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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协商会议
南极条约体系

澳大利亚环境保护、遗产与文艺部长
与外交部长于 2010 年 3 月 16 日宣布，霍

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第 29

巴特市将承办 2012 年第 35 届南极条约协
商会议（ATCM）。

届会议在澳召开
2010 年 10 月 24 日至 11 月 5 日，南极
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第 29 届会议在澳
大利亚霍巴特举行，25 个成员国均派团出
席。塔斯马尼亚州长出席了开幕式并致辞
欢迎各国代表。
第一周并行召开了科委会和执委会会
议。科委会主要议题为渔业资源评估、
2010/2011 年度渔业申请审核、科学观察员
制度、南极生态系统的空间管理（包含海
洋保护区）、绩效评估等。执委会主要讨论
了各成员国养护措施的履行情况、非法渔
船名单、绩效评估等。第二周召开委员会
会议，听取了科委会、执委会等的报告，
审议了 2 个分会提出的建议，通过了修改
的养护措施。会议还对海洋保护区、非法
渔船名单、港口贸易措施等议题进行了更
加实质性的讨论，但因意见不一，最终没
有通过措施。
自去年设立了第一个海洋保护区，建
立保护区网络已成为委员会优先考虑的重
点工作之一。为了实现 2012 年完成保护区
网络建设的目标，委员会同意在 2010 年 9
月初在法国召开海洋保护区研讨会，以推
进该项工作，并将结果向大会报告。
（http://www.ccamlr.org/，姜梅 编译）

2012 年澳大利亚将承办第 35 届南极

ATCM 每年举办一次，旨在为南极条约
缔约国提供南极洲相关信息的交流机会，
并为各国政府提供政策建议，以促进《南
极条约》目标的深化和实现。
会议为期两星期，来自 47 个《南极条
约》缔约国及一些关注南极的团体组织的
共约 300 名代表将参加会议，就各种南极
问题进行商讨。
环境保护部长 Peter Garrett 说：“选择
霍巴特承办这个重大的会议，理由很明显。
霍巴特是澳大利亚南极局所在地，是南极
和南大洋国际科学考察重镇，是澳大利亚
支持援助往来南极洲考察队的一个主要门
户。”
“2012 年承办第 35 届 ATCM 为澳大利
亚提供了一次重要机会，由此可以很好地
展示澳大利亚在保护南极环境，引导具有
全球重要意义的科学研究方面所作出的努
力和成就。”
外交部长史蒂芬•史密斯说，澳大利亚
与《南极条约》的联系密切，由来已久，
且已取得骄人的成绩。早在 1959 年，澳大
利亚就成为 12 个原始缔约国之一，1961 年，
澳大利亚在堪培拉国会大厦承办了第 1 届
ATCM。1983 年，澳大利亚又在堪培拉承办
了第 12 届 ATCM。
“《南极条约》是关注南极事务的国家
之间的一个有效、持久的协议。ATCM 是其
中的主要国际论坛，各缔约国通过 ATCM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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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决议，共同管理南极洲。”

一届主任。Arden L. Bement 从 2004 年起开

按惯例，ATCM 由南极条约协商国（具有决

始担任 NSF 主任，直到今年 5 月辞职。
NSF 2010 年预算为 69 亿美元，2011 年

策权的国家）按国家名称头字母顺序排列，
轮流承办。第 33 届 ATCM 于 2010 年在乌
拉圭埃斯特角举行，2011 年，第 34 届 ATCM
则将由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市承办。
（ http://www.aad.gov.au/default.asp?casid=37636
， 刘杰阳 译）

预算达 74 亿美元，比 2010 年增长 8％，旨
在支持奥巴马总统提出的增加公共和私人
部门研发总投入的政策，即此类研发总投
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到 3％以上。
（http://www.nsf.gov/news/news_summ.jsp?cntn_i
d=117780&org=NSF&from=news ，元培 译）

Subra Suresh 将出任美国国家科学基

Andrew Wright 博士担任南极海洋生

金会主任

物资源养护委员会执行秘书

近日，美国参议院批准，由奥巴马总统

今年 4 月，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

提名的 Subra Suresh 担任美国国家科学基

员会（CCAMLR）执行秘书 Denzil Miller 博

金会（NSF）下届主任，任期六年。

士在任职 8 年之后，光荣退休。Miller 博士

Subra Suresh 现年 54 岁，是美国麻省理

将继续留在霍巴特，从事其感兴趣的科研

工学院（MIT）工学院院长和范内瓦•布什

活动和设立一个国际海洋咨询公司；他曾

工程学教授。
Subra Suresh 的研究领域广泛，

在布里斯班的办公室协助创立了该公司。

曾是一名机械工程师，后来对材料科学和

Andrew Wright 将接替 Miller 博士，担任

生物学产生兴趣，对于血液细胞在疟疾等

CCAMLR 秘书处第四任执行秘书。

疾病影响下的生物力学原理有着开拓性研
究。

Wright 先生过去 30 年一直在海外工
作，主要涉及海洋金枪鱼渔业和热带珊瑚

2000 年至 2006 年，Suresh 任 MIT 材料

礁渔业。Wright 大部分职业生涯都在太平

科学和工程学院院长。Suresh 于 1993 年加

洋热带地区度过。他曾在几个多边渔业组

入 MIT，最初担任材料科学和工程学教授，

织任职。在加入 CCAMLR 之前，他是总部

同时在机械工程学院、生物工程学院以及

设在密克罗尼西亚联邦中西太平洋渔业委

生命科学技术学院任教。

员会（WCPFC）的执行理事，是 WCPFC 的

Subra Suresh 于 1977 年在马德拉斯印

第一任执行理事。WCPFC 所涉及的中西太

度理工学院获得学士学位，1979 年在美国

平洋海域约占地球表面积的 20％，每年金

爱荷华州立大学获得硕士学位，1981 年获

枪鱼捕获量约 220 万吨，占全球金枪鱼捕

得 MIT 科学博士学位。

获量的 55%。WCPFC 有 35 个成员国，每年

2010 年 6 月 8 日，美国总统奥巴马提

召开一次科学委员会会议以支持制度化过

名 Suresh 接替 Arden L. Bement 出任 NSF 下

程（这一点类似 CCAMLR），同时选举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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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届的包括决策人员和管理人员在内的委

深海生态学、生态毒理学/生理学和古海洋

员会成员。

学等。该小组将由挪威毕捷克尼斯气候研

（http://www.ccamlr.org/pu/e/news/news.htm ，元

究 中 心 （ Bjerknes Centre for Climate

培 译）

Research）的·贝 Richard Bellerby 负责筹建
和领导。

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成立海洋酸化行
动小组
2010 年 8 月，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
斯举行的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SCAR）会
议上，SCAR 批准成立了海洋酸化行动小组。

（http://www.scar.org/news/scarbusiness/#Fricker
MusePrize ，元培 译）

澳大利亚制定了“未来十年南极科研
战略计划”
2010 年 7 月 19 日，澳大利亚环境保护、

人为产生的二氧化碳干扰了自然界中
的碳平衡，而海洋可以通过吸收二氧化碳

遗产和艺术部部长通过了澳大利亚

大大减缓这一干扰，从而降低大气中二氧

2011‐12 至 2020‐21 南极科研战略计划。该

化碳增加引起的升温效应。目前为止，人

计划作为澳大利亚南极科研项目未来十年

为产生的二氧化碳（即系统中超出自然循

的研究纲要，重点关注以下四个主题：气

环的二氧化碳含量）中大约 50%已经被海

候过程和气候变化；陆地和近岸生态系统：

洋所吸收，而且，当前海洋正以每年 25％

环境变化和环境保护；南大洋生态系统：

的速度吸收二氧化碳。但是，通过海洋减

环境变化和环境保护；前沿科学。

少自然界中的碳含量，是有代价的。随着

前 3 个主题主要解决政府决策和能源

二氧化碳不断溶解在海水中，溶解无机碳

管理机构所提出的优先科研需求。这三个

的形态发生了变化——这个过程就是海洋

主题的研究项目将明确地把监测、观测和

酸化。事实表明，海洋碳化学性质发生了

实验科学与相应的过程研究、综合分析、

较大的变化，并已经影响到生理学和生物

综合建模结合起来，最终为决策人员、环

地球化学系统。尽管目前对于全球酸化现

境保护和资源管理人员提供科学参考。这

象的研究已经有所规划，各方也已经制定

些研究将越来越重视向终端客户提供项目

了相关的观察和实验计划，但是，对于南

成果和产品。

大洋的研究仍然十分欠缺。目前为止，还

而“前沿科学”主题为高质量科研项

没有一个团队专门负责南大洋酸化研究的

目提供科研机会，旨在解决澳大利亚国家

相关协调工作，因此，SCAR 通过决议，促

层面的优先科学问题，不限于当前的政策

成了这一新小组的成立。

要求。它属于更为基础性的科研活动。对

在初创阶段，该小组将由跨学科的海
洋酸化专家组成，他们分别来自海洋碳化

此方面研究的持续支持，是整个澳大利亚
南极科研战略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这一战略计划将继续开展大量正在进

学、全球和区域建模、海洋浮游生态学、
3

行当中的观测活动，如气象观测网、电离

（ http://www.antarctica.gov.au/science/australias‐s

层活动监测、包括地震、地磁和 GPS 网络

cience‐program/australian‐antarctic‐science‐strategi

在内的地球物理监测、还有水文地理绘图

c‐plan‐201112‐202021，元培 译）

和深海测绘等。这些活动为各类科研活动
提供了强大的基础，对于澳大利亚理解南
极洲以及澳大利亚在南极洲开展活动有着
十分重要的意义。

Helen Fricker 教授荣获 2010 年玛
莎·T.缪斯南极科学和政策奖

该 计 划 确 定了 澳 大 利 亚南 极 研 究 框

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斯克里普斯海洋

架，参与单位包括多所大学、研究院、澳

研 究 所 副 教 授 、 杰 出 的 冰 川 学 家 Helen

大利亚南极局（AAD）、其他一些国内国际

Fricker 日前荣获 2010 年玛莎·T·缪斯

政府机构。另外，由于澳大利亚政府对于

（Martha T Muse Prize）南极科学和政策大

南大洋和南极洲的科研活动的后勤援助和

奖。Fricker 副教授因发现活跃的南极冰下

预算支出是有限度的，具体数额根据不同

湖泊而广为人知，她的研究表明这些湖泊

时期的政府政策变化而定，因此，在制定

是动态的水文系统，在该系统中，一个湖

该战略计划时，需要对不同主题、以及同

泊的湖水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排到另一个

一主题内不同课题的研究的优先程度进行

湖泊里。Fricker 对南极冰架物质平衡过程

划定。对于路途遥远、环境恶劣、富有挑

研究也有创新，并有独特的见解，如冰山

战性的南极地区来说，其科研费用是巨大

崩裂以及冰架底部的消融和冻结过程。

的，需要大量的后勤支持，更离不开精心

由知名的南极科学家和决策者组成的

的规划和协调。AAD 在澳大利亚南极项目

评选委员会称赞 Fricker 引领了遥感技术的

中扮演着领导的角色，它将继续致力于提

运用水平，利用激光测高技术发现了目前

高南极项目内部的运营效率与加强对科研

南极冰盖在海平面上升和气候多变背景下

的支持，并特别注重与在东南极开展考察

的变化情况；同时，评选委员会还赞扬了

活动的其他国家进行合作。

Fricker 在促进南极冰盖教育与科普方面的

整个计划将接受中期评估，评估内容

个人贡献。

包括各主题研究的进展，以及开展新主题

2010 年 12 月，旧金山将迎来美国地球

领域的必要性。澳大利亚科学院南极研究

物理学会会议，届时，Fricker 教授将被授

国家委员会将支持南极科学咨询委员会，

予玛莎·T·缪斯南极洲科学和政策大奖，

为选取该计划的优先支持项目提供建议。

并应邀发表“缪斯演讲”
（Muse Lecture）。

澳大利亚南极科研项目将一如既往地

注：“玛莎·T·缪斯南极科学和政策

欢迎并支持愿意为推进澳大利亚在南极的

奖”专门颁发给在南极科学或政策方面做

利益做出贡献的国内外科学家。该项目将

出重大贡献的个人，他们的努力有助于提

更优先支持澳大利亚国内以及国际科学界

高人们对南极的认识和/或促进对南极的保

的合作课题。

护。该奖奖金总额 10 万美元，属于非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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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项。Tinker 基金会（Tinker Foundation）

要性的认识，为此制订了新的外交政策议

希望通过设立该奖项，表彰那些在职业早

程。在传统政策领域设置了吸引公众注意

期或中期阶段做出显著的贡献的南极研究

力的新焦点，并描绘了建设一个更为强大

人员。玛莎·T·缪斯对南极研究事业十分

北方的愿景。政府希望全国协调一致，共

热心，是她促成了该奖的设立。
“玛莎·T·缪

同致力于北方发展。“挪威政府北方战略”

斯南极科学和政策奖”将作为 2007‐2008
国际极地年（IPY）遗产的一部分而保留下

摘要如下：
在其政策平台中，政府表示今后几年

来。
“玛莎·T·缪斯南极科学和政策奖”

北方是挪威最重要的战略优先领域。在本

的授予对象不分国界，获奖者可以是南极

战略中，我们在保留原先的北方政策方向，

科学或政策范围内任何领域的专家。设置

寻求增加政策的协调性，并最大限度地提

该奖的目的在于表彰有突出贡献的个人，

高政策效能。
政府政策的总目标是开创北方可持续

并引起人们注意全球变化背景下认识南极
洲的重要性。

增长和发展的局面。这需要一个指导性框

“玛莎·T·缪斯南极科学和政策奖”

架，以便使该地区人们能够建立有活力的

由 Tinker 基金会颁发，其管理机构为南极

地方社区，包括具有长期就业机会、良好

研究科学委员会（SCAR）。

的卫生健康服务和教育机会，以及欣赏不

（http://www.scar.org/news/scarbusiness/#Fricker

同的自然环境和文化的机会。
北方政策也重点关注自然资源利用、

MusePrize，元培 译）

环境管理与研究领域（开展）更广泛的国
际合作，要做到这一点，主要通过加强与
邻国俄罗斯和我们的欧洲和北美伙伴之间

北极事务

的密切接触。
挪威在北方的利益将主要通过加强我
们的存在、增加国家层面和国际层面各政

挪威政府北方战略（摘要）

策领域里的活动水平来捍卫和实现的。这
些活动包括教育与科研、环境与资源管理、

背景：挪威本届政府自 2005 年 10 月
执政以来，已经对北方的机遇和挑战给予

安全与应急响应系统、能源、渔业、旅游
等其他经济活动、卫生、文化和性别平等。
政府北方战略的主要政策优先事项如

了高度的政策关注。基于已得到挪威议会
广泛支持的白皮书《北方的机遇与挑战》

下：
1. 我们将在北方以可信、一致和可预

（递交给 议 会的第 30 号报告（2004—
2005）），挪威致力于通过与邻国、合作

测的方式行使权力。
通过维持其存在，行使其主权和权力，

伙伴和盟友的广泛接触提高对北方地区重
5

挪威严格履行其承担的国际和国家义务。

和全面的保护措施将得以继续并进一步发

因此，武装力量、警察和检察机关的存在

展，以应对经济活动增加所带来的挑战。

仍然是非常重要的。武装力量的存在对于

在与其他利益发生冲突时，环境因素将作

满足国家安全需求和维护我们的危机管理

为优先考虑的因素。

能力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北方地区

政府制订政策的基本前提是，海洋生

的资源管理，海岸警卫队、检察机关和警

物资源管理基于海洋法的权利和义务；同

察的密切合作有助于防止冲突，维护可预

时要确保这些资源最大限度地、可持续性

测性和稳定性。因此，这种合作将进一步

地开发。巴伦支海‐罗弗敦地区综合管理计

得到发展。政府也将继续关注斯瓦尔巴德

划将是阐明北方资源管理总体原则的有益

群岛地区，并与挪威斯瓦尔巴德地区政策

工具。

目标相一致。
2. 我们将站在已增进北方知识为目标
的诸多国际行动前沿。
知识是北方战略的核心，与环境管理、

4. 我们将为巴伦支海石油开发活动提
供一个合适的制度框架，并设法确保提高
挪威全国，特别是挪威北部地区开展这些
活动的能力，促进当地和区域的商业发展。

资源利用和价值创造有着密切的联系。作

Snøhvit 天然气开采业的发展表明，挪

为一个国家，我们需要更多的知识去抓住

威北部石油活动如何在当地创造出溢出效

北方面临的机遇，应对北方面临的挑战。

应。北部石油工业前景是好的，政府正在

挪威在石油、海上运输、海洋资源利用与

考虑建立几个新的开发区域。

管理、环境保护、气候与极地研究、原住

政府将设法鼓励北部区域经营者建立

民研究等领域处于国际领先。政府将加强

地方和区域承包商资格计划。当局将在增

关于该地区的知识基础。

强地方和区域因石油开发而产生的溢出效

3. 我们将成为北方环境和自然资源的
最好管家。
我们将通过促进资源可持续利用去创
造价值，同时保持该地区生态系统的结构、

应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我们还将启动一个
计划，在迄今为止取得经验的基础上，使
北方地区尽可能形成石油开发活动的溢出
效应。

功能和生产率。政府将为北方所有活动制
订严格的环境标准，并将建立一个制度框

5. 我们将使北方政策在维护原住民生
计、传统和文化中发挥作用。

架，以防止对特别宝贵和脆弱地区带来负

原住民是传统文化价值的管家，具有

面影响。政府还将加强限制人为气候变化

在亚北极地区困难条件下生活的专门知

的国际合作，减轻北方环境压力。挪威打

识。这将是我们实施北方政策的有用资产。

算在监测该地区气候变化、环境有害物质

原住民因素是该政策必不可少的组成部

和海洋环境领域里发挥领先作用。

分。北方综合资源管理包括自然资源基地

斯瓦尔巴德群岛是世界上维护和管理
得最好的荒野区域之一。严格的环境立法

的保护，这些基地是原住民开展经济活动、
利用传统知识和驯养驯鹿的地方。它还包
6

括沿岸环境、传统海区大马哈渔业的保护。



根据勘探结果和开放新勘探区域的需

政府将发展现有的和新的经济活动方

求，采取积极许可的政策，进一步发

式，以保障萨米人生活模式，保护萨米文

展巴伦支海区域的石油开发活动。政

化。我们还将促进萨米机构的能力建设，

府 也 将 鼓 励在 北 方 地 区开 展 地 质 调

鼓励这些机构在国际合作中发挥积极作

查；


用。

制订建立经济与工业合作区计划。该

6. 我们将进一步发展北方民间合作。

区域将包括挪威和俄罗斯双方边界地

民间合作是挪威北方政策的重要组成

区领土；

部分。卫生、教育、文化、体育、儿童和



青年工作、志愿者活动是关键部分。拥有
共同机遇的人走到一起参与联合活动，将

确定进一步推进挪威与俄罗斯跨界合
作的措施；



评估新建一艘冰级研究船的需求。该

促进相互了解和信任，从而促进北方地区

船主要用于增加挪威在北方水域的常

稳定和发展。政府将努力确保巴伦支合作

年存在。通过挪威科学研究理事会加

组织（Barents Cooperation）在创造北方会

强北方知识构建和研究；

议场所和居民网络方面继续发挥重要作



用。

通过港口法案的贯彻实施，加强斯瓦
尔巴德群岛周围海域的海上安全。推

7. 我们将加强与俄罗斯的合作。

行一项强制性制度，要求在斯瓦尔巴

在我们的北方政策中，至关重要的是

德群岛周边水域航行的船只雇用非常

与俄罗斯保持密切的双边关系，俄罗斯既
是近邻，也是与我们分享巴伦支海的国家。

熟悉周围海域的本地人；


加强与俄罗斯和其他国家有关政府机

北方地区各领域面临的挑战，如环境和资

构合作，开展反对在巴伦支海非法、

源管理，只有通过与俄罗斯接触和挪‐俄相

未管制和不报告（IUU）的捕鱼活动；

互合作才能解决。俄罗斯正在经历快速的



通过调查和监测海洋环境以及开展人

经济发展，其经济、社会和政治变化虽然

类活动如何影响生态系统的研究，建

不影响挪威的政策目标，但挪威会对此密

立和实施巴伦支海‐罗弗敦区域综合管

切关注，并在政策上做出相应调整。政府

理计划；

对俄政策基于实用主义、利益和合作。



作为北方战略的主要优先事项，政府


与近邻、伙伴和盟友就北方问题开展
积极对话；



调查、监测和研究；


将：

继续努力以确保挪威参与北方地区核
安全和应急准备工作；



提升挪威北方政策在区域和国际论坛
中的形象，并确保以协调的方式来予

加强北方气候变化和环境有害物质的

为（在）北方地区加强环境技术的开
发；



以提升；

在巴伦支 2020 计划框架下，倡议和提
出更多的知识创新和发展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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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将由巴伦支 2020 拨款充作基金；

问了位于西伯利亚勒拿河三角洲的北极

发展北方地区密切的文化合作，特别

Samoylov 站（由俄德联合建立），向俄罗

是加强与俄罗斯的文化合作；

斯和德国研究人员了解了有关西伯利亚永

考虑采取措施，从其他国家招聘称职
的、合格的劳动力补充到北方地区；



促进生物勘探活动，开发海洋生物新
产品；





俄罗斯总理弗拉基米尔·普京日前访

建立北挪威机构研究津贴计划，该津

冻土的研究概况。普京总理考察了由阿尔
弗雷德·韦格纳极地与海洋研究所（AWI）、
汉堡大学、科隆大学、俄罗斯南北极研究

为鳕鱼养殖和其他海洋生物经济种群

所、雅库茨克永冻土研究所、莫斯科国立

的 大 型 研 究工 作 提 供 一个 合 适 的 体

大学以及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森林研究所共

系；

同开展的与微气象学、温室气体流动研究

考虑支持北部东‐西货运走廊计划

以及古气候研究相关的野外实验。此外，

（Northern East ‐West Freight Corridor）

他还和科考队进行了 1 个小时的会谈，讨

的启动，这是一个从中亚通过诺尔兰

论了俄罗斯北部极地研究的未来等问题。

郡 纳 尔 维 克港 到 北 美 的运 输 解 决 方
案；


考虑是否由政府评估诸如建设一条从
尼克尔到科克内斯铁路此类的新运输
方案，以及评估北方增加新的航班是
否有商业基础；



对北方现有运输基础设施和未来需求
进行广泛的分析，并与国家交通规划
俄罗斯总理普京与“2010 年勒拿河三角洲”科考
队在 Samoylov 站前合影

（2010—2019）相衔接。
注：本报告由挪威外交部于 2006 年 12 月 1

（http://www.awi.de/en/news/，元培 译）

日对外发布。
（ http://www.regjeringen.no/en/dep/ud/Document
s/Reports‐programmes‐of‐action‐and‐plans/Action‐p

2011 年北极科学高峰周会议将在韩

lans‐and‐programmes/2006/strategy‐for‐the‐high‐no

国首尔举行

rth.html?id=448697，张侠 译）

2011 年北极科学高峰周会议（ASSW）

俄罗斯总理普京考察俄德北极联合
Samoylov 站

将于 2011 年 3 月在韩国首尔举行。目前，
该会议的科学计划已全部完成。会议将综
合北极科学、政策及管理议题，由业务会
议和科学论坛组成，其中科学论坛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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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北极—全球科学的新前沿”。这是 ASSW

策者、利益相关者将可以齐聚一堂，共同

第二次举办科学论坛，第一次是 2009 年在

研究如何将科研人员积累的知识整合到决

挪威召开，当时，吸引了 300 名科学家、

策过程并使之制度化的方法，从而加强

政策制定者及其他感兴趣的人员。

2007‐2008 国际极地年（IPY）遗产（包括收

ASSW 各学科的会议包括：（1）北极

集到的数据、对于两极地区及其如何影响

大气、气候过程和遥相关；（2）北极变化

全球其他地区的更深入的认识、已经确认

及结果对陆地生态系统的贡献；（3）北极

的研究空缺、更紧密的科研合作）和政府

海洋气候变化：对海洋系统的影响和原因；

管理问题之间的联系。（2）科学界可以借

（4）冰川和永久冻土对气候系统的现状和

此机会向世人说明在北极地区进行长期合

相关反馈；（5）北极的社会变化及南北关

作、协调活动，特别是和气候相关的活动

系。

之必要性。（3）欧盟可以借此机会重申其
跨学科的会议包括：（1）生态系统对

以中立观察员的身份参与北极理事会的理

气候变化的响应：过去、现在和将来；（2）

由，同时谨记欧洲委员会发送欧洲议会和

北极变化的观测、模型及预测；（3）海冰

欧洲理事会的名为《欧盟与北极地区》的

的现状及未来变化对国际社会法律和政策

通报。（4）突出列举北极科研和政府管理

的影响。

方面的实际合作范例，分析继续这类成功

韩国政府部门、基础科学和技术研究

合作范例的潜在可能性。（5）对于在北极

理事会、绿色发展总统委员会及韩国旅游

地区拥有利益关系的不同国家和机构，协

组织是本次会议的支持部门。韩国组委会

调其中不同的立场；在关键战略问题上，

表示，将尽力提供优良设施，确保会议成

促成更密切的合作。（6）促成各方一致同

功召开。

意采取以生态系统为基础的生物资源管理

（http://www.iasc.org/，陈丹红 译）

方法，分享知识，确定基准点，为建立最
佳实践做好准备。（7）探索有助于加强合

北极未来会议

作手段的经济和“软法”机制。
本次会议向所有利益相关方开放（政

2010 年 10 月 14 日－15 日，比利时国
际极地基金会将联合阿斯彭研究院（Aspen
Institute）和摩纳哥阿尔贝二世亲王基金会，
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北极未来会议。
各方利益相关人士将共同商讨各自的
需求和立场，并共享与北极这一个具有全

治家、科学家、渔业工作者、交通和能源
产业、学术界、学生、土著组织代表、非
政府组织、研究所、或任何一个真心关注
北极情况的朋友）。
（http://www.polarfoundation.org/projects/project
_detail/arctic_futures_symposium/ ，元培 译）

球意义的地区相关的专业知识。会议将邀
请北极理事会成员国、欧盟以及其他利益
相关方的高层代表参加。
通过此次会议，（1）各国科学家、决

加拿大政府宣布投资因纽特经济开发
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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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9 月 9 日，加拿大北部经济发

降低，许多海洋生物如石灰藻、贻贝、海

展局（CanNor）局长 John Duncan 宣布向努

螺等的贝壳或骨骼无法形成。结果影响到

纳乌特社区经济发展组织（NCEDO）
、基蒂

像珊瑚礁这样的整个生态系统。

克梅奥特经济发展委员会（KEDC）、其瓦里

AWI 通过这三个大型的国内或国际项

克（Kivalliq）发展合作伙伴（KPID）和 Kakivak

目合作研究海洋酸化的影响，特别是海洋

协会共投入 280 万美元。

酸化对于北冰洋生物群落的影响。
两极地区对于海洋酸化尤其敏感。在

（http://www.polarcom.gc.ca/index.php?mact=New
s,cntnt01,detail,0&cntnt01articleid=155&cntnt01ret

一次搭乘“极星号”前往北冰洋的考察过

urnid=15&hl=en_US，元培 译）

程中，AWI 特别研究了海洋细菌的过程，
最新分析结果证实了他们的猜测。
“酸化的

欧洲科学家共同研讨日益加剧的海洋
酸化问题
2010 年 9 月 27 日，来自欧洲各地的

海水大大地刺激了细菌的繁殖，导致了有
机碳化合物消耗量增加，这就可能增加二
氧化碳的排放量”，Anja Engel 博士这么解
释。她说，目前为止，科学界对于气候变

200 多名科学家出席了在不莱梅港举行的、

迁如何影响北冰洋碳循环的复杂关系，以

为期四天的海洋和极地研究会议，并重点

及微生物对未来二氧化碳平衡所发挥的作

讨论日益加剧的海洋酸化问题。会议由阿

用，尚未开展深入的研究。
“此次三大研究

尔弗雷德·韦格纳极地和海洋研究所

项目组织联席会议，为大家交换信息，共

（AWI）主办。

同研究解决方案，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温室气体二氧化碳不仅导致全球气候

Anja Engel 说。

变暖，还引起了海洋酸化现象。本周，各

为了充分理解海洋酸化加剧可能产生

国科学家将齐聚一堂，在欧洲海洋酸化项

的（长期）影响，研究人员需要对过往事

目（EPOCA）、德国的海洋酸化的生物学影

件进行总结，这一工作十分关键。不管怎

响项目（BIOACID）、英国海洋酸化研究项目

么说，海底沉积物都是记录地球历史的一

（UKOARP）等三大协调项目的第一次联席

个重要档案，其作用相当于图书馆里的藏

会议上，共同讨论有关海洋酸化的最新研

书。

究成果。
众所周知，全世界化石燃料燃烧所生
成的二氧化碳每年大约有 1/3 被海洋所吸

我们应当认识到酸化事件几乎总是伴
随着全球变暖、海洋分层增加、深海的氧
浓度降低等现象同时发生。

收。二氧化碳溶解在海水中，形成碳酸，

与会科学家将继续研究制造碳酸钙的

从而导致海水的酸度（pH 值）降低。自从

各种海洋生物，观测它们面对海洋酸化如

工业化时代开始以来，海洋中吸收的二氧

何做出反应，以及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反应。

化碳已经使得海洋表面酸性增加了 30％。

（ http://www.awi.de/en/news/press_releases/detai

其造成的结果是海水中的碳酸盐离子浓度

l/item/oceans_acidify_much_faster_than_ever_befo
10

re_in_earths_history/?cHash=86138f8059c7cef59f8

并支持了本项研究。

70eae3796fef9 ，元培 译）

（ http://www.ipy.gov/DesktopModules/Articles/Arti
cleDetails.aspx?ItemID=950，元培 译）

北冰洋无冰海域可能无法吸收大量二
氧化碳
2010 年夏季，美国大陆多处地方出现

2010 年 9 月北极海冰退缩至本年度
的最小值

奇热现象，温度攀升屡屡打破纪录。人们

美国国家冰雪数据中心（NSIDC）是隶

纷纷将目光再次聚集到全球变暖问题上。

属位于博尔徳的科罗拉多大学环境科学合

科学家一直在观察地球本身的自然过程对

作研究所。NSIDC 科学家在美国国家航空与

于升温现象的调节功能。原来，科学家猜

航天局（NASA）的协助下，提供北极海冰

想，二氧化碳是全球变暖的一个主要影响

最新数据和分析结果。
2010 年 9 月，北极海冰面积似乎已经

因素，而升温将导致两极地区的冰雪融化，
从而提高开放海域的面积，增加海水对二

缩小到今年最小面积。这是自 1979 年采用

氧化碳的吸收量。但是，刚刚在《科学》

卫星观测海冰范围以来，所观察到的第三

杂志上发表的研究结果表明，这个想法也

小的海冰面积。今年的最小海冰面积比

许不过是又一个死胡同，让人大失所望。

2009 年的最小海冰面积还要小，比 2008 年

事实上，科学家对加拿大海盆(从阿拉

和 2007 年的最小海冰面积要大。虽然如此，

斯加北部一直延伸到北极地区)水域研究发

2010 年的最小海冰面积仍然低于长期平均

现，该水域充当二氧化碳潜在“汇”的作

值，而且远远超出自然变化范围。
NSIDC 将在年底发布一个正式报告，对

用仅仅是短期的，而要抵消全球变暖可能
给未来造成的影响，可以说是杯水车薪。

今年海冰状况可能引起的后果进行充分的

“加拿大海盆和整个北冰洋仍在继续

分析，特别是海冰消融季节的海冰变化情

吸收二氧化碳，”该研究的主要负责人、乔

况、冬季海冰增加前的状况、以及对比今

治亚大学富兰克林文理学院海洋科学系教

年和长期记录情况的示意图。

授蔡卫君说。

（http://nsidc.org/news/press/20100915_minimum.

“但是，”他说，
“我们的研究却表明，

html，元培 译）

随着冰雪融化，海水中的二氧化碳迅速和
大气层达成平衡，也就是说，该海域作为
二氧化碳汇的功能很快消失，速度之快让
人吃惊。我们从来不知道，这些水域吸收
二氧化碳的能力其实非常有限。”

北格陵兰冰盖钻探成功获取了间冰期
冰芯，有助于弄清间冰期气候、环境
的变化

中国政府也合作参与了该研究。美国
国家科学基金会和国家海洋和大气局赞助

由多国合作参与的北格陵兰冰盖钻探
计划（NEEM），经过两年多的钻探，截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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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7 月 28 日已钻探到 2537.36m 深，

员参加了现场钻探和现场分析。其中，3 名

最终钻探到间冰期的冰。在紧接岩石上面

来自国立极地研究所、2 名来自长冈技术科

的 2m 冰盖冰芯中，含有已掩埋的、几十万

学大学、1 名来自北海道大学、1 名国立极

年没有见到阳光的岩石和其他的物质。推

地研究所人员参与了现场钻探结束阶段。
今后的研究和期待的成果

测格陵兰冰盖下覆有约 300 万年前的多种
植物 DNA 和花粉的信息。
NEEM 计划概要

NEEM 计划的冰盖冰芯将分配给 14 个
参加国，预定对水的稳定同位素、温室气
体为主的各种气体成分、化学成分、微生
物等进行详细分析，由此获取过去的气温、
温室效应气体的变化、碳循环、生物循环
等的重要资料。丹麦、美国、荷兰、加拿
大、比利时、法国、德国、日本、韩国、
中国、英国、瑞士、冰岛、瑞典等 14 个国
家参加该计划。

NEEM 计划位置

NEEM 计划钻探现场全貌

NEEM 计划是由丹麦主导、14 国参加
的国际合作钻探计划，对北半球最古老的
间冰期冰盖（11.5 万年前~13 万年前）实
施冰芯钻探。其目的是恢复当时的气候、
环境变化，为预测地球的气候环境未来变
化提供重要线索。
NEEM 计划钻探的地点选在格陵兰冰

冰盖底部的冰芯

盖北部，位于北纬 77.5º，西经 50.9º，海
拔高度 2500m。共有近 300 人参加钻探和

（http://www.nipr.ac.jp/，刘书燕 译）

现场分析工作，包含年轻的学生。
日方参与人员

气候变化可能影响北极野生生物

2009 年和 2010 年共有 7 名日本研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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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 威 国 际 极 地 年 （ IPY ） 项 目

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其研究成果发表在《全

“CLEOPATRA”研究结果表明，气候变化可

球变化生物学》上。挪威研究网站

能影响北极的冰藻和桡足动物的生长环

（httpz;//forskning.no）也对他们的工作进

境。冰藻可以生成ω‐3 脂肪酸，而桡足动

行了介绍。

物则是将这些脂肪酸传递给海洋食物链其

（http://npweb.npolar.no/english/articles/12851621

他部分的一个重要环节。

55.11 ，元培 译）

单细胞藻类生长在海冰内，被称为冰
藻，是海冰覆盖区域的海洋生态系统的基
础。由于北冰洋海冰面积的缩减，这些微
生物的生长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

新近研究揭示出巨龟和鳄鱼 5000 万
年前如何在北极高纬度地区繁衍

光照条件，对于调节藻类生产率有着至关

位于美国博尔徳市（Boulder）的科罗

重要的作用，而该环境的光照强度则依赖

拉多大学近日对大约 5000 万年前的北极气

于海冰厚度和结构，还有降水条件：冰雪

候进行了研究。该研究帮助人们认识，古

可以有效吸收光线，而降雨可以增加海冰

代鳄鱼和巨龟是如何很好地生存在埃尔斯

的透明度。CLEOPATRA 项目研究论文已经发

米尔岛（Ellesmere Island）并在那里大量繁

表在近期的《海洋生态学进展丛刊》
，研究

衍，该岛位于北极圈内，每年有六个月为

结果表明，光照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

极昼。
该项研究首席研究人员、科罗拉多大

海冰藻类的食物质量。
海藻是长链ω‐3 脂肪酸的唯一来源，

学地球科学学院副教授 Jaelyn Eberle 表示，

在两极地区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多数微

该项研究主要分析了约 5200 万－5300 万年

生物通过脂质存储新陈代谢所需能量，借

前早始新世的温度，对于当前北冰洋持续

以度过长期没有充分食物的日子，Eva Leu

升温可能造成的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也有重

研究员说。

要的启示意义。

2007 年，Leu 和她的 CLEOPATRA 同事

研究团队分析了生活在埃尔斯米尔岛

一起在斯瓦尔巴德群岛 Rijpfjorden 广泛地

上哺乳动物、鱼类和海龟的骨化石和牙釉

开展季节性研究。他们发现，海藻的生物

质上的氧同位素比值，并据以推测始新世

量和食物质量在不同的因素（其中包括光

时期当地的年平均气温。研究人员还得出

照）影响下，如何随着时间发生变化。结

了每年最热和最冷月份的温度值，该数据

论十分明显：在强光照射下的海藻中，ω‐3

十分关键，有利于科学家更好地认识北极

脂肪酸含量较少，因此，对于猎食海藻的

高纬度地区过去和未来随着气温升高生物

动物来说，其食物的质量也比较不好。

多样性已经或将要发生的变化，包括动植

CLEOPATRA 研究小组还研究了冰藻繁

物的地理分布范围以及物种多样性。
研究团队断定，在早始新世，埃尔斯

盛时间和食物质量对于主要的食草动物北
极哲水蚤（Calanus glacialis，一种桡足动物）

米尔岛上最热月份的平均温度约为 6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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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
，最冷月平均温度为 32‐38℉
（0‐3.5℃）。“我们从多种有机体上收集来
的数据表明，在早始新世时期，埃尔斯米

南极科学与考察

尔岛上的温度很可能在冰点以上，这就很
有意思了，” Jaelyn Eberle 说。
总部位于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省温哥
华 市 的 韦 斯 特 斯 塔 资 源 公 司 （ WestStar

历时十年的“海洋生物普查”项目成
果斐然

Resources Inc.）计划在埃尔斯米尔岛上古化
2010 年 10 月 4 日，位于伦敦的（英国）

石所在地点开展采煤活动，这引起了科学
家的高度关注。Eberle 说：“像这样的化石

皇家学会公布一项重大的国际调查结果—

遗址是一种独一无二、极富价值的资源，

—南极海洋生物普查（CAML），该普查将揭

对于全世界来说都有重要意义，不能让它

示南极海洋生物地理分布及其物种多样

们就这么消失了，”她说，“我们担心煤矿

性。
CAML 是国际极地年（IPY）的一个重要

开采活动会破坏这些遗址，我们将永远失
去它们。”

项目，也是“海洋生物普查”
（CoML）的一

今天，埃尔斯米尔岛是全球最冷、最

个重要组成部分，此次公布普查结果，标

干燥的地方之一，以苔原、永冻土、冰盖

志着为期十年的海洋生物普查工作已经结

为主，植被稀疏，已经很难发现有哺乳动

束，一共有来自 80 个国家的 2700 多名科

物的存在；冬天温度大概可以达到‐37℉

学家参与绘制了海洋生物多样性图。
英国南极局（BAS）的海洋生物学家参

（‐38℃），夏天约为 48℉（8℃）。
该研究还预测了持续的全球变暖现象

与了 CAML 普查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南极海

可能给北极地区的动植物带来的影响，

洋调查工作。在整个活动中 BAS 共执行了

Eberle 说，随着地球大气层中温室气体的增

19 个南极航次，在环南极区域超过 2000 个

加，北极地区的升温幅度是中纬度地区的

地点收集海洋生物样本。

两倍之多。气候学家认为，温室气体增加

BAS 的 另 一 位 海 洋 生 物 学 家 Huw

的主要原因来自人类活动，包括化石燃料

Griffiths 说：
“CAML 一共持续了五年，是非

的使用和森林植被的破坏。

常好的一个项目，为国际范围内大规模合

（ http://www.colorado.edu/news/r/475370cb045be
bb0fc62504cc72f9737.html，元培 译）

作创造了机会。我们能够取得如此全面的
普查成就，离不开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之间
紧密的合作。比如说，我们和加拿大 DNA
条形码研究中心就通过合作确定了数百个
新物种。我们在 BAS，借助新西兰同事的帮
助，发现了一种新的片足甲壳动物， 了解
南大洋的生物，为我们在衡量气候变化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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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提供了一个基准点。我们在南极所研

一就是绘制海图。这种海底地图是船上其

究的许多海洋生物在面对气候变化（包括

他多种研究工作的基础。例如，在此次科

洋面升温、海洋酸化、冬季海冰减少等现

考的第三航段，生物学家可依据测深数据

象）均显得很脆弱。但是我们也发现一些

来确定最有利的位置，以此来避开渔栅。

有复原力的物种，它们可以在全世界最恶

地球上最大的生物‐鲸鱼，也在这次科

劣的环境条件下生存并繁衍。”

考中重要的考察项目。AWI 海洋声学研究

（http://www.antarctica.ac.uk/press/press_releases

小组的研究人员想在停靠开普敦之前，在

/press_release.php?id=1302 ，元培 译）

纳米比亚西部鲸湾海脊北部 900 m 深处安
装一个声学记录器。这个声学记录器将会

德国“极星号”调查船执行南极航次
主要研究气候变化对洋流、动植物的
影响

在鲸鱼幼仔出生的地方，记录鲸鱼的声音。
目前，对鲸鱼的迁移和繁殖知之甚少，这
种声学方法将能为濒临灭绝的海洋哺乳动
物提供新的信息。

2010 年 10 月 25 日，德国“极星号”

11 月底，由海洋学家和生物学家组成

调查船开始执行第 27 次南极科考，此次科

的另一个科研团队将从开普敦出发，开始

考分 4 个航段，分别停靠在南非开普敦，

执行南大洋航段，以研究南大洋的变化。

智利蓬塔阿雷纳斯港口，再返回开普敦。

（http://www.awi.de/en/news/press_releases/detai

此次科考的重点是大气、海洋学和生物学

l/item/rv_polarstern_starts_expedition/?cHash=c24

调查。“极星号”将前往南极诺迈伊尔 III

50510a2fdd115301a40a3362c4794，公衍芬 译）

站，Dallmann 实验室和英国南极罗瑟拉站
进行物资补给。来自 15 个德国国内研究所

海洋动物方面的证据表明南极冰盖下

的 180 名研究人员参加此次科考，将于 2011

可能存在水下通道

年 5 月 20 日返回不莱梅港。
西南极冰盖（WAIS）被认为是一个脆

不莱梅港—南非开普敦为第一个航
段。以 Karl Bumke 博士为首席科学家的莱
布尼茨海洋研究所研究团队将利用“极星
号”横跨大西洋的机会进行大气和海洋特
性测试，以确定海洋和大气之间的能量和

弱的系统，随时有可能发生坍塌。最近，
科学家在研究西南极冰盖时发现了一种生
活在海底的小型海洋滤食动物，为研究提
供了新的线索。
该研究是南极海洋生物普查（CAML）

物质交换，并开展海洋化学调查。
此外，科研小组将测试新安装在甲板
上、全新海底测量系统。亥姆霍兹联合会
阿尔弗雷德·魏格纳尔极地与海洋研究所
（AWI）的 Hans‐Werner Schenke 博士使用
Hydrosweep 回声测深仪已有多年，用途之

的一部分。通过该研究，英国南极局（BAS）
的科学家分析了从南极大陆沿海地区、周
围深海地区以及更远海域采集来的海底苔
藓虫群体，发现生活在罗斯海和威德尔海
两地的冰架上的某些苔藓虫中存在惊人的
15

相似特征。而罗斯海和威德尔海相距 1500

澳大利亚南极局通过数据挖掘提高科

英里，中间隔着 WAIS。

学认识

这一新的发现发表在本月的《全球变
犹如通过地质勘探和采矿活动可挖掘

化生物学》杂志上。科研团队据此断定，
在目前厚达 2 千米的冰盖内部，必定存在
一条跨越南极大陆的水道，才使得这些物
种得以同时分布在相距遥远的两个海域。
他们还表示，这个海道可能是在最近的 1
次间冰期（2 个冰期之间的温暖时期）形成，
时间大概在距今 12 万 5 千年前，当时海平
面可能比今天高出 5 米。
但也有一些地质证据表明，在过去几
百万年，WAIS 至少崩塌过一次，科学家冀
盼能早日确定冰盖崩塌的次数，理解暖期

地下有价值的资源，数据探索和挖掘则可
揭示科研数据中隐藏的模式和关系，这些
内容同样是有价值的，其价值就是科学知
识。澳大利亚南极数据中心“数据挖掘人
员”Ben Raymond 的工作正是利用多种技术
帮助科学家最大限度地利用其数据。
例如，2009 年，Raymond 博士就曾和
澳大利亚、新西兰、法国和美国科学家合
作研究南大洋物理环境对乌海鸥和短尾海
鸥的猎食行为的影响。
此前的跟踪研究发现，乌海鸥通常从

之间的过程和关系以及冰消期事件。生活
在南极的其他地带、能用于推测西南极无
冰时代的确切时间的海洋生物在冰期被掩
埋了：因为冰川的推进，将大陆架上的化
石遗体全部毁坏。

新西兰的东南部和西南部飞行很远的距
离，来到极锋内一些“广受欢迎”的捕食
区域，进行猎食——这个极锋，就是寒冷
的、北流的南极海水遇到较为温暖的亚南
极海水，并发生混合后所形成。短尾海鸥
也从遥远的塔斯马尼亚和澳大利亚南部来
到极锋附近、甚至更南的地方进行捕食。
这两个物种的捕食区域在大约东经 140 度
的地方发生重叠。
通过结合海洋测量学、海表温度、风
速和被捕食物种的丰度和分布情况等背景
信息来研究和分析这些跟踪数据，可更好

这一新的生物学证据，对于以 WAIS 的
未来稳定性为核心的冰川研究做出了重要

地说明这两类海鸥在这些地带捕食的原
因。

贡献。WAIS 的稳定性可能对未来几百年海

研究团队发现，乌海鸥和短尾海鸥主

平面上升速率有着重要的影响。科学家估

要在灯笼鱼（myctophids）和其他几种被捕

计，WAIS 全部消融，可能导致全球海平面

食的动物较为富集的地方进行捕食。大部

升高 3.3－5 米。

分捕食行为出现在日出和日落前后，因为

（http://www.antarctica.ac.uk/press/press_releases

此时灯笼鱼（及其他在水柱中进行垂直移

/press_release.php?id=1274，元培 译）

动的、被捕食的动物）离洋面最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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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广受欢迎的捕食区域，乃是富含

的统计， 20 多年的观测记录反映，在昭和

营养的上升流活动强烈的海洋区域，其上

基地周围群居的阿德雷企鹅数量近些年呈

升流通常都由南极绕极流的互动所引起。

现出增加的趋势。但在南极大陆其他地方

在这些地区常常可以发现强烈的海底深度

（如南极半岛）阿德雷企鹅的数量则大幅

变化特征，例如东南印度洋海岭以及太平

度减少。

洋－南极海岭。

企鹅数量变化与当地的气候和环境的

尽管这些地区可捕食的动物丰富，乌

变化、海冰的多少、海中食物的分布、及

海鸥和塔斯马尼亚短尾海鸥为了抵达捕食

企鹅的活动等密切相关，为此需要进行详

区域，却必须耗费大量体力。它们在前往

细地调查。

目的地过程中，通常需要借助顺风和后侧

为了弄清企鹅离开繁殖地的活动，日

风，但是在返程时，却不得不逆风而行。

本极地研究所开发了数据记录装置，通过

相反，南澳大利亚短尾海鸥前往捕食区域

安装在企鹅身上的小型数据记录仪来记录

的飞行却要省力得多。

其潜水深度、游泳速度、企鹅自身的体温、

不过，Raymond 博士说，海鸥会在飞

周围的环境温度等信息。现已查明企鹅一

行中利用各种技巧减少能量消耗，这不是

次潜水时间是 2—5 分钟，反复潜水的最大

本次研究所涉及的内容，例如贴近水面飞

深度为 180 米，1—3 天水平移动距离达几

行（因水面风速较低），利用波谷和风速梯

千米到几十千米后再返回繁殖地。

度等。
Raymond 博士称，研究结果表明，海
鸥可以作为南大洋生态系统部分地区，特

目前已将数据记录装置进一步小型化
和高性能化，还配备了 GPS 和照相机，记
录效果变得更好。

别是其中的极锋区域的气候变化指示剂。

2001 年，日本首次在企鹅身上安置照

（http://www.antarctica.gov.au/science/cool‐scienc

相机，由此获得了企鹅在海中捕食情况的

e/2010/data‐mining‐enhances‐scientific‐knowledge2

录像。因该照相装置重仅为 83 克，对企鹅

，元培 译）

来说不是大的负担。通过 GPS 可获取企鹅
准确行踪。拍摄的录像清晰地记录周围环

日本使用记录仪自动监测昭和基地周
围阿德雷企鹅繁殖地企鹅行踪和数量
变化

境状况，而且详细地获得取食的地点、从
沿岸到海水面行踪、捕食深度、表层海冰
状况、海底地形情况、企鹅群怎样活动等
的信息。通过对 83 只企鹅装载的记录仪、

由于地球变暖，企鹅的数量发生怎样

GPS 和照相机获得的各种信息与数据的分

的变化？是增加还是减少了？日本南极考

析，可以得出企鹅潜水深度与海冰的多少

察队为此作了不懈地努力。日本南极越冬

有密切关系。观测发现，海冰多的地方，

人员，每年都对栖息在南极昭和基地周围

企鹅潜水浅，这是因为南极磷虾捕食海冰

的阿德雷企鹅繁殖地的企鹅数量进行准确

上的海藻。而企鹅潜水浅，能量消耗就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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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少。海水深度、海冰量与企鹅数量的变

2010 年联盟服务奖。德国 POLMAR 亥姆霍

化究竟有什么样的因果关系目前还不清

兹研究生院发言人、阿尔弗雷德·韦格纳

楚。

极地与海洋研究所（AWI）资深科学家 Jelle
要搞清企鹅数量的变化，有必要比较

Bijma 教授（博士）获得欧洲地学联盟（EGU）

各个区域多种类企鹅的活动。为了弄清造

授予的 2010 年联盟服务奖，Bijma 教授对

成这种生态变化的原因，积累长期数据是

于全球生物地球化学循环以及过去和当前

非常必要的。

的气候变化过程有着特别的研究兴趣。鉴

（http://www.nipr.ac.jp/，刘书燕 译）

于其就任 EGU 生物地球科学部长期间所做
出的贡献，在 EGU 理事会和几个委员会所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颁发 IPY 奖

作出的奉献和积极参与，以及他作为开放
存取期刊《生物地球科学》编辑所付出的

在 2006‐2009 财经年度，来自 13 个美

努力，EGU 授予他这一荣誉。

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机构、代表 41
个 NSF 项目的 54 名项目官员，一共颁发了
445 个 NSF 国际极地年（IPY）研究和教育
奖。全美 50 个州中有 44 个州的 169 个美
国科研机构的 341 个课题负责人或首席调
查人获得此类奖项。到 2013 年，提高的 IPY
奖项资助经费将全部落实，奖金总额预计
达 347,153,747 美元。其中有 6000 万美元
将由美国国会拨付。其他资金则由现有的
NSF 资助领域中分拨。
NSF 是美国联邦资助或开展 IPY 研究活
动的几个机构之一，在美国国内扮演着 IPY

（注：欧洲地球物理学会（EGS）和欧
洲地球科学联盟（EUG）从 20 世纪后期开
始向地球科学和空间科学领域卓有成就的
科学家以及对两个机构有突出贡献的个人
颁发许多奖项和奖牌。EGS 还另外设置了几
个奖项，主要用于资助年轻的、初任的科
学人员参加 EGS 大会。2002 年 12 月 7 日，
EGS 和 EUG 合 并 成 立 了 欧 洲 地 学 联 盟
（EGU），所有相关理事会达成共识：EGU
将承认过去由 EGS 和 EUG 颁发的所有奖项
和奖牌，且 EGU 将继续两个学会所创立的
奖励和奖牌系统）

组织领导的角色。另外有 37 个国家也在 IPY
活动中扮演主要角色。一共有来自大约 60

Karin Lochte 教授（博士）荣获海洋科
学奖

个国家的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参与 IPY 活
动。
（http://www.nsf.gov/od/opp/ipy/awds_lists/2010_
awds/ipy_awds_toc.jsp，元培 译）

2010 年 4 月 26 日，因其生物海洋科学
的杰出贡献，
AWI 所长 Karin Lochte 教授（博
士 ） 被 授 予 “ 2010 年 德 意 志 银 行 ‐
IFM‐GEOMAR 海洋研究奖”。在基尔大学莱
布尼兹海洋研究所（IFM‐GEOMAR）举行的

三位阿尔弗雷德·韦格纳极地与海洋

一个庆典活动上，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

研究所科学家获得殊荣

长 Annette Schavan 称赞 Lochte 博士是享誉

Jelle Bijma 教 授 荣 获 欧 洲 地 学 联 盟

国内外的杰出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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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 Lemke 教授荣获 2010 年拜耳气
候奖
2010 年 4 月 22 日，Peter Lemke 教授

钻探工作。2010/2011 年度，ANDRILL 团队
将在南极实施又一个富有挑战性的科考项
目。

在柏林的洪堡大学接受拜耳科学教育基金

美国－新西兰联合考察队将从 2010 年

会颁予的“2010 年拜耳气候奖”，奖金 5 万

10 月底到 2011 年 2 月初在遥远的南极罗斯

欧元。Peter Lemke 教授是 AWI 的科研工作

冰架安营扎寨并开展科研活动，以研究海

者，对于海冰在气候系统中的作用有着奠

冰及其运动过程、冰下海水及其运动过程，

基性研究。
“拜耳气候奖”的评选过程：先

以及海底岩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

由欧洲主要研究机构的领导提名 16 个候选

通过《美国恢复和再投资法案》，决定拨款

人，再通过一个由国际专家组成的独立评

268 万美元赞助“库尔曼高地考察项目”

委会评出最后优胜者。

（Coulman High Survey Project），同时新西

（注：
“拜耳气候奖”是国际上第一个

兰研究、科学和技术基金会以及新西兰南

专门颁发给在基础性气候科研方面有杰出

极局也大力支持该项目。该项目由位于美

贡献的工作人员的奖项。2009 年 3 月 4 日，

国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的 ANDRILL 科

拜耳科学教育基金会在柏林将第一届“拜

学管理办公室执行理事 Frank Rack 和新西

耳气候奖”授予了来自德国弗朗霍夫协会

兰地质和能源研究协会（GNS）古气候学家

系统创新研究所（ISI）的荣誉退休教授

Richard Levy 共同主持。

Eberhard Jochem。Jochem 在能源效率研究

（http://www.antarcticanz.govt.nz/home/latest‐ne

方面做出了奠基性的工作，他证明了德国

ws‐archive/293‐andrill‐team‐to‐conduct‐antarctic‐su

完全可以通过提高能源效率，在 2020 年以

rvey‐project‐this‐season ，元培 译）

前将全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至接近
15%，而且还可带来可观的商业利润。根据
这项研究，相对 2007 年年底，德国大概可
以减少排放 1 亿 2 千 5 百万吨二氧化碳。

印度 2010/2011 南大洋考察活动简
介

研究表明，甚至有可能将排放量再减少

南大洋印度扇区研究背景:南大洋是

80%。“拜耳气候奖”奖金 5 万欧元，每两

世界大洋的几个中层水团和深海水团的源

年颁发一次）

和汇。由于缺乏高分辨率的海面实况观测

（http://www.awi.de/en/news/，元培 译）

数据，有关南大洋循环、南大洋水团及其
对气候变化的响应等许多情况目前还不清

ANDRILL 团队今年将开展南极考察活

楚。对于南大洋印度扇区的研究工作也不
多见，因此，为了全面理解这个地区所发

动

生的物理和生物化学变化，必须进行更系
南极地质钻探计划（ANDRILL）曾经完

统的科学调查工作。

成了南极考察历史上最成功的两次沉积物

对于南大洋领域的研究，应强调该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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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对气候变化的敏感性，及其在帮助我们

7.

全面认识气候变化方面的重要性。过去 30
年，印度在南极科研方面已经取得引人瞩

有孔虫丰度和同位素含量——古气候
重建。

8.

补充这些区域的数据不足，为未来区

目的成果。但是，相比过去这些年在南极

域气候研究以及 CLVAR 项目做准备。

洲所获得的科研和后勤专业知识，印度对

印度第五次南大洋印度洋扇区科考活

于南大洋的认识还有十分大的差距。印度

动将于 2011 年 1 月启程。本航次包括 3 个

国家南极与海洋研究中心（NCAOR）是南

主题：1.水柱动力学，2.生物地球化学，3.

大洋科考项目各方面工作之规划、协调和

底栖生物群落结构

执行的一个中心机构。目前，NCAOR 已于
2004 年 1 月－3 月（试点考察）、2006 年 1
月－4 月、2009 年 1 月－4 月以及 2010 年
1 月－3 月组织四次南大洋科学考察，，印
度国内大约有 12 个机构参与了这些考察活
动，其考察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认识南大
洋之印度洋扇区的复杂性。这些科考活动
的成果将为理解南大洋过程提供新的认
识。
南 大 洋 研 究计 划 集 中 在以 下 几 个 方
面：
1.

对于环绕南极的南大洋当前的物理、
化学和生物属性进行记录、归档与备
份。

2.

确认南大洋物理、化学和生物变化之
间的主要关系。

3.

发展新的生物和地球化学记录，提高
对沉积物中的古环境记录的理解。

4.

重建特定时间片的古环境。这些时间
片 包 括 气 候 端 元 （ climate
end‐members）和末次冰期－间冰期循
环的过渡期。

5.

对现代和过去全球生物地球化学变化
过程进行定量分析。

6.

2011 年研究区域示意图

理解海洋热场、水团和热交换的季节
变化和年际变化特征。

我们欢迎任何科研组织、大学和其他
从事研发活动的科研机构，提出与以上几
个研究主题相关的研究计划。课题负责人
在提出研究计划的同时，需说明所需样本
的类型、确切的采样地点以及采样、分析
和存储所需的设施与设备。要注意的是，
任何与本航次科研主题无关的项目和采样
计划都将不被采纳，因其可能阻碍此次考
察活动的进度。通过审核的任何科研计划，
都须由课题负责人/第二负责人或者一名合
格的科学家/技术人员随队参加考察，否则
该科研计划将不获批准。科研计划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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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6 月 25 日之前以密封的形式寄送

darkness‐sheds‐light‐on‐krill‐reproduction，元培

NCAOR 主任。NCAOR 将组织一个专家委员

译）

会对计划书进行审核，并将项目答辩的具
体日期提前通知课题负责人。
（http://www.ncaor.nic.in/ ，元培 译）

阿尔弗雷德·韦格纳极地与海洋研究
所亮相 2010 年上海世博会
2010 年 5 月 1 日，上海世博会盛大开

黑暗给磷虾的繁殖带来光明

幕，当天一共迎来 35 万游客。在“共享远
澳大利亚南极局（AAD）磷虾水族馆的
研究表明，在磷虾产卵后，立即将其放入
黑暗的环境一段时间，可以改变磷虾成熟
和繁殖的年循环过程。
“我们调整了动物体内的生物钟，使
之更早获得性成熟。接受调整的个体比完
全暴露在南极自然光周期下的个体提前三

景”的主题号召下，来自不莱梅、不莱梅
港和奥尔登堡的企业和科研机构也来到世
博会，在所谓的“城市最佳实践区”展示
有关城市交通可持续发展、可再生能源和
气候研究的内容。阿尔弗雷德·韦格纳极
地与海洋研究所（AWI）是来自德国西北部
的 9 个参展机构之一，主要展示了南北极

个 月 进 入 性 成 熟 期 。” 首 席 研 究 员 So

地区气候相关研究成果。

Kawaguchi 博士说。

（http://www.awi.de/en/news/，元培 译）

《极地地理学》征稿
《极地地理学》近日发出征稿启事，
并决定采取极为迅速的稿件评审和发表程
序，无论稿件长度。
《极地地理学》为季刊，专门发表有
关两极地区自然活动和人类活动的学术研
南极磷虾（Euphausia superba）

该研究的科研人员将磷虾分成几组，

究成果。该杂志宗旨是探讨自然系统各组
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影响，研究复杂的历史、

并控制各组的产卵时间，以使他们在全年

政治、文化、外交和安全问题，以及各因

任何时候都可以经历生命周期的所有阶段

素之间的相互关系。由此，欢迎世界各地

（幼虫、青春期、接近成年期、成体）。为

的朋友投稿，尤其欢迎具有比较视角、批

实现培育目的，研究人员需要收集数百万

判精神、内容新颖、独树一帜的稿件。作

个磷虾卵，这个工作需要一年内进行，无

者需通过 Polar Geography ScholarOne 网站

法一次性完成。详细信息可参考最近刊发

进行在线投稿。

在《Plankton Research》的研究论文。

（http://web.arcticportal.org/iasc/news，元培 译）

（http://www.antarctica.gov.au/media/news/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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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EF 官员访问印度国家南极与海洋

OktoKopter 就是带有摄像机和传感器的八

研究中心宣传富布赖特‐尼赫鲁奖

螺旋桨直升机。
与电影中眩人耳目的直升机不同，这

2010 年 6 月 11 日，美国－印度教育基
金会（USIEF）副会长 Diya Dutt 博士、地区
长官兼教育顾问 Sucharita Narayanan 访问
了印度国家南极与海洋研究中心

一架无人驾驶的飞机由塔斯马尼亚大学研
究人员 Arko Lucieer 和 Darren Turner 与澳
大利亚南极局联合制作。他主要用于科研
活动而非观赏。

（NCAOR），宣传富布赖特‐尼赫鲁项目。
USIEF 通过开展杰出学者、教授和学生的交
流活动，推动美印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
解。自成立以来，USIEF 已经颁发了大约 1
万 5 千个富布赖特奖、富布赖特‐尼赫鲁奖

OktoKopter 尺寸只有真正的直升飞机
的二十分之一。机上载有遥感设备用于监
控澳大利亚南极凯西站的苔藓植被上方的
温度、风速和 UV‐B 紫外辐射变化所带来的
影响。

及其他奖学金，覆盖了几乎所有的学术领
域。
USIEF 官员介绍了富布赖特和富布赖特

该 项 目 负 责 人 Lucieer 博 士 称 ，
OktoKopter 在德国制造完成，由塔斯马尼
亚研究人员根据南极项目需求进行改装。

‐尼赫鲁项目下的各类奖学金，此行重点在
于鼓励优秀学者申请奖学金，并为奖金甄
别候选人。USIEF 官员还强调，现有的富布
赖特项目，对于美国学者到印度参加正在
进行的合作项目，是一次很好的机会。
（http://www.ncaor.nic.in/ ，元培 译）

“OktoKopter 配有可见光、近红外和
热红外摄像机，以及一个自动驾驶系统，
可以飞往预先设定好的 GPS 沿途停靠点。”
Lucieer 博士说。
“这样，我们可以制作一个详细的数
字高度模型，收集分辨率高达 1 厘米的超
高分辨率图像。”
凯西站最近开展的一个合作研究项目
已经发现明显的苔藓顶枯现象，并且在整
个区域内，发现了大面积已死的棕褐色植

后勤保障

被。
“OktoKopter 将帮助我们确定哪些地

澳大利亚新研制的高科技遥控直升飞

方的苔藓植被生长良好，哪些地方的苔藓

机即将展翅南极天空

已死亡，”澳大利亚南极局植物学家 Dana

今年夏天，新研发的高科技遥控直升
飞机 OktoKopter 即将升空，绘制南极洲沿
海地区苔藓分布图。
我们在经典的 007 电影中常常可以看

Bergstrom 说。
“苔藓生长速度十分缓慢，它的新芽
可以保存气候记录，因此，苔藓可以作为
气候变化的指示剂。南极苔藓植物实际上
是澳大利亚成熟生态林的缩微版。

到八螺旋桨直升飞机，此次前往南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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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果可以准确地确定这些苔

在提供了多年的通信服务之后，美国

藓的年代，并画出他们的分布图，我们就

国家航空与航天局（NASA）中继卫星（TDRS）

可以知道过去几十年气候都发生了哪些变

1 号终于宣布退役。从 1983 到 1998 年，

化，进而预测未来的变化情况，” Dana 说。

TDRS‐1 帮助 NASA 与其他轨道上的卫星进
行通讯。从 1998 到 2009 年，NASA 给 TDRS‐1
指派了新的任务：协助国家科学基金会
（NSF）及其属下的南极科研活动合作伙
伴，开展科研、教育和运行活动。
1983 年，挑战者号航天飞机首次升天，
机上同时搭载了 TDRS‐1 号卫星。早在 90

遥控直升飞机拍摄的凯西站附近苔藓植被鸟瞰图

年代初期，TDRS‐1 就成为第一个用于协助
NASA 肯尼迪太空中心（佛罗里达）发送航
天飞机的卫星。TDRS‐1 覆盖印度洋上空此
前电波无法到达的盲区（dead zone），为航
天飞机和飞行于地球低空轨道的卫星提供
百分百的信号覆盖服务。由于采用了极地
轨道，TDRS‐1 得以覆盖南极和北极。

OktoKopter 获得的图像可以用于制作 3D 图

从北极发送的第一个互联网连接和现

该项目目前为第 2 个执行年度。去年

场网络放送，就是经由 TDRS‐1 完成的。

夏天，Lucieer 博士曾利用一个标准的遥控

TDRS‐1 第一个直接接通了南极和北极两地

直升飞机进行遥感测量。后来，该机器在

电话；协助完成了第一次从南极向全球播

稳定性和准确性上出现了一点问题，他便

送电视节目的工作，即 ABC‐BBC‐WGBH 全

使用 OktoKopter 予以取代，重新开展他的

世 界 千 禧 年 电 视 转 播 （ world‐wide

遥感研究。明年 2 月，Lucieer 博士将在南

Millennium）节目。

极地区使用 OktoKopter。

1998 年 1 月，TDRS‐1 还和 NSF 合作在

该 项 目 合 作伙 伴 包 括 澳大 利 亚 南 极

南极点附近安装了一个专供 TDRS‐1 使用的

局、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卧龙岗大学和塔

上行/下行链路。这一终端设施使得美国南

斯马尼亚大学。

极点站的科学家每天有 5 小时向美国大陆

（ http://www.antarctica.gov.au/media/news/2010/

发送大量科研数据。每天经过北极和南极

oktokopter‐set‐to‐soar‐antarctic‐skies ，元培 译）

时，TDRS‐1 会定期向全世界的大学研究人
员发送数百亿字节的科研数据。
TDRS‐1 对支持南极点站新的天文学和

极地研究专用卫星退役

天体物理学科研活动起了作用，包括独一
过去十多年来，卫星为南极科研和医
疗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无二的 IceCube 中微子天文台和南极射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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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远镜。IceCube 利用南极冰盖形成了一个

燃料，以防潜在事故的发生。6 月 27 日，

探测器，可以探测到太空的亚原子微粒。

NASA 终止了 TDSR‐1 卫星的一切操作。
NASA

射电望远镜则利用了南极高纬度特征和极

打算用同样的方式处理整个 TDRS 系列卫

端干燥的空气环境，成功地进行太空观测，

星，以保护其他地球同步轨道航天器，避

研究宇宙微波背景辐射。

免其受到轨道碎片的破坏。
自从 TDRS‐1 服役以来，NASA 还向地球
同步轨道发射了 8 个中继卫星，其中前六
个由 TRW 公司（现为诺斯洛普·格鲁门公
司）制造。波音公司也制造了三颗性能更
强的卫星。第二颗 TDRS 卫星在 1986 年 1
月“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失事时随机坠毁。
其后，美国深空网络继续使用 TDRS 系统进

1999 年，南极点站出现一次紧急医疗
状况，TDRS‐1 的高速连接使得基地工作人
员得以开展远程医疗会议。在远在美国本
土 医 生 的 指 导 下 ， 对 身 患 乳 癌 的 Jerri
Nielsen 博士进行了切片检查，并施行化疗。
2002 年，TDRS‐1 再次和医生联手完成了一

行数据传输和通信，其服务对象超过 15 个
客户，包括航天飞机、国际空间站、哈勃
太空望远镜、NSF 和南极考察站。
（ http://www.nsf.gov/news/news_summ.jsp

?cntn_id=117228&WT.mc_id=USNSF_51&WT
.mc_ev=click ，元培 译）

次远程医疗会议，帮助科研基地进行诊疗。
这次接受治疗的病人是在南极过冬的一位
气象学家，通过远程指导完成了他的膝盖

环境保护

手术。
2000 年，TDRS‐1 成功帮助一个 NSF 与
海岸警卫队联合科考队抵达北极点下方的

澳大利亚南极考察队员骑自行车去上

加克（Gakkel）海岭。

班

2010 年 6 月 13 日，TDRS‐1 第一颗全
球通信卫星终于走到它的终点，抵达离地
球 22,500 英里的高空轨道。6 月 5 日，
TDSR‐1
进行轨道变更，从距离地球 22,300 英里的
地球同步卫星轨道上升 200 英里，这就是
TDSR‐1 的最终轨道。为确保在轨道变更过
程中，不对 TDSR‐1 的用于调整轨道的推进
器发生负面影响，整个转轨过程耗时 8 天。
进入最终轨道以后，TDSR‐1 随即抛弃剩余

今年夏天，人力踏板车成为澳大利亚
南极凯西站和戴维斯站站区周围活动的首
选交通工具。考察队员除步行、驾驶小型
车辆在站区周围一带开展活动外，澳大利
亚南极局还为他们配备了自行车。为了响
应澳大利亚“全国骑车上班日”，2010 年
10 月 11 日‐15 日凯西站的考察队员全部骑
车去工作。队员们要在‐18℃的低温环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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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凯西站的红色宿舍楼出发，到达工程操

Barbara Frankel 博士向超过 150 个学生和老

作间。

师介绍了她的工作，使内地居民对南极发

（ http://www.antarctica.gov.au/media/news/2010/

生了兴趣。
2009 年末，达尔文的乡村教师 Kay

expeditioners‐wheeling‐to‐work，吴荣荣译）

Chaffey 听说有机会和远在霍巴特的一名南
极科学家合作，当即注册了“科学家走进
课堂”项目。Barbara 和 Kay 最初都是通过

科普教育

电子邮件和电话参与该项目。实践表明，
这一交流活动给两人正在进行的工作带来

澳大利亚开展“南极科学家走进课堂”

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很快，Barbara 决定前
往北部地区，亲自拜访该学校。

活动

在北方领地，Barbara 用了三个上午的

“科学家走进课堂”是澳大利亚开展

时间给学生讲解自己的工作，以及南极考

的一个全国性科普项目，旨在创造并推动

察中各种工作岗位。她利用冰川模型

科学家和教师之间灵活、持续的合作关系，

（glacier goo）演示冰盖的扩散过程，然后

为学生、教师和科学家提供启发，创造乐

让学生分组制作各自的冰川模型，并要求

趣，同时传播知识。其中，新设立的子项

学生在一张南极地图上演示冰川的扩散速

目“数学家走进课堂”就涉及了从事数学

度和范围。
Lochie 是班上的一名学生，她举手发

专业人群，例如统计学家、数学科学家、
经济学家和测量员。

言：
“我原以为南极不过只有冰而已，但是

这个项目由澳大利亚政府资助，并接

您却让我明白了真相。我要感谢您，让我

受澳大利亚 CSIRO 教育司管理。自从 2007

们知道了冰川学家在南极洲都做些什么工

年 7 月份成立以来，该项目受到了极大的

作。您的故事很激励我，我长大后也要去

欢迎，目前一共建立了超过 1800 个合作伙

那儿工作。”

伴关系。澳大利亚南极局（AAD）的几名科

在 Kay 看来，她的教学显然令学生受益

学家参与了该项目，为多个专业领域提供

匪浅，所有参与者都非常兴奋。Barbara 也

了有价值的思想，并发表主题演讲。反过

认为这次不虚此行。

来，该项目所提供的课堂环境，也给这些

科学可以拓展年轻人的思维

科学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从 事 定 量 研 究 的 生 态 学 家 Louise

将南极科学带到北方领地：

Emmerson 博 士 来 到 了 霍 巴 特 郊 区 的

从今年 4 月到 6 月份，冰芯分析专家

Taroona 小学，他正和学生一起上课。2010

Barbara Frankel 博士造访了阿利斯斯普林

年 8 月，ABC 电视台“催化剂”节目专门介

斯、凯瑟琳和达尔文等地的几个学校，传

绍了她的这次教学之旅。
Lynn Murray 是 Louise 的一个合作教

播澳大利亚南极科考活动相关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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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她说 Louise 参与他们班级的活动，吸

展对南极的自然、考察队员的状况、南极

引了学生的极大注意，这是她之前没想到

观测意义的宣传，提高中小学生对南极自

的。她说 Louise 的讲解让学生明白，不论

然的了解、兴趣、关心地球环境与国际协

男孩还是女孩都可以“做一名科学家”，而

调意识。

且会很有意思。Louise 说，她专门设计了一

今后计划每年派遣一名教员去南极。派

系列潮间带物种的调查活动，鼓励学生“关

遣的教员结合自身知识学习和调研情况与

注珊瑚礁，用新的眼光来观察生物”
。

文部科学省（南极地区观测综合推进本部

她说，对于每个孩子来说，接受科学

办公局）联络商讨具体实施方案。

教育都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

2008 年派遣的教员在南极共进行了 4

（ http://www.antarctica.gov.au/science/cool‐scienc

次讲座：

e/2010/Cool‐school‐Antarctic‐scientists‐take‐to‐the‐c

① 2009 年 1 月 26 日，授课地点：奈良县
立奈良高中，授课对象：奈良高中学生，

lassroom，元培 译）

参加人数：140 人左右，授课内容：用
画像和动画进行生物和地学等的讲授。

日本“南极派遣教员俱乐部”向南极
派遣教员

② 2009 年 1 月 27 日，授课地点：大久保
小学体育馆，授课对象：羽志野市市立

“南极派遣教员俱乐部”选派对极地科

大久保小学，参加人数：100 人左右，

学有兴趣的现职教员前往日本南极昭和基

授课内容：欣赏企鹅运石作巢和双亲喂

地。在昭和基地，教员利用卫星连线和 TV

养小企鹅的映像、在南极看见的月亮模

会议系统向国内中小学校的学生进行多次

样与北极看到的相反，度夏和越冬队是

南极讲座，提高他们对南极与南极观测活

怎样划分的？

动的了解。

③ 2009 年 1 月 30 日，授课地点：立川市

这个计划从 2008 年开始实施，当年派

柴崎学习馆，授课对象：立川市科学教

遣 2 名教员（姓名：长井秀子，48 岁，千

育中心所属小学 5~6 年级学生，参加人

叶县羽志野市立大久保小学教师；森田好

数：130 人左右，授课内容：南极为什

博，48 岁，奈良县立奈良高中教师）
。2009

么这么冷？

年又派遣一名教员赴南极昭和基地，并随

④ 2009 年 2 月 6 日，授课地点：日本科

南极考察队一同前往南极。在昭和基地期

学未来馆东京会场连接大阪会场一起

间，对极地考察有关的学校进行多次南极

进行，授课对象：朝日新闻大阪本社及

讲座。

事前推荐的募集人员，参加人数：500

在 2009 年招募中，共有 16 名应聘，经

人左右，授课内容：除了提问式问答外，

审查最终选出一名教师（姓名：酒井诚至，

国立极地研究所伊村智副教授通过在

40 岁，北海道登别明日中等学校）派往南

昭和基地生活与日本日常生活对比作

极。参加南极考察的教员回国后，通过开

了题为“从南极能看到我们的未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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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演。
（http://www.nipr.ac.jp/，刘书燕 译）

昭和基地队员宿舍模型、冰穹富士深冰芯
钻探使用的钻机、专用无人观测机等观测
机械；
（5）接触南极冰。通过观看、接触、

日本南北极科学馆对外免费开放

听声体验南极冰和普通冰的不同。
（http://www.nipr.ac.jp/，刘书燕 译）

作为日本极地研究所南北极研究、观测
信息宣教基地，南北极科学馆于 7 月 24 日
开始对外免费开放。开放时间为星期二至

中学生南北极科学比赛
南北极人为污染少，是研究地球、宇宙

星期四上午 10 时到下午 5 时（最迟入场时
间下午 4：30），节假日不开放。开放 17 天

绝好的观测场所，也是科学研究的最前哨。

以来，参观人数超过 1 万人。

为了提高日本青少年对极地研究的兴趣，

南北极科学馆设有生物展室，岩石与陨

发挥他们丰富的想象力，从 2004 年开始，

石展室，大气、冰、极光展室，昭和基地

由国立极地研究所主办，日本学术会议、

展室，历史展室，最新计划和研究成果展

文部科学省、日本极地研究振兴会协办，

室，极光放映室。如下图：

每年举行一次主题为“若自己能去南极或
北极，想做什么调查研究”青少年南北极
科学比赛活动，由此遴选出好的项目提案
作为南北极调查内容。
（1）

募集提案：作为南北极实施研究、

实验、调查方案。提案只限应募者自
身完成的方案；
从左到右，上列为接待室，最新计划和

（2）

（三年级）、中等教育学校的学生。集

成果展室，臭氧（探索神秘光）展室，大

体也可应募，也可跨两个以上学校；

气‐冰展室、昭和基地展室、历史展室；下
列为洗手间，体验角，生物（探索极寒生

（3）
（4）

不得更改其他内容（如人员增加、替

富士站（也叫冰穹富士，Dome‐F）全天出

换，追加提案）；

现的极光和昭和基地的实时录像；（2）参

（5）

提案书邮寄地：国立极地研究所

中学生南极和北极科学比赛办公室。

球陨石）、岩石及各种生物标本；
（3）在显

1. 审查方法：国立极地研究所设有审查

微镜下观测陨石、岩石的薄片和生物标本；
（4）体验南极观测队实际使用的雪地车、

应募方法：提案做好后，通过邮

局邮寄。提案寄出后，除更改错字外

展出主要内容主要包括：
（1）播放南极

观在南极采集的陨石（包括火星陨石和月

应募截止日：2010 年 9 月 8 日（以

邮戳为准）；

命、生态）展室，岩石陨石展室（探索太
阳系 46 亿年的历史），臭氧放映室。

应募资格：中学、中等专科学校

委员会，从在南北极实施的可能性、独创
性、论理性等方面进行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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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极地研究所第一线极地研究人员进

1)
2)

参加口头报告的人员差旅费（包括全

行第一次审查。

部南极科学奖、北极科学奖、特别奖获得

对第一次审查被采纳的提案进行第二

者及第一次审查被采纳提案的应募者。集

次审查。从在南极或北极实际可能实

体项目可到场 3 名）可获取补助。

验的提案中，选取南极科学奖、北极
科学奖（各 2 个奖项），还设立特别奖。

4. 南极科学奖、北极科学奖的实验结果
报告

获得者将被授予奖状和奖品。
审查结果于 10 月中旬通知应募者本人
（集体提案的代表者）。
南极科学奖—提案作为南极优先的研

实施的结果在 2011 年『南极北极少年
论坛 2011』时由南极观测队和北极观测中
心报告。受奖者请一定出席下一年度论坛
会。
5. 指导

究计划。由每年 11 月出发的南极

本计划是以提高中学生自发的思想表

观测队在南极进行实验或调查。
北极科学奖—提案作为北极优先的研

现能力为目的，涌现出很多充满了丰富想

究计划。由国立极地研究所北极

象力的提案，应给予适当的指导。

观测中心或北极观测组在北极进

（http://www.nipr.ac.jp/，刘书燕 译）

行实验或调查。
特别奖—授予优秀提案。
2. 表彰方式
受奖者在「南北极少年论坛 2010」发
表被采纳的提案。
3. 南北极少年论坛 2010
2010 年 11 月 14 日，在国立极地研究
所大会议室召开南北极少年论坛 2010 大会
具体议程：
● 南极科学奖、北极科学奖、特别奖
受奖表彰和研究计划的口头报告
● 第一次审查被采纳提案的口头报
告
●上一次中学生南极北极科学比赛采
纳的提案的实验报告（通过和南极昭和基
地卫星连线进行）
● 以海报形式发表第一次审查未被
采纳的提案，供研究人员议论
● 参观国立极地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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