科学对我们预知全球的未来趋
势至关重要。我们可以利用南极来揭开地
球气候从古到今的变化。
当今，一些很有声望的分析家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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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国家的价值观来全新思考澳大利亚的
南极工作，澳大利亚需要一个有远见的
“向南瞭望”的政策来谋求南极未来。

捕捞活动遵守的依据。
Tony Press 博士说，这是 CCAMLR 提
出和通过的首个养护措施，并将为南大洋
海洋生态系统保护提供一种临时性的制
度，不过，需制定和执行更长远性的战略
方案。这一措施的通过表明了澳大利亚南
极科学研究的价值与在政策制定方面的
贡献。
本次 CCAMLR 会议在澳大利亚塔斯马
尼亚州首府霍巴特市（CCAMLR 总部所在
地）举行，为期两周，来自南极条约成员
国的 200 名左右代表出席这次会议。会议
于 2008 年 11 月 08 闭 幕 。

（ http://www.aspi.org.au/publications/pub
lication_details.aspx?ContentID=120 ， 徐 敬
森 编译）

2008 年南大洋生态系统保护取得重大突
破
澳大利亚提出的“将南大洋部分区域
指定为一个脆弱的海洋生态系统”的建议
已经得到“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
(CCAMLR)”的批准。
2008 年年初，澳大利亚为首的探险队
在东南极海域执行一项重大的国际极地
年项目后已返回国内，本次考察期间他们
采集了大量生物标本，其中包括一些新的
物种。
“东南极海洋联合普查(CEAMARC)”
项目在这一地区发现了一个种类繁多、既
复杂而又丰富多彩的生物系统—包括玻
璃状的动物，类似我们熟知的被囊动物、
珊瑚虫、巨型海绵状海洋蠕虫、巨型甲壳
类和如餐盘大小的蜘蛛蟹。此前，人类从
未对该地区进行过调查。
目前已有两个区域（每个区域面积大
约为 400 平方公里）被确定为“脆弱的海
洋生态系统(VMEs)”，并列入了保护名单。
澳大利亚南极局局长 Tony Press 博
士是出席 CCAMLR 会议的澳大利亚代表团
团长。他提到，通过这项决议对保护这种
独特的南极海洋环境而言，意义十分深
远。
不过，从长远来看，其意义远远超出
这些。CCAMLR 会议既然通过一项新的 VMEs
养护措施，这一措施就应该成为开展渔业

（ http://www.aad.gov.au/default.asp?casid
=35471&source=17&rank=3，吴荣荣 译）

第 31 届 ATCM 通过决议推荐使用“提交有
关保护区、管理区及历史遗迹与纪念物提
议的会议工作指南”
第 31 届 ATCM 通过了决议 1（2008）
，
即起草并向 ATCM 提交有关南极特别保护
区、南极特别管理区以及历史遗迹和纪念
物提议的工作会议指南。本决议指出，与
会代表注意到《关于环境保护的南极条约
议定书》附件五为 ATCM 依据《南极条约》
条款 IX(1)来通过有关指定南极特别保护
区（ASPA）、南极特别管理区（ASMA）
，通
过或修订 ASPA 管理计划或 ASMA 管理计
划，以及指定历史遗迹和纪念物（HSM）
的措施奠定了基础；认识到新通过的与经
修订的这类措施数量不断增加；意识到有
必要确保每个 ASPA 和 ASMA 的现状及其管
理计划，以及每个 HSM 均能清晰透明；重
申决议 2 (1998)，该决议建议在编写和修
改 ASPA 和 ASMA 的管理计划时应参考这一
8

决议（附件）“南极特别保护区管理计划

“涉及附件 5 以前指定的其他保护区的信

编写指南”；注意到有关“管理计划通用

息”等内容。
如果起草有关 ASPA 的提案，请参考

模板”的决议 9 (1995)已不适用。由此建
议在编写此类工作文件应参考本决议附

“南极特别保护区管理计划编写指南”

件，即“提交有关南极特别保护区、南极

（本指南的当前版本附在决议 2（1998）

特别管理区以及历史遗迹和纪念物议案

中，并包含在 CEP 手册）
。
有几份管理计划具有较好的质量，例

的 ATCM 工作会议指南”。
以下为决议 1（2008）附件的内容：

如第 109 号 ASPA（穆厄岛，Moe Island）

A. 有关 ASPA 或者 ASMA 的工作文

管理计划，在编写新保护区管理计划和修
订保护区管理计划时可将予以参考。

件 ，建议包括以下两部分：

B. 有关 HSM 的工作文件

(i) 封面页
封面页主要对本提议的意图和 ASPA

HSM 一般没有相应的管理计划，除非

或者 ASMA 的历史进行说明，并可参考模

它同时被指定为 ASPAs 和 ASMAs。有关 HSM

板 A 来编写。该页将不作为 ATCM 所通过

的基本信息将包含在所通过的措施中。有

的措施的内容，因此，也不出现在最终报

关 HSM 的工作文件其他部分将不放入措施

告中和南极条约秘书处的网站上。 其唯

中。如果希望将这些部分背景信息记录在

一的目的是为 ATCM 讨论本提议和起草相

案，可将这一材料作为 CEP 报告的附件放

应的措施提供方便。

入 ATCM 最终报告中。
为确保能提供措施中所有需要的信

(ii) 管理计划

息，建议在起草有关 HSM 的工作文件时使

因为管理计划这部分是用于出版的，

用下面的模板

所以应提交最终版本。它将作为措施的附

C. 向 ATCM 提交的有关 ASPA, ASMA

件，并在最终报告中和南极条约秘书处的

和 HSM 措施草案的正式编排

网站上发布。
如果提交的管理计划为最终修订版

当一项有关的 ASPA, ASMA 或者 HSM

本、并可出版，这将很有帮助。当然，当

措施草案得到 CEP 提议，提交给秘书处来

它首次提交给 CEP 时为草稿，并可能根据

创建 ATCM 目录时，可请求秘书处向 ATCM

CEP 和 ATCM 的建议进行修改。不过，一

提供数份最初的工作文件封面页，说明

旦获得 ATCM 通过，该版本将作为最终版

ASPA, ASMA 和 HSM 的提议在工作文件提

本发布，秘书处无需作进一步的编辑，直

出，并经 CEP 修订过。

接并入到同一次 ATCM 通过的其他文件材

其次序如下：

料中 。

•提出方需 准备并提 交 一份工作文
件，包括一份管理计划草案、一个说明的

例如，在管理计划最终版中不应包括

封面页；

诸如“提议这一区域”、
“本计划草案”、
“一

•在 ATCM 召开前，由秘书处起草一份

旦获得通过，本计划应”、“说明 CEP 和

措施草案；

ATCM 的讨论意见以及会间开展的工作（除

•CEP 对管理计划草案进行讨论，并由

非是自上次评述以后本区域已开展的活

提出方、联络秘书处来进行修改；

动和咨询过程等重要信息）”、“个别代表

•如果 CEP 建议予以通过，CEP 主席则

团对计划草案或者修改版本的意见”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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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管理计划（已同意）和封面页（已同意）

的废除。
(vi) 其他方面- 各类修订的简要

转交给法律与机构工作组负责人；
•法律与机构工作组对措施草案进行

概述，标明管理计划中所有修订过的段落

评议;

（对于较长的管理计划，特别有帮助）。
5. 如果是一个新提出的 ASPA 或者

•秘书处正式编排措施草案和已同意

ASMA，是否包含海洋区域? 是/不是

的封面页；

6. 如 果 一个 新 提 出 的 ASPA 或者

•ATCM 审议和最终做出决定。

ASMA 包含海洋区域 ， 是否需要 预 先由

模板 A: ASPA 或者 ASMA 工作文件的

CCAMLR 根据决定 9 (2005)来进行核准?

封面页
请确认封面页中包含以下的信息：

是/不是
7. 如果需要由 CCAMLR 预先进行核

1. 是一个新提出的 ASPA 吗? 是/不

准，是否已通过 CCAMLR 的审核? 是/不是

是
2. 是一个新提出的 ASMA 吗? 是/不

(如果通过 CCAMLR 审核的话，则应附上

是

CCAMLR 最终报告中的相关段落)。
为确保管理计划包含所有需要的信

3. 该提议与已有的 ASPA 或者 ASMA

息，可将以上的格式作为模块或者作为封

相关吗?
如果与已有的 ASPA 或者 ASMA 相关，

面页的核对表来使用。
模板 B: 历史遗迹和 HSM 工作文件的

则列出所有相关的建议案、措施、决议和

封面页

决定，包括已指定的特别保护区（SPA）、
特殊科学兴趣区（SSSI） 或者其它类型

请确认封面页中包含以下的信息：

的保护区。尤其应包含相关建议案/措施

1. 该遗迹和纪念物是否已被以往的

及其日期：首次指定、管理计划的首次通

ATCM 指定为历史遗迹和纪念物？是/不是

过、管理计划的修订、目前的管理计划、

（如果是，请列出相关的建议案和措施）。
2. 如果提议的是新的遗迹和 HSM，请

管理计划有效期限的延长、根据决定 1

包括以下的内容，并编排到措施中：

(2002)进行的重新命名和编号。

(i) 新提议的遗迹和 HSM 名称加入到

4. 如果提议中包含现有管理计划修

措施 2 (2003)附件清单中;

改稿，请说明修订的具体情况。

(ii) HSM 的描述信息应包含在措施

(i) 大的修订或小的修订?
(ii) 边界或者地理坐标发生改变?

中，包括充分的易识别的特征，使前往该

(iii) 地图上做过修订? 如果做过

区域的访问者能辨认这些特征;
(iii) 使用度、分、秒来表示地理坐

修订，是仅在文字上做过修订，还是文字
标;

与图均做过修订?

(iv) 最初的提出国;

(iv) 与提议的区域或者其边界相关

(v) 管理方（国）。

的区域描述上的变化?
(v) 影响本区域内或者邻近区域内

3. 如 果 提 议 的 是 对 已 有 的 遗 迹 和

任何其他的 ASPA, ASMA 或 HSM 的变化，

HSM 进行修订，请列出已有的相关建议案

尤其应说明与任何现有的区域或者地点

和措施。
为确保管理计划包含所有需要的信

的合并、归并或者对现有的区域或者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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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的情况与南极存在实质性差异，为北
极制定一部类似于《南极条约》那样涵盖
广泛的国际法典是不适当的，也没有必
要；敦促参议院立即完成美国加入《联合
国海洋法公约》的批准程序；提出了解决
美国与加拿大、俄罗斯海洋边界纠纷的原
则和立场；鼓励与其他国家在北极地区开
展科研合作；执行国际有关捕鱼的规定，
等等。
目前，有关国家在极区尤其是北极地
区的利益争夺日益白热化。美国此时出台
有关其北极政策的总统令，显然是有备而
来，意图实现美国在北极地区的战略规
划，抢得先机。美国政府各部门未来依据
该总统令如何行动，值得关注。

息，可将以上的格式作为模块或者作为封
面页的核对表来使用。
（ http://www.ats.aq/devAS/ats_meetings_me
eting_measure.aspx?lang=e，第 31 届 ATCM 通
过的决议[Resolution 1 (2008)]及其附件，凌
晓良 译）

北极事务

美国发布关于北极政策的总统决定令
即将卸任的美国总统布什在 2009 年
1 月 9 日签发了“国家安全总统令第 66 号”
和“国土安全总统令第 25 号”，全面阐述
了美国的北极政策。它们将取代美国 1994
年颁布的有关北极政策的“总统决定令第
26 号”。
这两份在内容上合二为一的总统令
分为四个部分，即目标、背景、政策和支
撑手段。其主要篇幅集中在政策部分，涉
及到政策指向、美国在北极的国家安全和
国土安全利益、参与有关北极的国际事
务、外大陆架和边界问题、促进国际科研
合作、海上运输、经济议题（包括能源）、
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的保存等领域。该总
统令要求美国国务院牵头，联合国防、国
土安全、内务、商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会、交通等部门，分别在各个领域实施法
律、研究对策、拿出措施、推行决议，以
期全面维护美国在北极的战略利益。
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该总统令作出了
明确表态。例如，强调了美国主张的“航
行自由”，指出西北通道和北方航线的国
际性，美国船只有权过境通行；认为北极
理事会应维持目前的高层论坛性质，不支
持其转变成正式的国际组织；考虑到北极

（http://www.nsf.gov/，龙威 译）

2009 国际北极科学高峰周会议将于 3 月
23-28 日在挪威举行
2009 国 际 北 极 科 学 高 峰 周 会 议
（ASSW）将于 3 月 23—28 日在挪威西南
部港口城市卑尔根举行 。ASSW 是多个组
织共同努力的结果，这些组织包括：国际
北极科学委员会（IASC）、北冰洋科学委
员会(AOSB)、欧洲极地委员会（EPB）、泛
太平洋北极工作组(PAG)、北极研究管理
者论坛(FARO)、国际北极社会科学协会
（ IASSA ）、 新 奥 尔 松 科 学 管 理 委 员 会
（Ny-SMAC）。ASSW 的目的在于为国际社会
提供在北极各个科学领域共同合作的机
会，同时将科学会议和管理会议结合起
来。同时 ASSW 也可以让与会者对东道国
的北极研究有一个深入的了解。其他一些
对北极科学与政策感兴趣的科学团体也
可以同时组织召开分会。
2009 年的 ASSW 除了召开各北极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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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年会外，还将首次举办一个国际论坛。
年会时间安排在 3 月 22—23 日和 27—28
日，论坛则安排在 3 月 24—26 日。

应邀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来自政府部门、国
际团体、国际研究团体、国际组织、非政
府组织、国际渔业组织和其他一些相关国
际组织的成员。

（http://www.imr.no/assw2009/start，赵卫权 译）

（ http://wwz.ifremer.fr/institut_en/actua
lites/colloques_manifestations，赵卫权 译）

欧盟会议确立 2012 海洋目标：制定欧盟
海洋战略规划和聚焦公海问题

国际北极科学委员会发布招聘执行秘书
助理信息

2008 年 12 月 9 日—11 日，法国举行
了一次欧盟会议。会议上，欧盟轮值主席
国法国和欧盟的其他成员国对“海洋战略
框架法令”进行投票表决，从而有效地评
估和保护海洋环境的质量。
为了达到在 2020 年前保持海洋“良
好环境状况”的目标，迫切需要针对 2012
年前的海洋环境状况制定详细而明确的
规划，因此这个法令成为欧盟海洋战略的
重中之重。公海占了全球海洋面积的 64%，
因此它也将成为讨论的核心议题。公海位
于 200 海里的专属经济区以外，在各国的
管辖权之外。从过去几年出版和发布的国
际会议文集、报告的数量来看，公海受到
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
关于公海的议题，其涉及的内容和范
围都很广：包括经济方面的（深海捕鱼，
海洋调查，生物勘探，采矿计划等）、法
律方面的（海洋法和国际公约的修订）和
环境方面的。有关欧盟海洋战略和公海问
题的讨论应该在全球框架下进行。因此，
作为欧盟轮值主席国，法国组织了这次名
为“2012 海洋目标”的欧盟会议，集中讨
论上述两个议题。会议于 12 月 9-11 日在
法国港口城市布雷斯特的海洋馆举行，有
200 名代表出席本次会议。法国生态、能
源、可持续发展及城乡规划部（MEEDDAT）
、
法国海洋开发研究院（Ifremer）、法国海
洋保护区管理机构共同组织了这次会议。

国际北极科学委员会(IASC)是一个
非政府性的国际科学组织。其设立的宗旨
是为了鼓励和推动北极研究在各个领域
开展国际磋商和合作，以促进对北极地区
及其在地球系统中作用更深入的了解。
IASC 是国际科学理事会（ICSU）的成员。
从 2009 年 1 月 1 日起，IASC 秘书处
设在德国波茨坦的阿尔弗雷德·魏格纳极
地与海洋研究所（AWI）
，秘书处负责国际
北极科学委员会的日常事务。
IASC目前正招募秘书处的执行秘书
助理。其主要职责是协助执行秘书处理秘
书处的日常事务，具体包括与IASC成员、
ICSU的各团体和其他与IASC秘书处相关
的其他国际组织保持联络；为IASC的科学
常务委员会和行动小组提供相关支持；筹
办会议、起草会议日程和报告；编辑和提
供IASC报告、时事通讯和年鉴以供出版；
维
护
IASC
网
站
(http://
www.arcticportal.org/iasc)，陪同执行
秘书，作为IASC的代表出席相关的会议。
候选人必须获得了与北极研究相关
的科学领域内的博士学位，有国际科学研
究和合作经验，同时具有良好的沟通和组
织能力，计算机操作娴熟，并精通英语。
精通德语虽不是必要条件，但予以优
先考虑。此外，同等条件下，将优先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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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研究中心在格陵兰东北部建有
一个考察站 Zackenberg，该站位于北纬
75°30'，为考察队员提供吃、住、行服
务，同时为科研人员开展野外工作提供所
需的技术支撑。从 1995 年以来，每年的
度夏人员达 1500－2000 人。
Zackenberg 站和其他科研人员居住
的旅馆签订了合作协议，例如：位于东格
陵兰 Kangerlussuaq 的 KISS，东南格陵兰
的 Sermilik 野 外 考 察 站 ， 东 格 陵 兰
Qeqertarsuaq 的北极站和东格陵兰 Nuuk
的格陵兰国家资源所等。他们通过相关的
国际网络、建立和共享格陵兰信息资源来
分享市场份额和作为彼此的代理。
度夏期间，芬兰极地研究中心将后勤
保障延伸至东北格陵兰 Mestersvig，在那
建有一个机场，为科研和旅游探险人员前
往格陵兰北部和东部提供航班。
平台：
在格陵兰有大量的科研设备，可为科
学家提供各种技术服务。
有些科研平台有专人看管和操作，有
些则没有。有些科研平台提供住宿、实验
室、科研容器和野外装备，有些则没有。

残障人士。
本岗位有相当多时间用于国际差旅，
预期聘用时间是 2009 年 2 月 1 日。最终
的候选人将由 AWI 负责聘用，报酬将根据
德国联邦雇员标准发放，首次聘用期为 3
年，并可顺延。AWI 将为其提供各种所需
要的技能培训。
（ http://www.aosb.org/pdf/IASC%20Officer1.pdf，孙依昂 译）

芬兰极地中心简介
芬兰极地中心是一个为极地科研提
供信息、业务保障和技术的中心，是一家
从事极地研究和北极环境的公益性研究
机构。其主要职责是：通过国内协调、国
际合作推动芬兰南北极研究；支持芬兰参
与国际极地研究，给格林兰岛无人居住区
后勤保障提供建议；提供极地研究信息；
加强极地公众宣传。
芬兰极地研究中心属芬兰科学、技术
与改革部，下设四个部门：后勤部、研究
部、信息部和行政部，由中心主任 Peter
Sloth 直接领导。
其中，在后勤方面，极地研究中心主
要负责运输和提供科研和后勤平台。格陵
兰研究需要财政支持力度较大，前往北格
陵兰的运输费用非常昂贵，而且那里与世
隔绝、不能居住并且难以通行。
芬兰研究中心每年为格陵兰选定区
域内开展的科研项目提供后勤保障平台。
通过这些平台来协调各区域内夏季考察
活动的后勤保障需求，实现资源利用的最
大化。这种运作方式起因于一些小项目因
野外作业成本过高而无法开展工作。近年
来，可供度夏使用的后勤保障平台已覆盖
了格陵兰西北部和东北部。

（http://www.dpc.dk/sw7105.asp，孙依昂 译）

资源勘探
芬兰研究所出版北部地区采矿法演变专
刊
最近，一份有关北部地区采矿法的专
刊正式出版，该专刊就北部地区采矿法的
演变进行了研究。
这份出版物汇集了 2008 年 9 月 25-26
13

举办的“北部地区采矿法演变” 国际性
专题研讨会的成果。它是北方环境与少数
民族法律研究所（北极中心）系列出版物
（第 34 期）
“采矿法在与时俱进中革新及
其对芬兰的影响”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份专刊主要内容为：采矿是一项不
断增长的全球性业务，该行业中的市场和
公司都是全球化运作的，这一发展趋势对
矿业公司如何运用各自的管理法规、以及
跨政府组织如何采用采矿标准规范来管
理采矿活动有着显著的影响。各国采矿法
规的任何变革不仅需要考虑到这些标准
的日趋国际化，而且需要考虑到市场的急
速变化，或许后一个因素更为重要。这份
专刊还对全球性和地区性采矿法规进行
了分析，特别关注了芬兰这一个典型的案
例，因为它正在对 1965 年出台的采矿法
案进行修改。此外，专刊还特别关注北部
地区及北极的发展，并将一些有关采矿法
对当地人生活的影响研究和加拿大北极
地区立法趋势分析的投稿也选入其中。

持。”
在开普敦设立办事处加强了挪威极
地所在南半球的地位。目前，挪威极地所
员工分别在北极的斯瓦尔巴（Svalbard）
、
挪威的特罗姆瑟（Tromsø）、南非的开普
敦（Cape Town）和南极的特罗尔站（Troll
Station）工作，这在国内外均是独一无
二的。
（ http://npweb.npolar.no/english/12271759
58.22，孙依昂 译）

英国南极局科学家发表第一份综合性南
极生物编目
南极地区第一份综合性的生物编目
收录了南极南奥克尼群岛（位于南极半岛
顶端附近）的海洋和陆地生物，揭示了这
个地区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比南太平洋的
加拉帕戈斯群岛（译者注：该岛被称为“世
界最大的自然博物馆”）上的生物物种还
要多。这项研究为未来监测极地生物对环
境变化的响应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2008 年 12 月份最新一期的《生物地
理学杂志》（Journal of Biogeography）
上，来自英国南极局和汉堡大学的研究团
队报道了这一科研成果。他们在南奥克尼
群岛的陆地、海洋和海岸上进行了考察，
利用潜水和拖网等方法捕获了生活在
1500 米水深的生物。然后研究团队将获得
的数据记录与一个世纪以来的文献及最
新的数据库进行比对，由此鉴定出 1200
多种已知的海洋和陆地物种。这些物种包
括海胆、自由游动的虫类、甲壳软体动物、
螨虫类以及鸟类。他们还发现了五个新的
物种。
项目负责人、来自英国南极局的
David Barnes 博士说：“这是人类第一次

（ http://www.arcticcentre.org/?newsid=928
8&deptid=8803&languageid=4&NEWS=1 ， 刘 斌
译）

管理与科研
挪威极地所在南非开普敦设立办事处
鉴于挪威南极活动日益增多，挪威极
地所目前在南非开普敦设立了一个办公
室，用于支持挪威南极考察工作。
挪威研究所业务与和后勤处 Øystein
Mikelborg 处长说：
“我们的南极活动已经
提升至重要阶段，在开普敦设置办事机构
能全年为南极考察进行准备和提供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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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极地区完成综合性的生物名录。这项
研究是国际‘海洋生物普查（COML）’计
划的一部分，COML 计划是为了评估和了解
世界海洋生物的多样性和分布情况。如果
我们想要了解未来环境变化如何影响这
些生物，这次的研究就是一个重要的起
点。”
该成果的作者之一，汉堡大学的
Stefanie Kaiser 说：
“我们从没料到群岛
附近会有这么多物种。极地区域有这么丰
富的物种是让人始料未及的，人们以往以
为这里物种寥寥无几。”
这个研究团队由来自 5 个研究机构的
23 名科学家组成，2006 年他们乘坐英国
南极局的皇家考察船“James Clark Ross”
号进行了为期 7 周的科学考察。

恰好反映出北冰洋气候变化的一个重要
原因，此次考察的目标是收集北极地区地
质演变的相关资料。
在本航次的领队，来自 AWI 的地球物
理学家 Wilfried Jokat 博士的带领下，
研究人员利用沉积物声学测量法，在紧靠
东西伯利亚大陆架海底的位置发现大面
积的滑坡。Jokat 博士解释说：
“滑坡是沉
积物大规模移动的证据，比如大量的沉积
物发生堆积的情况下。”大陆坡变得越来
越不稳定，沉积物因此开始滑落。如此大
面积的沉积物移动只有一个原因，即冰封
在东西伯利亚大陆冰盖里的沉积物在间
冰期期间解冻，并随着融化的冰水流入大
海。AWI 的地质学家 Rüdiger Stein 指出：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我们至今尚未
掌握东西伯利亚在过去 6 万年以内和更早
的地质历史时期的大规模冰河作用的信
息。”其他声学（地震）资料表明，东西
伯利亚大陆架仅仅在几个冰川期内被冰
雪覆盖，而且发生在最近的三百万年。
为了证实这一发现并按地质年代学
来确定年代，科学家从加拿大海盆经门捷
列夫海岭至马卡罗夫海盆长达 700 千米的
断面提取 16 个土壤样品，并带回不来梅
港进行研究。通过分析样品，科学家将首
次对美国和加拿大北部的冰川历史与西
伯利亚的冰川历史进行对比，并对其异同
进行详细的分析比较。此外，这些样品数
据还能反映出北冰洋中部洋流的时空变
化和海冰的范围。“我们希望通过这些调
查研究，对北极长期和短期气候变化的控
制过程有个全新的权威性认识，”Stein 博
士兴奋地说。
此次考察的另外一个重点是研究北
冰洋过去 9 千万年的地质演变过程。通过
地震声学测量可以探测到海底以下 4 千
米。Jokat 在报告中指出，
“收集到的数据
显示介于罗蒙诺索夫海岭和门捷列夫海

（ http://www.antarctica.ac.uk/press/press
_releases/press_release.php?id=652，赵卫权
译）

环北极点研究：德国考察船“极星”号完
成穿越东北通道和西北通道的考察
德国“极星”号目前是第一艘同时穿
越北极东北通道和西北通道，并由此环绕
北极点的考察船。该船是在阿尔弗雷德魏格纳极地与海洋研究所（AWI）组织的
第 23 次北极考察的第三阶段中完成这次
穿越德。该阶段是于 2008 年 8 月 12 日从
冰岛首都雷克雅末克出发，于 10 月 17 日
返回德国不来梅港，总航程为 10,800 海
里（约 20,000 千米）。来自比利时、德国、
法国、日本、加拿大、韩国、荷兰、俄罗
斯和美国等 12 个国家的 47 名研究人员随
船参加了此次考察。由于海冰覆盖面积较
小，考察队员能到达海图上迄今未标明的
海域并开展研究工作。而海冰面积的减少
15

岭这两大北极海岭体系之间的盆地的历
史要比我们估计的久远得多。因此，位于
北冰洋的马卡罗夫海盆和加拿大海盆几
乎是同时开始形成的。罗蒙诺索夫海岭大
约在 6 千多万年前从东西伯利亚大陆架分
离出来，对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影响。研究
数据表明深海沉积物的位置明显发生了
大的变化。根据这些新获取的数据，目前
很多关于北冰洋演化的模式都需要重新
进行定义。” Jokat 总结说。
海洋学家通常定期从考察船上收集
关于水温、密度和盐度的资料。除此之外，
他们还会在大块浮冰上布放浮标，这些浮
标能够在一到两年的时间里自动采集这
些数据。海洋学家们由此能更好地了解北
冰洋的水体循环情况。通过集成这些长期
的观测数据，我们就能描述水温变化和海
冰覆盖面积与气候变化的关系。
参加本航次的生物学家对桡足类拟
长 腹 剑 水 蚤 （ the copepod Oithona
similis）在北冰洋的活动和分布进行了
调查。这种类似螃蟹的动物是食物链的重
要组成部分，它们主要靠捕食小型藻类和
小型动物为主，而自身又是鱼类幼体的食
物。另一个生物学项目是沿途收集海鸟、
海豹、鲸鱼和北极熊的分布信息。除上述
研究之外，此次考察还包括对海底进行连
续调查和为配合多学科研究而进行的水
体探测。
本次考察工作为国际极地年框架内
的研究，欧洲“开发北极模型和长期环境
研究观测能力”计划和德国联邦教育和研
究部的北大西洋科研项目都为此做出了
重要贡献。经过常规维护和休整之后，
“极
星”号又于 10 月 31 日启航开赴开普敦，
在那里拉开 2008-2009 年度南极考察的序
幕
。

41926f）

无需捕杀也能从事鲸鱼研究：澳大利亚拨
专款研究鲸鱼
澳大利亚政府近日宣布将划拨 700 万
澳元（约 400 美元）专款用于鲸鱼项目的
研究。环境部长 Peter Garrett 认为，研
究鲸鱼无需对鲸鱼造成任何伤害，澳大利
亚将采取卫星和航空跟踪的方式从事研
究，目的是向日本展示开展研究的正确方
式。国际鲸鱼保护组织从 1986 年禁止商
业捕鲸以来，日本每年以科学研究为幌子
捕杀的鲸鱼多达 1000 头以上。澳大利亚
还将利用这笔专项研究费用对日本的所
作所为做出评估。
（引自 2008 年 11 月 18 日的“The Dominion
Post”，驻新西兰使馆科技处 编译）

南极甘布尔采夫地区项目全面展开：揭开
南极中心地带的神秘面纱
2008/09 年度国际极地年的重点野外
考察项目之一的南极甘布尔采夫地区
(AGAP)项目全面展开，以探测南极中心地
带冰下的神秘山脉——甘布尔采夫山脉。
南极甘布尔采夫地区(AGAP)项目是
一个多国参与的、富挑战性的高科技项
目，来自英国南极局、美国、德国、澳大
利亚、中国和日本的科学家、工程师、飞
行员和后勤支援工作人员组成一支联合
考察队，向科学和技术难度最大、体能要
求最高的南极研究项目之一发起挑战。
该项目旨在揭开深埋于冰下的甘布
尔采夫山脉的神秘面纱，选取钻取最古老

（ http://www.awi.de/en/news/press_release
s/detail/item/ende_ark_xxiii3/?cHash=27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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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2003 德澳查尔斯王子山脉联合
考察测量了甘布尔采夫山脉的地形。其中
包括对兰伯特冰川南部延伸地区的航空
地球物理测量调查。
科学家们认为甘布尔采夫山脉能为
南极洲起源和演化研究提供线索，扩展地
来看，甚至能为全球气候现状研究提供线
索。计算机模拟结果显示甘布尔采夫山山
峰目前正好处于整个南极冰盖的核心位
置。然而，由于进入该区域困难重重，目
前对甘布尔采夫山脉的研究还十分有限。

南极冰芯的最佳位置，寻找有关气候变化
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的线索。甘布尔采夫
山脉有可能是广袤的东南极冰盖的发源
地。
澳大利亚将建立并维护甘布尔采夫
北部营地（一个偏远的野外营地）、并修
建一条飞机跑道用于直升机的起降。

（ http://www.aad.gov.au/default.asp?casid
=35372）

北极年度报告显示气候变暖产生强烈影
响
图 1 甘布尔采夫冰下山脉

根据美国国家海洋与部分美国大学、
研究机构和国际合作伙伴合作发表了的
北极状况年度综论，综论认为，气温升高、
夏季海冰几乎创纪录的消失以及格陵兰
表层冰的融化是北极持续变暖的一些主
要证据。
NOAA 太平洋海洋环境试验室的海洋
学家 James Overland 是北极年度报告的
主要作者之一。他指出：“北极所经历的
变化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更清晰地
显现出来，这是由多种原因导致的多米诺
效应。北极是一个敏感的系统，常常以相
对迅速和剧烈的方式反映出各种变化。”
最近几年，由于大量海冰消失，北极
秋季的气温比正常情况下高出 5 摄氏度，
这创造了历史之最。海冰的消失使北冰洋
的海水能接收到更多的太阳能，不断变暖
的空气和海水开始影响陆地和海洋生物，
并减少了冬季海冰数量，这些海冰要持续
到第二年夏天（才融化）
。自有记录以来，

图 2 提供燃油和物资补给的美国双獭型飞机

联合考察队乘坐英国南极局提供的
双獭型飞机，该飞机为此次调查配备了 8
个雷达天线和磁力计。澳大利亚负责建立
并维护甘比尔采夫北部营地和一条飞机
跑道。
甘布尔采夫冰下山脉长 1200 千米，
高 3400 米。它的不寻常之处在于被深埋
在厚达四千米的冰下、并且位于南极内
陆。甘布尔采夫山脉是 1957-1958 年国际
地球物理年期间一支原苏联考察队在穿
越南极大陆向内陆最中心点挺进时发现
的，该点被誉为“不可抵达之极”——从
南极沿岸任何区域抵达这一点路程最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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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是北极气温最高的一年，延续了始
于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北极全面变暖的趋
势。
北极报告是由 NOAA 气候项目办公室
在 2006 年提出的。报告确立了 21 世纪北
极地区状态的基线信息并提出了监测北
极快速变化的情况的方法。本报告每年 10
月进行更新，并对北极大气、海冰、生物、
海洋、陆地和格陵兰岛进行追踪。
2008 年度报告中，六个区域中有三个
（大气、海冰和格陵兰岛）标为红色，表
明这些区域的变化主要是由气候变暖造
成的，而剩下的三个区域（生物、海洋和
陆地）标为黄色，表示其变化是由多种原
因造成。2007 年度报告里只有两个区域
（大气和海冰）标为红色，其余四个区域
为黄色。
NOAA通过下至海洋深处、上至太阳表
面的各个圈层来分析和预测地球环境的
变化，养护和管理国家的海岸和海洋资
源
。

费使用情况目前正在接受新西兰审计部
门的评估，主要评估新西兰南极考察部门
所支持的科学活动产出的质量（由同行专
家对出版物和成本进行评估）。新西兰南
极考察部门已经向主管部长表明，他们支
持的研究项目能够在 2008-2009 年度提供
70 篇（份）经同行评审过的出版物（基于
往年出版物的数量而提出的）。科学家个
人成果摘要将于 2009 年年初送给新西兰
各个大学副校长和新西兰皇家研究院
（CRI）院长。
3.罗斯海海洋研究：目前新西兰南极
考察部门正在就如何让新西兰海洋科学
界能更方便往返罗斯海域的船基海洋科
学研究平台来开展工作进行调研。主要包
括以下几个方面：
a.，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一起雇用
破冰船“奥登号（Oden）”执行一次海洋
科学航次，不包括 2010 年 2 月或 2011 年
2 月前往麦克默多海峡的航段。
b.应俄罗斯政府（俄罗斯南极考察）
的邀请，新西兰科学家将参加“费多洛夫
院士号”在罗斯海域一年两次的海洋科学
考察航次。
c.应韩国极地研究所的邀请，新西兰
科学家将参加韩国新破冰船 Araon 号(将
于 2009 年 9 月下水) 2010 年 1 月或 2 月
在罗斯海进行的冰区试航，同韩国科学家
联合开展海洋科学调查。
4.国际极地年（IPY）宣传活动：为
了保证IPY结束之后仍有足够的经费继续
支持极地研究，新西兰国家南极委员会十
分重视IPY的宣传活动。他们最近已经给
所有参与IPY主要研究的人员致函，要求
他们提供IPY宣传计划，以帮助他们获得
外界认同。南极委也正在计划 2009 年仲
冬节在惠灵顿举行IPY科学庆祝会，向部
长、和主要资助机构的负责人与高级工作
人员汇报新西兰在IPY期间取得的重要成

（ http://www.noaanews.noaa.gov/stories200
8/20081016_arcticreport.html）

新西兰南极局《科学快报》第 37 期内容
摘选
1.科学战略咨询：一份新的新西兰南
极科学战略草案目前行将定稿，新西兰南
极局和新西兰研究和科学技术基金希望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与感兴趣的科学家
共同讨论这份新草案。目前草案的修改工
作组由 Kerry McDonald 负责，他将给大
家发送草案并致函解释十二月中旬的咨
询过程。
2. 新 西 兰 南 极 科 学 绩 效 评 估 ：
2008-2009 年度新西兰南极科学活动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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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希望主要研究者的报告能对新西兰从
不断增加的南极经费投入中所获得的收
益有个系统性的概括。

印度计划于 2009 年 1 月- 4 月执行南大洋
考察航次

（http://www.antarcticanz.govt.nz/downloa
ds/science/AntNZScienceUpdateNov08.pdf）

为研究南大洋西印度洋扇区的生物
地球化学和流体力学，印度国家南极与海
洋研究中心（NCAOR）计划于 2009 年 1 月
1 日至 4 月 5 日执行第三次南大洋考察。

印度第 28 次南极科学考察队分 3 个批次
赴南极
印度第 28 次南极科学考察队共有 75
名队员，包括科学家、工程师、医生和后
勤支持人员，根据后勤保障条件，他们将
分 3 个批次、
分别乘飞机和乘船前往南极。
第一批队员共有 14 人，于 2008 年 10
月 31 日从印度果阿市的 Dabolim 机场出
发赴南极，印度国家南极与海洋研究中心
（NCAOR）主任 Rasik Ravindra 到机场为
他们送行。这支小分队的队长是来自位于
加尔各答的卫生与保障部中央政府卫生
组织（CGHS）
的内科医生 Pradeep Malhotra
博士，而其他 13 名队员（包括科学家和
技术人员）分别来自印度地质调查局、
NCAOR、国防电子设备应用实验室、印度
边境道路组织、印藏边境警察部队。他们
将全程乘坐飞机赴南极，并途经孟买、迪
拜和南非的开普敦。根据毛德皇后地航空
网络协议，他们将乘坐一架包机从开普敦
飞抵印度南极 Maitri 站。 第二批队员由
11 名队员组成，包括科学家和后勤人员，
于 2008 年 11 月 17 日从果阿市出发。第
三批队员有 50 人（包括科学家、医生、
工程师和飞行员）于 2008 年 1 月 2 日动
身前往开普敦，然后搭乘“MV Emerald
Sea” 号船前往南极。

2004 和 2006 年 NCAOR 实施的南大洋考察航线

2008-09 年度的航线仍将针对以上的
区域开展研究。本航次的工作目标及计划
如下：
目标：对海洋沉积物开展深入的精细
研究；印度洋西南部生物化学研究；航线
沿途对大气气溶胶大小分布、不同的自然
形成来源以及气溶胶由陆地到海洋输送
进行系统研究；地转风流动与输送的南北
向变化与年间变化；温盐结构的调节和水
团特征；洋流结构和热收支；大气-海洋
相互作用研究。
研究方法：沿预先设定的航线进行物
理、生物、化学、地表气象学、地质学测
量/样品采集/数据采集。
使用的船只：Akademic Boris Petrov
号。
航行路线：印度果阿市——非洲毛里
求斯——南大洋——毛里求斯/南非开普
敦—印度果阿市。

（http://ncaor.gov.in/，凌晓良 译）

（http://ncaor.gov.in/，刘斌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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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5 家研究机构成立了“欧洲研究破冰
船联盟”。欧委会为该机构提供了 450 万
欧元的资助。
德国成功运行了“极星”号破冰船 25
年，在极地研究领域赢得了良好的声誉。
仅 AWI 就和世界最重要的极地和海洋研究
中心签订了 74 份合作协议。现有的“极
星”号将继续为德国极地研究提供服务，
而“北极光”号将进一步提升科学调查作
业能力，这将使德国和欧洲科学家在未来
几十年的国际科学竞争中继续保持领先
地位。
到目前为止，全年航行于极地水域的
考察船中，尚没有一艘在吨位和性能上具
备在全球范围进行商业运输、或者开展科
学调查能力的船。“北极光”号将首次实
现（人类）对地球上最为极端的区域进行

后勤保障
欧洲拟新建的破冰船“北极光”号已完成
技术设计
“北极光（Aurora Borealis）” 号
是一艘适用于极地海洋作业和进行深海
钻探的多用途考察船。
2008 年 12 月 3 日，德国阿尔弗雷德魏格纳极 地 与海洋研 究 所(AWI) 和德国
Wärtsilä 船舶设计工程公司（原 Schiffko
GmbH）在柏林展示了“北极光”号极地破
冰船的技术设计（方案）。
“北极光”号将
是一艘集科学钻探和多功能研究平台为
一体的重型破冰船，能全年在极地水域航
行，是一艘颇具特色的极地考察船。
德国科学与人文理事会早在 2006 年
就提出了建造“北极光”号的建议。“北
极光”号的建造费用预计约为 6.5 亿欧元
（约相当于 60 亿元人民币），德国联邦教
育和研究部为该船的技术设计和规划工
作提供了 520 万欧元的资助，为后续实施
工作奠定了基础。
由于经费充足，建造“北极光”号的
筹备工作预计在 2011 年完成，2012 年即
可启动建造工程，2014 年有望投入使用。
这艘世界上最为先进的考察船将由
欧洲各国来合作建造。欧洲国家对了解北
极地区的环境和其潜在变化有着特别的
兴趣，因为它们的领土延伸至北半球高纬
度地区，由此，欧洲不仅长期受到北极环
境的影响，而且与北极进行着环境要素交
换。因此，欧盟委员会“欧洲研究基础设
施战略论坛”第七个框架计划有关环境科
学部分中仅选取七个优先支持项目，“北
极光”号建设即为其中的一个项目。随后，
来自 10 个欧洲国家（包括挪威和俄罗斯）

全年考察，这对获取极地地区历史、气
候变化和目前环境状况的新信息非常有
帮助。
为了回答尚未弄清的气候变化和变
异性等问题，科学家们需要在北冰洋开展
科学钻探，并需应对大量的浮冰问题。
“北
极光”号将配备钻探平台，用于水深在 100
至 5000 米的海域进行钻探以钻取海底以
下 1000 米深的基岩。同时，该船可以单
船进行深海科学钻探，而无需其他破冰船
的协助。为了完成此类钻探工作，“北极
光”号须停泊在浮冰区的准确位置。因此，
一个能在冰上进行操作的动态定位系统
就必不可少，这在航运业上绝对是一次创
新。在汉堡船模实验室(HSVA)和阿克北极
赫尔辛基进行的大量模型测试证明，“北
极光”号能够在两米甚至更厚的冰面上进
行动态定位。
“北极光”号的另一个独特之处是拥
有两个长宽均为 7 米的月池。月池位于船
体中部，是从船体进入海洋的连续垂直通
道。科学家可以通过这个通道布放设备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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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南极考察队员成功从南极特罗尔
（Troll）站撤离，被运往南非开普敦接
受手术治疗。
这位考察队员名叫 Sigur Sande，是
一名机械师，现年 50 岁。10 月 5 日，他
在行走中不慎摔伤，导致粉碎性骨折，
Troll 站的医生当即给他做了治疗。但由
于骨折严重、不易治疗，挪威极地所和环
境部决定从开普顿派飞机前往南极营救。
一旦进入冬季，Troll 站就孤立无援，
而且气候也变化无常。挪威极地所
Jan-Gunner Winther 所长说：“为确保这
次撤离万无一失，我们需同时考虑三方面
因素。第一是天气条件，第二是清扫好
Troll 站附近的飞机起落跑道，通常在这
个时候跑道已被积雪覆盖，第三是落实承
担本次任务的飞机和飞行员。”Troll 站的
其他越冬队员和在特罗姆瑟工作的挪威
极地所全体员工都全力以赴来实施本次
营救。

不会受到海风、海浪和海冰的影响。位于
船尾的月池主要用于钻探工作，而位于船
头的月池则用于其他的科研活动。通过这
两个月池，科学家能首次在被海冰覆盖的
封闭区域布放非常敏感和昂贵的设备，如
遥控或自主式水下设备。位于甲板的实验
室围绕月池呈心房形分布，里面设有环形
通道和试验准备区域。为适用于各种类型
的科学考察，该船还配备了各种先进的设
备, 并建有集装箱式实验室，同时充分考
虑到船上的科学工作流程。
（ http://www.awi.de/en/news/press_release
s/detail/item/technical_design_of_the_new
_european_research_icebreaker_aurora_bore
alis_finished/?cHash=e4189f5ec1）

新西兰南极站风能发电工程开工
2008/09 年 夏 季 ， 新 西 兰 斯 科 特
（Scott）站将完成三座风能发电设施基
座和输配线路的布设，包括连通 Scott 和
美国的麦克默多（McMurdo）站。由于南
极缺水，施工中无法搅拌和浇注混凝土，
新西兰南极局和 Meridian 能源公司采用
钢铸基座。2009 年夏季将安装风能装置，
预计 2010 年第一套风能发电设施投入运
转。这些设施全部投入运行后，每年可节
省燃油 46.3 万升，占年供电量的 11%，减
少二氧化碳排放 1200 吨。

（ http://npweb.npolar.no/english/articles
/evacuationtroll，孙依昂 译）

美国飞机成功营救受伤的澳大利亚南极
考察队员
澳大利亚南极戴维斯（Davis）站厨
师 Dwayne Rooke 在发生复合型骨折事故
两周后，被成功运送回国。
承担美国南极考察任务的 LC-130 型
大力神军用飞机飞行了 10 小时后将 Rooke
先生运送回塔斯马尼亚首府霍巴特市。飞
行中，美澳联合医疗队陪同在他身边，他
的伤势严重但趋于稳定。
营救队乘坐的飞机在南极 Davis 站一
带临时修建的跑道上着陆的。该海冰跑道
长 300 米，冰厚 1.8 米。

（引自 2008 年 12 月 14 日的“The Dominion
Post”，驻新西兰使馆科技处 编译）

一名受伤的挪威南极考察队员成功撤出
南极
2008 年 10 月 19 日，一位发生骨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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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旅客、40 名船员和职员。其中国际旅客
分别为：比利时 1 人、英国 7 人、爱尔兰
2 人、德国 9 人、法国 2 人、意大利 3 人、
瑞士 5 人，美国 12 人、新西兰 1 人、澳
大利亚 11 人、中国 6 人、荷兰 14 人、西
班牙 6 人、加拿大 2 人、塞浦路斯 1 人。
船员和职员分别为：阿根廷 28 人、乌拉
圭 3 人、西班牙 1 人、智利 8 人。
12 月 5 日，所有旅客及部分职员被直
升机运送到智利海军舰艇 Achiles 号上，
随后由该舰运送到智利南极费雷站，在费
雷站稍事休整后转乘阿根廷空军飞机于
12 月 6 日飞往阿根廷乌斯怀亚市。
12 月 7 日，智利海军 Tug Lautaro 号
对游轮进行了检查，发现螺旋桨推进器和
舵都未受损。舰艇将 Ushusia 号游轮上的
油卸运到艇上，将游轮上的淡水排放入
海，并协助 Ushusia 号游轮上浮。经过努
力，Ushusia 号游轮成功上浮，并行驶到
天堂湾以进一步查看船体情况。当时，
Ocean Nova 号和 Polar Star 号客轮也在
附件，以备应急之需。
12 月 8 日，智利海军对船进行了全面
检查，发现船体受损较轻，不影响船的航
行，也不会对环境造成不良影响，因此，
Ushusia 号游轮于次日起航前往半月岛，
目前在半月岛停泊待命。
可能产生的环境影响：
1. 溢油。Ushusia 号游轮搁浅时有
两个柴油罐受损，并产生溢油。这两个储
油罐储油分别为 18 立方米和 27 米方米。
但因油品为轻油，很容易也能很快速扩
散。出事当天，在现场就设置了溢油栏。
此后，阿根廷的飞机、智利海军的舰艇以
及 Ushusia 号游轮上的职员都对溢油情
况进行了监视，发现了大约 50 米*300 米
范围的溢油，但海上的大风有效地驱散了
溢油。目前，溢油监测仍在进行中。
2. 动植物。离出事地点最近的野生

Dwayne Rooke 是于 2008 年 10 月 20
日骑车前往距离 Davis 站 25 公里的特拉
耶尔山脊（Trajer Ridge）的途中从车上
摔了下来，由此出现多重骨折。那时他已
在 Davis 站工作了近 12 个月。
时 任 澳 大 利 亚 南 极 局 局 长 的 Tony
Press 博士说，他非常感谢美国自然科学
基金会（NSF，负责美国南极考察项目）
和其他的美国机构为本次医疗营救提供
的帮助。
随机医生 Greg Richert 上校说，这
次撤离是非常困难的，因为 Mr Rooke 受
伤十分严重，在整个飞行过程中需要保持
固定不动。飞行员 Dave Lafrance 上校说，
这次救援是非常有挑战性。
NSF 称，这次救援虽然困难重重，但
非常成功。事实证明，飞机能在海冰上临
时修建的跑道安全着陆，而且这架飞机加
满油后重达 68000 公斤，这需要 NSF、美
国空军和澳大利亚南极局的深入合作才
能促成。
（ http://www.ats.aq/devPH/noticia_complet
a.aspx?IdNews=20&lang=e，孙依昂 译）

阿根廷游轮南极搁浅始末
事故的详情如下：2008 年 12 月 4 日，
Ushusia 号游轮在南纬 64 度 35.5 分、西
经 62 度 25 分，即 Anna 角 Whitelmine 湾
入口处搁浅，初步的损害评估表明，没有
迫在眉睫的危险和对生命的威胁，但是需
要在将船上浮前将人员撤到其他船上。船
长 Jorge 联系了最近的一艘机动船“南极
之梦”号，当时该船离事发地点 7 海里。
Ushusia 号还适时通报了智利蓬塔和阿根
廷乌斯怀亚的海上救援中心。
Ushusia 号游轮搁浅时，船上共有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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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聚集地有两处，一是在出事地点东北
6.6 海里左右的Delaite岛，当地有大约
25 对帽带企鹅，正在哺育幼鸟；另一个是
在出事地点西南 0.5 海里的Anna湾，共有
66 对蓝眼鹭鸶。通过观察，溢油未朝着这
两个区域扩散，对动物为造成影响。国际
旅游业者协会要求所有在此区域的该组
织成员船只监视并报告可能出现的影响。
这个监视活动将持续整个夏季。

新西兰 2008 年度青年南极大使产生
来 自 新 西 兰 奥 克 兰 市 的 Libby
Liggins 当选 2008 年青年南极大使。该奖
项由新西兰南极局设立，并得到彼得·布
莱克爵士信托基金支持。其目的是为新西
兰青年提供参与南极环境保护工作的机
会。Libby Liggins 是这个奖的第二个获
得者，她是从许多髙素质的候选人中遴选
出来。
彼得·布莱克爵士信托基金的环境项
目经理、青年南极大使评选委员会成员之
一 Laura Fayerman 感慨地说，“我对申请
这个奖项的候选人的才能印象深刻。大多
数候选人已经对环境保护做了大量工作。
看到新西兰下一代对这项工作如此热情，
我深受鼓舞。
”Libby Liggins 今年 25 岁，
已经获得自然保护生物学的理学硕士。她
曾任维多利亚大学海岸生态实验室的助
理研究员，罗斯海纬向梯度（变化）项目
的助理研究员；并曾获得过多项奖学金，
包括 Enderby 信托基金探险奖学金、皇室
森林与鸟类保护协会 Stocker 奖学金以及
Robert G. Jaege 研究生科研奖学金。
Libby Liggins 说，
“获得青年南极大
使这个称号我感到非常兴奋。这是一个十
分令人喜出望外的机会。能代表新西兰南
极局和彼得·布莱克爵士信托基金向新西
兰青年宣传南极的重要意义和价值，我对
此深感荣幸。南极是一个特殊的地域，我
们每个新西兰人都应当知道我们国家在
南极的存在，并为此感到骄傲。”
Libby Liggins 将于 2009 年 2 月前往
新西兰南极斯科特站，参与位于克雷特山
丘（译者注：位于南纬 77º50´，东经 166
º 43´，高 300 米，位于罗斯岛哈特角半
岛）风轮发电厂的环境监测工作。风力涡
轮机发电项目是新西兰南极局和

（http://www.iaato.org/，陈丹红 译）

科普教育
国际极地日——关注极地上空
2008 年 12 月 4 日是第七个国际极地
日，全世界为此举行了庆祝活动。这次的
主题是极地上空开展的研究，包括极地气
象学，极地大气科学，极地天文学以及空
基极地观测。
本次主要举办以下的系列活动：实况
转播节目、模拟气球投放、课堂活动，印
发多语种传单，采访国际极地年参与者，
了解他们的研究工作。
本次国际极地年（IPY）从 2007 年 3
月 1 日延续至 2009 年 3 月 1 日。它为科
学界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研究机会，这与社
会各界对北极的兴趣急剧上升一脉相承。
IPY 吸引了来自 60 个国家的数千名研究人
员参加，开展了 100 多个研究项目。
（ http://npweb.npolar.no/english/articles
/1228315576.42，孙依昂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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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idian Energy 公司共同承担的一个项
目，将于 2008/2009 夏季开始建设。她将
作为一名小组成员来协助监测为期三年
的风轮发电厂建设带来的环境影响。
（ http://www.antarcticanz.govt.nz/downloa
ds/mediarelease/PR_AYA_29Oct08.pdf ， 刘 斌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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