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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农历 2001 年十一月十九日 船位：南极冰区航行

挥师东进

给家属的慰问电

元旦贺电

雪龙船完成长城站卸货作业后，
于 12 月 26 日上午 10 点起锚，马不
停蹄挥师东进，向中山站进发，沿南
纬 62 度线左右，一路上轻舟熟路连
续航行，并实施走航大洋 CDT 和拖
网调查作业。
雪龙船一路航行，遇到不少浮冰
区和冰山，今年的浮冰与往年有点不
一样，密集浮冰区不多，基本上都能
绕开走，浮冰以散冰块为主，漂在海
面上形态很像一群群浮在水面的白
鹅。冰山比较多且大，还遇到一座冰
坝，长约 60 海里，在雷达上看，像
一条飞舞的长龙。
雪龙船在航行中，除了大洋调查
作业需要减速或停车外，浮冰和冰山
基本上没有影响航速，估计从长城站
到中山站 4000 多海里路程 12 天就能
走完，预计 2002 年元月 8 日能抵达
中山站外围。
根据中山站 17 次队队长王耀民
来电报告；中山站今年冰情严重，现
在距离中山站 50 公里看不见水域，
预计冰情会持续到元月底。队里已经
预案；雪龙船至中山站外后，先将考
察队员和科考设备及食品用直升飞
机吊运至中山站，中山站夏考工作先
做起来。雪龙船先搞普里兹湾调查作
业。待冰散后再回中山站卸运燃油和
站务基建物资。
雪龙船船务会通报了中山站严
重冰情，并传达了队里预案精神，一
起商议了今年中山站卸货作业的设
想，从雪龙船破冰不能接近中山站卸
油卸货点的最坏处设想。着手整理新
输油管，先将盘转 100 米长的新油管
拉直，锯成 50 米长一根，并加工好
油管接口，将输油管绑扎在甲板上让
太阳照射成型。
（雪龙飞）

极地所出海船员、队员家属们：
新年好！
值 2002 年元旦佳节之际，极地
所第十八次南极考察队出海船员、队
员，谨以集体的名义，在遥远的南极，
向你们致以节日最亲切的问候和最
诚挚的祝愿，祝你们新年愉快，身体
健康，平安幸福。
在极地所的精心指挥下、18 次
队临时党委的正确领导下，我们已经
圆满完成了上海至南极长城站的航
渡和长城站的卸货作业任务。现在，
我们正在去中山站的航渡中。目前，
我们大家思想情绪稳定、精神饱满、
身体健康。我们将时刻牢记自己是一
名中国南极考察队员、是极地所的一
份子，我们将更加团结，不辱使命，
尽心尽职，克服困难，坚定不移地完
成 18 次队任务。
家属同志们，我们长期出海，不
能兼顾你们，给你们的生活带来莫大
的困难，你们在家既要工作，又要操
持家务，扶老携幼十分辛苦，我们很
感谢你们，也很想念你们，希望你们
都能平平安安，快乐幸福，这是我们
最大的心愿。我们也将不负重托，完
成任务，安全健康地回到你们的身
边。
现在，船上短波信号不好，不能
和你们通话。一并在此告知。
再祝你们新年愉快，身体健康，
平安幸福，万事如意！

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
室、中国极地研究所等单位领导都
很关心 18 次队，纷纷发来贺电贺
信表示祝贺和慰问。并勉励大家再
接再厉，继续发扬南极精神，夺取
更大的胜利。

中国第十八次南极考察队
极地所出海全体船员、队员
2002 年元旦

学习《海域法》
12 月 29 日，18 次队临时党委
成员和雪龙船党支部委员在船龙
船一起学习了《海域法》
，18 次队
临时党委书记魏文良亲自主持了
学习，并宣讲了王曙光局长在《中
国海洋报》上发表的重要文章《管
好用好海域 造福中华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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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龙船介绍（2）
（人本工作）
中国第十八次南极考察，雪龙船船员 41 名（其中在
编船员 36 人，外聘船员 5 人）。在编 36 名船员中，干部
17 人，院校毕业（包括大专以上学历）10 人，党员 24 人，
转业军人干部 8 人，就地复员军人 14 人，个别为外单位
调入人员。自 93 年组建雪龙船，雪龙船首次执行中国南
极考察任务（第十一次南极考察任务）以来，1997 年在
东海分局时轮换了三分之一，1999 年 4 月从东海分局转
制中国极地所时，调整了几人至今，人员基本保持原样，
主要原因是中国极地所没有预备船员。所以，雪龙船大部
份船员是从 1993 年一直做到现在。从部队转业复员过来
的人员最年青的是 1981 年的兵，年龄最小的也在 41 岁以
上，最大的已经 53 岁。船员中约 1/3 人员是 1985、86、
87 年从各院校分配来的，97、98、99 年从院校分配来的
只有 3 人，所以，船员年龄结构岁数偏大。加上长期从事
海上工作，腰椎病、腰腿风湿病、胃病较普遍，高血压病
也在逐年上升。有些船员已经失去灵活机敏，体力明显跟
不上。从年龄上看，是头大尾小，青黄不接，急需培养新
生力量。
雪龙船是专门从事我国极地科学考察工作的，是前苏
联造的，船只吨位大，结构复杂，设备繁多，执行任务又
特殊，工作环境条件险恶。在组建人员配备上，各级领导
都很重视，从各船选拔政治素质好，技术业务尖子的人员
上船，为雪龙船能历次圆满完成南极考察任务打下了坚实
基础，始终保持着一支在关键时候能拉得出，打得响，战
得赢的队伍。雪龙船从 1993 年开始至今，已经连续七次
执行南极考察任务和我国首次北极考察任务。船员们都已
经磨练出了一身过硬的技术本领，积累了极地作业丰富的
经验，雪龙船不论是出海还是在港，事务繁多，工作兼容
性大，许多船员是身兼数职，一专多能，成为极地工作的
多面手。在特殊艰苦环境下工作，雪龙船倡导了适合我国
国情的，独特的“爱国、爱船、团结、奉献”的雪龙精神，
激励了一代艰苦创业的极地人，造就了批以全国先进工作
者船长袁绍宏同志为代表的极地人才。
雪龙船从事的极地考察工作，是一项国际事务工作，
停靠外港机会多，外事活动频繁，一切行动都代表着国家
的形象，每个船员在国外都代表着国家，都能从维护国家
的尊严，民族的利益高度出发，严格要求自己，遵纪守法，
近十年来，船上没有出现过违法乱纪情况，2000 年被上
海海关评为信得过船舶。
雪龙船出海频繁，每年一次南极考察，99 年 7 月到 9
月中间还执行了我国首次北极考察任务，完成了一年往返
南北三极的壮举。雪龙船每次南极考察出海周期长，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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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个月左右，时间又都是在国内的元旦春节时期。有近 1/3
的船员连续八次执行南北极任务，传统节日都不能与家人
团聚，牺牲了人间天伦之乐，有个别船员孩子是春节时出
生的，一直没能为孩子过一次生日，多少有点遗撼。船上
现有 13 名船员曾经参加过我国首次南、北两极考察，占
全国参加过首次南北极考察的大部份。
雪龙船从事极地考察工作，国内只此一家，管理工作
与国内其它单位相比，没有可借鉴的经验。基本上是靠自
己不断摸索中前进。在极地考察工作艰苦，有危险，待遇
不高的情况下，又身处改革开放前沿的上海大都市，工资
反差大，人才竞争激烈，怎样来稳定自己的船队，保持极
地考察的有生力量，雪龙船党支部开展了一系列的以事业
留人，以感情留人，以适当待遇留人的工作。对上执行党
的路线、方针政策，对下关心群众，爱护群众，是雪龙船
党支部工作的基本点，船员和船员家属伤痛病恙，支部都
要去看望，就在 18 次队出发前夕，船上工作最忙，时间
最紧张，党支部还是抽出时间专门集体走访每个船员家
庭，并把家属同志请出来，开个航前家属联谊会，向家属
们汇报工作，听听她们的呼声，交流感情，得到了家属们
的支持。曹建军家属生病，党支部 3 次去医院看望，并开
展募捐，力所能及做一点献爱心工作，曹建军家属病重在
身还极力支持曹建军出海。
雪龙船党支部事业留人工作常抓不懈，以极地事业的
光荣感、使命感、责任感来教育人，培养人，要胸怀大志，
要体现人生价值，要以事业为重，不能太多的考虑个人经
济收益。要有艰苦创业精神，要有奉献精神。极地考察这
份工作，社会上羡慕的人很多，难得一次去南极看看，一
辈子到过南极了，这样的人很多，但真正叫他去做这份工
作的人很少，特别是经常出海，社会上的人谈到这方面，
还是摇头的人多。而我们的船员是这样说的，南极考察是
国家的事业，总得要人去做，艰苦点怕什么，和以前探险
比起来要好得多了，经济收入少一点，但生活这要过得去
就行了，今后国家富裕了我们待遇也会提高的。去年，海
洋局、极地办、极地所领导为一部份船员解决了住房困难，
船上考虑到目前留人的需要，优先照顾了 3 个新来的大学
生，而我们老的大学生且没有份，只能下一步有机会再考
虑，他们顾全了大局，但多少有点怨气，领导很理解他们，
做了一些引导工作，事情还是得到圆满解决。
党支部很重视培养船员团队精神，和集体荣誉精神，
对生活作风，工作作风，遵守社会公德都有严格要求，在
社会上已经普遍被公认为南极考察的勇士。雪龙船党支部
的工作成绩，得到了上级党组织的肯定。
在新世纪、新时期、新形势下，雪龙船人本工作一直
以江总书记三个代表思想来指导工作，以极地事业为中
心，围绕党员队伍、干部队伍建设，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
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开展工作，充分体现了党的工作优
势。为南极考察任务发挥了有力的保障、监督、协调作用。
2000 年，被国家机关工委评为先进基层党组织，被国家
海洋局评为先进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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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房——感情的窗口
船出海，有些部门的工作都显得时忙时闲，时紧时松，
讲句心里话，最忙也有空闲的时候，而伙房却不然，一天
4 顿饭照常供应，风浪最大，船摇晃得最厉害，其它人可
以躺床铺，伙房是不能停的，而且还要给晕船的人做病号
饭，长城站卸货作业时，大师傅吕清华病了，感冒发烧还
坚持工作，今年伙房改革，队里取消了帮厨制度，尽管有
些队员还是自觉自愿去伙房帮厨，但必境是少数，一百多
号人吃饭，还要经常翻菜库，工作量很大。从上海到长城
站的航线是世界上最长的航线，时差整整相差 12 小时，
人员生物钟都转不过来，夜餐往往成了正餐，每夜有近百
人吃夜餐，以致早餐、中餐的量很难掌握，由于时差关系，
队员睡不好觉，胃口不正常，再加上这次出海感冒的人也
比往年多，伙房里尽量做到增加花式品种供应，做蛋糕、
油条、牛奶、包子等，每天早餐都有数个品种，还经常做
豆腐，来满足大家生活的需要，早晨 3 点多钟就得起来忙
呼，大厨朱钜银还经常去餐厅征求队员意见，不断调整口
味。有时风浪大，还将病号饭送至队员房间。每十天一次
会餐，都要 8——10 个菜，遇节日和庆功还要专门会餐，
长城站卸货作业时间，要保证伙房 24 小时有热饭热菜供
应，还要为 60 多名队员、船员生日加菜，工作从没有怨
言，都能以服务行业做好服务工作，满足大家的需要是本
职工作来要求自己，受到队里和船上的称赞。

短波电话重新开通
雪龙船赴南极考察，5 个多月，船员、队员都想和家
人通通话，大家心都牵挂着家里哪，尽管短波电话是向全
世界广播，没有什么悄悄话好说，但听听对方的声音，问
个平安，心里要踏实多，生怕家里有什么急事，其实，有
急事也是白搭，万里之遥能做些什么呢？短波电话每分钟
3——4 元人民币，3 分钟起价，打一次短波电话十多元人
民币，对船员和队员们来说，值得。特别是元旦、春节，
总是要向家里问个好，向亲友拜个年，也算了确一个心愿。
前几天，船上短波电话一点信号都没有，报务主任龚
洪清喊哑了嗓子，就是没有回答，可能是东海分局川沙台
功率小还是什么的，船员、队员们都很着急，打卫通吧，
8 美元 1 分钟，一天的补助只够打 1 分多钟卫通电话，有
谁打得起呢，也没有谁舍得打，除非公家用。过元旦了，
船长更是为大家着急，正好，在叫川沙台时，被上海岸台
收到，以为雪龙船有什么急事，船长当机立断，与上海岸
台联系，在得到对方同意后，船长指示船舶处糜文明处长
与上海岸台签订用台合同，改用上海岸台通短波电话。
元旦晚 7 点（北京时间）短波电话又开通了，而且效果比
东海分局川沙台要好得多，声音很清楚。打电话的人很多，
报务主任龚洪清只好加班为大家一一接电话，一个晚上就
打了 20 多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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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乐的元旦

“长城饭店”
（写在长城站卸货作业后和元旦前）
裴福余
2001 年 12 月 30 日
甲：雪龙船有个长城饭店，
乙：长城饭店？
甲：，对，长城饭店，今天过元旦，领队魏书记请客，魏
书记给大伙点了几个菜。
乙：什么菜？
甲：，第一道菜是我们袁船长最爱吃的，叫红烧蹄胖
乙：红烧蹄胖？
甲：对，叫长城红烧蹄胖，也叫完成任务，红烧蹄胖很肥，
当然也有瘦的，大伙一人一块，在长城站已经吃过了，味
道很好，政府代表团吃了都赞口不绝，
乙：太油了，我不敢吃，
甲：，不敢吃也得吃，这是任务。我们飞行员老徐吃了就
差点儿在飞机上跑肚。
乙：这是水土不服，
甲：，大伙把这道菜吃得是津津有味，干干净净，
乙：嗯，盆子像洗过的一样。
甲：，第二道菜是清蒸桂鱼，
乙：清蒸桂鱼，鲜嫩可口，我很喜欢吃，就是刺多，
甲：，对，所以又叫安全第一，
乙：嗯，我看到大伙你一筷我一筷地抢着吃，没有听说有
谁给刺着。第三道菜是什么？
甲：第三道菜是炒三鲜，
乙：炒三鲜，那是需要许多品种的菜一起烧的，
甲：对，所以又叫丰富多彩，这道菜是专门为今天过元旦
烧的，得大伙一起动手，同时大伙又都是这道菜里的配料
和佐料，
乙：你是什么料？
甲：我是白菜干，你是水发肉皮，
乙：还得加点红胡萝卜丁，
甲：这道菜看起来简单，要做到色香味俱全不容易，得要
找个好大厨
乙：谁？
甲：魏书记，魏大厨，
乙：这么多人吃饭还得要找几个帮厨的，
甲：对，有啊！政委、党办主任、领队助理。最后还得撤
上一大把味精——我们年青的姑娘们。
甲、乙：有请魏书记、魏大厨配菜（讲话）

过元旦，对中国人来说尽管没有过春节隆重，但毕竟
也是过年，每个人都得添岁，今年过元旦，与往年相比，
是个比较空闲的时候，往年这个时候正在长城站或中山站
鏖战，顾不上庆祝，今年雪龙船已经完成长城站卸货作业
任务，正在向中山站去的航途中，一来带着完成任务后的
喜悦，二来相对比较空闲，政委决意要好好安排布置一番，
让大家乐一乐，放松一下。
12 月 31 日上午，由团支部书记王硕仁负责布置餐厅，
拉起彩带，挂起彩灯、气球灯笼，付炳伟搬来了圣诞树，
何虹拿来了千秋娃娃，政委贴上欢度 2002 元旦大红字，
搬来了盆景，并在圣诞树下放上泥娃娃，餐厅里顿时焕然
一新，节日气氛浓浓。
下午，新区餐厅游活动很活跃，奖品很抢手，一个小
时就结束，大家游兴未艾，觉得太快，时间太短，只好打
扑克。
晚上，伙房里弄了许多菜，做了节日大蛋糕，丰盛味
美，每桌本来酒已经不少，领队魏文良高兴，特意指示为
大家添了白酒，
会餐结束后，在新区餐厅进行卡拉 KO 演唱，在船员
大餐厅船员和队员男男女女一起进行歌唱跳舞异常热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