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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26次南极考察队主办

格罗夫山考察
2009年12月18日至2010年2月10日，中国第26次南极
考察队格罗夫山队的10名队员对地处南极内陆腹地的格罗
夫山地区进行了为期55天的野外考察。
考察队克服暴风频繁、冰裂隙密布等恶劣自然条件影
响，顺利开展了地质、测绘、冰川、环境、陨石回收等多
学科综合考察，取得多项突破。
此次考察中，考察队共收集陨石1618块，总重量约为

时，首次精确测定了梅森峰的高度，确认梅森峰是格罗
夫山地区的最高峰。

17公斤，并在格罗夫山地区梅森峰以及核心区哈丁山等地

此外，考察队还采集了大量岩石、冰雪、空气、土

发现了新的陨石分布区。截至目前，我国的南极陨石拥有

壤等样品，用于研究格罗夫山地区新生代以来冰盖进退

量已达11452块。

的演变过程，探索气候变化及人类活动对南极生态系统

在测绘领域，考察队首次探测出格罗夫山局部地区的

的影响，并对格罗夫山地区的环境现状进行分析评估。

冰下地形，测得格罗夫山地区的最深冰厚超过1200米。同

（黄费新）

中国首次测定南极格罗夫山最高峰
南极内陆格罗夫山地区2000多米高的万古冰原上坐落

家通过分析卫星遥感影像资料等手段，对梅森峰的高程

着64座裸露岛峰，究竟哪座岛峰是格罗夫山地区的最高

进行了初步测定，但误差较大，仅在澳大利亚南极局出

峰，科学界对此一直存在争议。中国第26次南极考察格罗

版的两幅地图上，梅森峰的高程差异即达200多米。
在中国第26次南极考察期间，中国国家测绘局极地

夫山分队日前首次精确测定了梅森峰的大地高程（近似于
海拔高度）。这是目前新测定的格罗夫山地区的最高峰。

测绘科学重点实验室、武汉大学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

在中国此前开展的多次格罗夫山地区考察中，测绘学

的王泽民教授通过实地测量，测定梅森峰的高程为2365

者通过艰苦的工作，对格罗夫山地区冰面地形和众多裸露

米，比此前测得的格罗夫山核心区的哈丁山高出近22

岛峰进行了实地测绘，但受南极地形和恶劣气候等条件影

米。
由于梅森峰四壁陡峭，难于攀登，为确保测量的精

响，对梅森峰的高程一直未予精确测定。尽管其他一些国
梅森峰高程测量（李明摄）

确性，王泽民在梅森峰附近的冰面上选取了3个基准
点，首先测定其精确地理位置，然后在这3个点上架设
精密经纬仪，通过前方交汇和三角高程测量的方法，确
定了梅森峰的准确高程。
王泽民说，梅森峰高程的确定，解决了格罗夫山地
区长期以来在地理学领域存在的一个疑点，对于未来中
国在此地进行地质等科学考察，也将提供有益的基础数
据。

（崔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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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本次南极考察

我国首次揭晓南极

格罗夫山队共采集陨石1618块

格罗夫山局部地区冰下地形

中国第26次南极考察格罗夫山队在本次考察中累计采

广袤的南极大陆被平均厚度达2000多米的冰雪覆

集陨石1618块，至此，我国的南极陨石拥有量已达11452

盖，在冰雪之下，南极大陆究竟呈现出怎样的地貌形

块。

态，一直是科学界探寻的奥秘之一。在中国第26次南极
这是我国第5次开展南极内陆格罗夫山考察。在本次

考察期间，南极内陆格罗夫山考察队日前首次探测出格

考察中，考察队除在此前发现的陨石富集区——阵风悬崖

罗夫山局部地区的冰下地形，初步揭开了这一冰原岛峰

北段和中段采集到1559块陨石、在萨哈罗夫岭采集到４块

地貌形态的神秘面纱。

陨石外，还在格罗夫山地区的最高峰梅森峰脚下首次发现

通过使用专业地质雷达探测仪对格罗夫山东部核心

1块陨石，并在格罗夫山地区的核心区哈丁山附近发现新

区的10平方公里区域进行网格式冰下地形测绘，国家测

的陨石富集区，采集到54块陨石。

绘局极地测绘科学重点实验室研究员、武汉大学教授王

据从事陨石研究的考察队员胡森介绍，从外观上看，

泽民发现这一区域的冰厚最深处超过1200米，部分区域

此次考察采集到的陨石主要为普通球粒陨石，也有少量的

在冰面下为光滑的基岩，部分区域则为碎石与冰的混合

铁陨石和中铁陨石。而要判断每一块陨石的类型，还需要

物。冰下地形探测还表明，由于多年的冰雪累积，这一

留待回国后在实验室进一步分析处理。

地区的冰体在不同深度上密度不同，呈现明显的分层

根据胡森的统计，本次考察采集到的陨石大多是在格

性。

罗夫山冰原岛峰附近的碎石带上发现的，其中最重的一块

王泽民表示，由于此次探测主要借助雪地摩托车为

为698.93克，最轻的一块不足0.1克。尽管考察队在阵风

仪器拖载工具，测绘范围受到限制，但此次局部探测是

悬崖中段的碎石带上发现了大量陨石，但这里的陨石普遍

对格罗夫山地区进行大范围冰下地形测绘的先期尝试，

偏小，重量大多不足0.3克。

对于研究整个格罗夫山地区真实的基岩地貌具有探索性

曾任中国第3次、第4次南极格罗夫山考察队队长的中

意义。

国冶金地质总局副局长琚宜太向新华社记者介绍说，陨石

他说，随着我国极地考察保障能力的提升，今后我

是研究太阳系的重要样品，每块陨石都可能是独一无二

国有望借助飞机携带雷达等手段，测绘出整个格罗夫山

的，随着现代技术的进步，科研人员可以对小陨石进行一

地区的冰下基础地形，这不仅可以为地质学、冰川学等

些无破坏研究，因此，每一块陨石都有其科学研究价值。

相关学科研究提供基础数据，也为在格罗夫山地区寻找

（崔静）

找星星（崔静摄）

冰下湖提供了可能。

辨认陨石（崔静摄）

（崔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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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次格罗夫山队首块陨石发现记
地外坠落到地球的物体均可称为陨石。根据铁镍金属

巡逻了一个上午，依然没有收获，不过我们倒是有机

的含量可以把陨石分为三大类：石陨石、石铁陨石和铁陨

会领教了一下格罗夫山的特产之一——风的威力。在格

石。在发现南极陨石之前，陨石的数量非常少，另外陨石

罗夫山开摩托车，手和脚常常被冻得像冰棍一样硬邦邦

是研究太阳系形成和演化的最珍贵的“化石”，所以陨石

的，根本没办法弯曲，不一会儿，脸部也被冻得没有知

不仅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而且科研意义更为突出。身为

觉，用手摸上去就像冰块一样。由于中午崔静在营地要

陨石研究人员，我见到过的陨石数量和种类都很多，但在

工作，所以师傅带着我回营地发电，顺便吃了顿午饭，

此次格罗夫山考察之前，从未亲身捡到过陨石样品。如

吃到一半听到黄队用对讲机呼叫，说在梅森峰南侧的碎

今，当我参加了第五次格罗夫山考察，并亲手捡到大量的

石带中发现了沉积岩，师傅立刻意识到那里可能有陨

陨石样品，才真正体会到我的导师——中科院地质与地球

石，因为沉积岩肯定是冰川搬运过来的东西，按照陨石

物理研究所的林杨挺研究员亲手捡到第一块陨石时喜极而

的富集机制，冰川就很有可能把陨石也搬运过来，师傅

泣的心情。

和我立刻放下碗直奔梅森峰南侧的碎石带。

我很幸运，在此次格罗夫山考察中，我捡到了第一块

抵达碎石带后，我和师傅开始仔细搜索，从西头到

陨石，当时的情景至今还记忆犹新。记得我们于2009年12

东头，再从东头到西头，来回寻找。然而，三个小时候

月28号到达格罗夫山地区，在格罗夫山最高峰——梅森峰

过去了，我们依然没有任何发现，我心里犯嘀咕，梅森

脚下扎营。第二天，队长黄费新带领我们几个队员去梅森

峰到底会不会有陨石？我的心里开始着急起来，但是看

峰勘察，黄队和陈虹结为一组寻找攀登梅森峰的路线，剩

着师傅依然乐此不疲地埋头搜寻，我又重新建立起了信

下的几名队员则在梅森峰西北侧的碎石带中搜索陨石（图

心。继续走，来回地看，仔细地找。终于，我在梅森峰

1）。由于前几次队从未在梅森峰找到过陨石，所以这次

脚下的成千上万块石头中看到一块半埋在雪中的石头很

大家都对找到陨石没有抱太大希望。作为陨石研究人员，

像陨石。由于戴着墨镜，颜色有点失真，我起初并不敢

我觉得我对陨石搜索的热情是最高的，但是走了几个小时

确定；摘下眼镜、低下头，仔细地辨别，但由于没有捡

依然一无所获，我的心里很着急，抬头看看其他人，此次

到陨石的经验，我依然不敢肯定；趴在地上、瞪大眼

格罗夫山队的老大——首席机械师李金雁师傅依然仔仔细

睛，终于，我看见熔壳了，没错，这肯定是陨石！就在

细地在碎石带中反复寻找，我心中暗想，怎么也不能输给

这时，黄队和其他几名队员正开着雪地车准备返回营

师傅啊，于是静下心来继续寻找。不过一天转下来，大家

地，我对着车拼命地呼喊：找到第一块了！找到第一块

还是一无所获。

了！那一刻，我的心飞到了天上……

（胡森）

回到营地我请示黄队，第二天能否开摩托车到梅森峰
周围的蓝冰上转转，队长表示支持。由于其他队员都有各
自的考察任务在身，第二天师傅带着我开摩托车在蓝冰上
格罗夫山中搜索陨石的碎石带（胡森摄）

发现于梅森峰的第26次南极考察首块陨石（崔静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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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罗夫山基础
地质调查成果丰硕

中国首次在南极内陆格罗夫山
地区部署地震观测台站

南极大陆内部构造性质和构造格局的认识直接影响对

中国第26次南极考察队格罗夫山队日前成功安装一

南极大陆形成和演化以及矿产资源潜力的认识和评价。前

台地震观测台站，这是中国首次在南极内陆格罗夫山地

四次格罗夫山综合考察，已基本上查明了格罗夫山的构造

区部署地震观测台站。

演化历史，从而为普里兹造山带的碰撞造山成因提供了新

据现场安装负责人、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

的依据。但是由于工作时间和冰裂隙分布的影响，仍存在

所的陈虹博士介绍说，中国目前已经在南极内陆沿南极

部分空白区。

中山站至南极昆仑站方向建立了6个地震观测台站，根

第五次格罗夫山考察重点对位于格罗夫山核心区的梅

据新的部署，此次考察将距离中山站300公里处的一台

森峰和威尔逊岭进行了详细的野外构造地质调查。研究发

观测台站转移至格罗夫山地区，以更好地利用这些台站

现，格罗夫山地区的第二期剪切变形是普遍存在的，而且

进行综合科学观测。

具有同构造侵位的钾长花岗岩顺片麻理侵入。而在第二期

由于地震台设备对振动异常灵敏，为保证地震观测

剪切变形之后，还存在一期广泛的中酸性岩浆活动，该期

数据的准确，考察队将这一地震台站安装在距离宿营地

活动代表了什么样的构造环境，还需要对各种岩浆岩样品

500米外的萨哈罗夫岭脚下，与南极中山站的直线距离

进行详细的岩石学、岩石地球化学和年代学等方面的分

约400公里。
专家表示，对南极内陆天然地震进行观测，有助于

析。
本项研究在各基岩露头上共采集样品20件。另外，本
次考察还对哈丁山进行了系统的裂变径迹采样，希望通过
该方法获得格罗夫山地区山脉的隆升历史，并且还在萨哈

探明南极大陆地壳和地幔的深部结构，进而了解南极大
陆的板块构造学和深部地球动力学信息。
安装地震台（崔静摄）

罗夫岭补充了4件裂变径迹样品。为了能最大可能地揭示
南极地质演化特征，本次考察还对各碎石带进行了详细调
查，尽可能地搜集更多的岩石样品，以获得更多有关南极
大陆演化的地质信息。此次考察共采集各类样品93件，主
要为固结-半固结沉积岩漂砾、橄榄岩、土壤、含石榴石
片麻岩、高压麻粒岩、闪长岩、花岗闪长岩、钾长花岗岩
以及各种不同粒度的沙砾样品。

（陈虹）
整理岩石样品（胡森摄）
冰样采集（崔静摄）

（崔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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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森峰下迎新年
2009年的最后一个夜晚，已经进入极昼时期的南极冰

由10名队员组成的格罗夫山队是一支年轻的队伍，

盖上空，太阳依然悬挂在天边，毫不吝啬地投射出夺目的

平均年龄不到33岁，其中8名队员此前从未踏足格罗夫

光辉，将肩披皑皑白雪的冰原岛峰笼罩在一片金黄色的光

山。“格罗夫山队一直是一个和谐的大家庭，欢迎大家

芒中。

加入这个大家庭，也希望大家团结协作，在格罗夫山取

驻扎在南极内陆格罗夫山地区最高峰——梅森峰脚下

得丰硕的科研成果，”面对一张张稚嫩的面庞，已是第

的中国南极内陆格罗夫山考察队营地内欢声笑语，10名队

五次参加中国南极内陆格罗夫山考察的机械师李金雁举

员挤坐在生活舱内的一张折叠餐桌旁，举杯欢庆新年的到

起酒杯，意味深长地说。
刚刚在梅森峰脚下收集到此次考察第一块陨石的胡

来。
在几名年轻考察队员的张罗下，这一天，餐桌上摆放

森博士依然沉浸在兴奋之中，激动地与大家分享着他发

的不再是一成不变的航空餐，而是用电磁炉加热的火锅。

现陨石时的瞬间感受。“我仔细观察了两遍才敢确认这

铲几勺南极的冰雪投入锅中，随着温度升高，冰雪渐渐融

是一块陨石，当时的心情……真是很奇妙。”这是已从

化，升腾起的屡屡热气使这间不足15平方米的小屋暖意融

事多年陨石研究的他第一次亲手捡到陨石。回忆起那个

融。

难忘的时刻，这个“80后”不禁又一次润湿了眼眶。
身为“兼职大厨”的女队员韦利杰特意取出几个局部

做事一向积极果断的副队长魏福海显得有些沉默。

变质的白萝卜、胡萝卜、土豆和一棵白菜，切片放入锅

2008年和2009年的两个元旦，他都跟随内陆冰盖考察队

中。这些多日来难得一见的新鲜蔬菜一下锅，便立刻受到

前往海拔4093米的南极冰盖最高点——冰穹Ａ地区，为

队员们的一致欢

中国南极昆仑站的建立抛洒热血。今年，几名曾与他一

迎。大 家 一 边 享

起并肩战斗的队友依然在通往冰穹Ａ的道路上艰难跋

用 着 这 顿“丰

涉，为早日抵达昆仑站开展综合科学考察而昼夜兼程。

内陆条件艰苦，将就点（崔静摄）

盛”的 晚 宴，一

“让我们共同举杯，预祝昆仑站队的队友们一路平

边互祝新年快

安，早日凯旋。”在小魏的倡议下，大家纷纷举起手中

乐。

的酒杯，向同样奋战在南极内陆冰盖上的另一支中国南
极内陆考察队——昆仑站队，
献上诚挚的祝愿。
2010在队员们的祝福声中
悄然到来。窗外，太阳依然在
地平线上方徘徊，放射出耀眼
的光芒。“走，升国旗去！”
在队长黄费新的带领下，10名
队员鱼贯而出，在白茫茫的南
极冰盖上矗立起鲜艳的五星红
旗、唱响国歌，嘹亮的歌声在
静谧安详的南极大陆上空久久
回响……
格罗夫山升国旗迎新年（崔静摄）

（崔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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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罗夫山考察圆满完成
沉积岩及孢粉样品采集工作

我国运用自主研制冰雷达
系统开展南极内陆冰下地形探测

在格罗夫山地区的一些冰渍带散布一些成岩程度较低

南极冰盖是地球表面最大的大陆冰川，蕴藏着全球

的沉积岩漂砾。前四次格罗夫山考察只对哈丁山西堤碎石

70%的淡水资源，其扩张和退缩影响着全球海平面的变

带的沉积岩漂砾进行了初步研究，并发现少量的孢粉。此

化，是影响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南极冰川作

次经过近两个月的格罗夫山考察，在哈丁山西堤碎石带系

为气候环境记录的良好载体备受科学界推崇，冰盖的内

统采集到沉积岩漂砾，有望提取足量的孢粉化石。此外，

部分层犹如是气候的“年轮”，记录了地球气候变迁的

考察队还首次在梅森峰碎石带及阵风悬崖一号和四号碎石

历史。冰层厚度和内部结构是研究冰盖历史演化和未来

带采集到沉积岩漂砾，圆满完成了沉积岩及孢粉样品采集

变化的关键参数。由于电磁波在冰川冰介质中的传播衰

任务。

减很小，传播速度又非常稳定，因此它是冰川厚度测量

本次考察进行了沉积岩漂砾野外产状和分布特征的详

与冰下地形特征探测最重要的方法之一。目前，基于电

细考察及不同类型沉积岩漂砾标本的系统采集。在梅森峰

磁波理论的雷达穿透成像方法是极地冰川勘探的最为有

采集样品4件，在哈丁山西堤碎石带上采集样品104件，在

效的技术手段。

阵风悬崖采集样品8件。哈丁山西堤碎石带上采集的沉积

国际上，美国、英国等国家利用冰雷达已经在较多

岩漂砾样品根据固结程度分为固结-半固结沉积岩、弱固

的条带上做了大量的数据获取工作。2004/05年度，我国

结沉积物及松散沉积物。根据结构特征可分为混杂堆积砾

内陆冰盖队率先到达南极冰盖最高区域，并系统开展了

岩、含砾砂岩、具层理砂岩及含砾泥岩等。哈丁山西堤碎

雷达冰层探测工作，在中山站至Dome-A断面上取得非常

石带北段没有沉积岩漂砾，中段主要是岩性较粗、固结程

重要的数据。但由于我国还没有自己的冰层雷达探测技

度相对较好的沉积岩漂砾，南段的沉积岩漂砾在类型及数

术，雷达设备是引进国外的。为了改变这一状况，中科

量上都是最丰富的。梅森峰沉积岩漂砾为小颗粒的含砾泥

院电子所开展了探冰雷达的研究工作，并用完成的探冰

岩，阵风悬崖样品大都为半固结的含砾砂岩。

雷达样机在新疆天山冰川进行了实验。之后，又启动了

沉积岩中的孢粉是研究气候冷暖变化及东南极冰盖是

“冰川厚度高分辨率探测雷达技术”研究工作，目前雷

否存在大规模塌缩的关键物证。因此，对采集到的样品，

达系统样机已经完成。中科院电子所本次南极科考的主

一部分将被用于进行孢粉分析，一部分样品用于进行成

要内容就是基于自主研制的冰雷达系统，对格罗夫山的

份、粒度及地球化学等方面的分析。再通过对这些沉积岩

主要区域进行沉积层和冰下地形测量，同时对雷达设备

的宏观沉积特征、岩石矿物的地球化学分析及粒度分析等

进行地面验证。现在已经完成了原始数据的采集任务，

来确定其沉积环境。最后利用沉积岩转石中的孢粉组合与

回国后即可开展数据后处理工作，从而为冰川厚度和内

沉积环境研究，确认冰盖塌缩的时代和规模，从而为东南

部结构研究提供可靠依据和数据支持。（赵博）

极冰盖演化历史的重建提供重要证据。（韦利杰）
沉积岩漂砾样品采集（黄费新摄）

冰雷达测量（黄费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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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底开始的第三次南极内陆格罗夫山考察最重要的

再搬家。”第二天我又找到46块，结果又让琚队推迟了一

任务是陨石回收。刚抵达格罗夫山时，我做了一个梦，梦到

天。第三天我找到了236块，晚上我跟他们说：“那地方陨

果 你 可 以 有 三 个 梦 想，你 会 梦 到 什 么？”他 说 ：
“第一个梦，第一次格罗夫山考察回收了4块陨石，
第 二 次 考 察 回 收 28 块，涨 了 7 倍，这 次 要 回 收 196
块。”我 接 着 问 ：“第 二 个 梦 是 什 么？”他 说 ：
“回收陨石1000块。”我又问：“那第三呢？”他

圆梦

我们能帮助队长琚宜太实现三个梦想。第二天我问他：“如

石多到小的都不愿意捡。”他们说：“别吹牛，那是不可
能的。”我说：“不信明天带你们去，到时谁也可
别说小的就算了吧。”11月14日是我们那次陨石回
收最多的一天，共回收了932块。这个陨石最富集的
地点后来被开玩笑地叫成了“李家坡”。回来后琚
队说明天搬家吧，留着点以后还来呢。

不说话。我说：“胆大点说说看。”他说：“我最

三号营地是琚队和小缪大丰收的地方，那里陨石大

大的梦想就是回收南极陨石10000块，但从现在的情

而集中。风水终于转到小缪头上，一天回收的陨石

况 看 难 度 太 大，可 能 要 经 过 几 代 人 的 努 力 才 能 实

都拿不动，跑回来让我开车拉回。19次队我们共回

现。”

收陨石4448块，验证了首次及第二次格罗夫山考察

也就在那天，找陨石很不顺利，只有琚队找到三块，其

队队长刘小汉研究员格罗夫山是陨石富集区的预言。

他人都没有收获。小缪在约定时间过了一小时还没有回来，

2005年底，第四次格罗夫山考察，琚宜太队长带着回

琚队就有点着急了。他爬上车顶向四处看，嘴里不断的说着

收陨石总数超过10000块的梦想，再次带队进入格罗夫山回

什么，我跟老徐劝他下来让他别着急，但不管我们怎么说他

收陨石，同来的有我所陨石专家林杨廷教授，我们这次共

就是不下来，那天气温零下20多度，还刮着六七级风，他在

回收陨石5354块，累计距10000块的梦想还差166块，琚队

车顶转着圈，拿着对讲机不断的喊着：“小缪、小缪，听到

说，光荣留给下次考察队吧。

请回答…”，并向四处瞭望着。

2009年12月18日，中国第26次南极科学考察的两支内

在首都机场出发时，琚队向前来送行的家属许下承诺：

陆考察队从中山站出发向内陆冰盖驶去，其中一支是黄费

保证毫发无损的把每个队员带回来交到家属手中。这是他的

新队长带领的第五次格罗夫山考察队的10名追梦人。经过

承诺也是他的责任，他当时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10 天 行 进，考 察 队 顺 利 通 过 软 雪 带、风 吹 雪 垄 区、冰 缝

40多分钟后小缪的身影终于出现了，走得很慢而且有点

区，于12月28日到达梅森峰1号营地。队员胡森在梅森峰下

晃，脸色苍白，手上划破了好几处，他颤颤巍巍的给我们讲

碎石带回收到本次队第一块陨石，填补了梅森峰地区没有

述了找陨石不小心掉进冰缝的经过。当他说到用两只胳膊架

回收到陨石的空白。

住冰缝两侧，一只脚找到一个支撑点，腾出一只手臂，用尽

2010年1月1日我们搬到萨哈罗夫岭2号营地，这里离阵

全身的力量把冰镐砸向蓝冰时，大家都为他捏了一把汗。当

风悬崖中段和北段很近，这两个地区是回收陨石最多的地

他说到用学到自救方法爬出冰缝时，大家都为他庆幸。在格

方，我们将在这里进行大规模陨石搜索与回收。

罗夫山地区主要的危险就来自冰缝，冰盖平均厚度2000多

1月8日，晴，风力8-9级，地吹雪很大。队上决定8名队

米，掉进冰缝几乎没有生还的可能。其他国家就曾发生掉进

员到阵风悬崖北段4号碎石带寻找陨石。虽然风很大，但大

冰缝车毁人亡的事故。然而，陨石往往就出现在冰缝区，找

家寻找陨石的热情高涨。一下车，大家就分头寻找，一会

陨石就要跟冰缝打交道。

儿对讲机里就传来声音：“我开张啦，还是一块大的。”

后来在1号碎石带我们找到了几百块陨石，顺利实现了

“我也找到一块，这是我第一次亲手回收到陨石！”4号碎

琚队的第一个梦想。随后每天也就有几块进帐，大家都说可

石带一下沸腾了起来，好消息不断传来，大风、地吹雪、

能这里已经让咱们找遍了，该换地方了。琚队说：“明天再

寒冷挡不住发现、回收陨石的热情，到晚7点收队，8名队

找一天，如果还没有大收获就搬家。”

员共回收陨石292块，其中黄费新队长回收的一块562克重

第二天一天下来也没有什么发现，我在往回走的路上正
想，陨石难道真让我们找光了，这么大的碎石带，不可能再

的陨石成为在南极格罗夫山回收的第10000块陨石，圆了琚
宜太博士的陨石梦。

没有陨石，应该还是有没转到的地方，突然眼前一亮，看到

格罗夫山，遥远而美丽的冰原，它有第一任队长刘小

了一块陨石，心想是不是运气来了，看看还有没有，就蹲在

汉研究员陨石富集区的梦想，也有第二任队长琚宜太博士

那里仔细的向四处看，一块、两块…，在那里我回收了38块

陨石超过10000块的梦想，今后还会有更多的梦想，也会有

陨石。等回到营地把陨石交给琚队，调侃的说：“明天搬家

更多的追梦人再次踏上格罗夫山这片神奇的地方。

吗？”琚队说：“这么多陨石搬什么家，再找一天，找不到

（李金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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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历次内陆考察积累的硬件条件基础上进行的，主要包

PistenBully170型雪地车，三台2KW手动

括：两辆德国产PistenBully300型雪地车，一辆配备

汽油发电机，一个不足20尺标准集装箱的

HIAB3吨折臂吊车，该车型2007年引进，成功应用于

红房子，就这样，四个铁血硬汉开始了南极

昆仑站考察，是历次格罗夫山考察使用过的PB170和

内陆处女地格罗夫山的首次深入，克服了格

PB240的进一代产品，孙子辈产品了，其动力更强劲，

罗夫山特有的狂风天气和生活、设备上的困

电子化程度更为先进，此次验证它完全能胜任格罗夫的

难，用他们的智慧穿越了条条潜伏雪下的冰

蓝冰地形，目前已成为我国、德国、俄罗斯内陆考察队

缝，为后人提供了沿用至今的安全路线，每

的主力车型。两辆四冲程雅马哈雪地摩托车，维护驾驶

当我开车从冰缝区旁边穿过，我的内心都会

简单，主要在格罗夫山区供科考人员行进作业时使用。

深深的向老一辈人鞠躬，他们给了我们安全

八个雪橇，用于承载物资、燃油及科考设备。四只雪橇

的路线。11年间，经过一代又一代格罗夫

舱，其中包括一个发电舱，里面配有两台16KW奥南发

人的努力，格罗夫山考察已成为中国南极考察的点睛之

电机，为全队提供电力保障，一个生活舱，是大家做

笔，在国际外交和权益方面拥有明显的优势地位。此次26

饭、用餐、感情和工作交流的地方，并容纳两名男队员

次队，我国又派出10名科考队员第五次深入格罗夫山，为

居住，两个乘员舱，每个舱内设有八个床位，一个供两

我国极地考察事业做出新的贡献。

名女队员居住，另一个供六名男队员居住，温馨而宽

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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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格罗夫山队由十名队员组成，其一显著特点是有

松。虽然大家的食品主要以航空餐为主，但丰富而有营

两名女队员在其中，这也是我国开展内陆考察以来首次有

养，另配有速冻水饺、汤圆、零食、水果等，还有少量

女队员加入，她们此行巾帼不让须眉，值得任何一名男队

的土豆、洋葱、肉类等生食，这个就靠大家没事漏两手

员尊重。韦利杰博士在队里面排行老四，小的都叫四姐，

了。如今的保障，比起老一辈，我们很幸福。

年长的叫“他四姐”，这人没别的毛病，就是勤快，眼里

和谐的队伍、先进的后勤保障，互助合作的友谊，

全是活，早晚做饭、收垃圾“等等等等”的工作都能看到

加上大家斗风雪，敢吃苦的坚强意志，让每一位队员开

她的身影，崔静乃女中豪杰，别说有多敬业，拿着炮筒到

心而有意义的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也让每一个队员踏上

处跑，口头禅就是为什么，然后把大家的为什么变成文

了自己人生结实的一步。最终，在26次队临时党委的正

字，去歌颂，去传播，每天给大家报新闻，让大家在茫茫

确领导和关心下，在格罗夫山队领导的精心组织下，格

冰原不感到寂寞，崔静还有个称呼，刷锅扫地一把手，可

罗夫队安全顺利的返回中山，踏上雪龙，给26次队，给

以说两名女队员支起了格罗夫山队的半边天。这个队伍的

祖国交上了一张满意的答卷，愿祖国南极科考日益强

第二个特点就是年轻化， 80后的占半数以上，但他们有

大。

一个突出的优点就是“最听话”，指哪打哪，
无论加油、铲雪、收厕所等脏活累活都能看到
他们的身影，互相帮助做科研更不用说，在与
其他专业队联合作战当中，那是绝对不含糊
的，最重要的是在安全问题上，不像年轻人，
表现出遵守纪律，顾全大局的高姿态。这个队
伍中还有一个五朝元老，李金雁，父亲辈的人
了，大家都叫师傅，说他是此次格罗夫山队的
护航使者一点都不过分。有以上各元素在，格
罗夫能不和谐而具有战斗力吗。
此次格罗夫山考察的后勤保障设备是在我

格罗夫山刻名字（崔静摄）

（魏福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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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极格罗夫山核心区哈丁山地区是我

程和近现代大气环境化学过程，据此评估极地生物与人

国独立提出并获得批准的第一个“南极特

类活动在冰雪中的历史记录以及冰雪变化对南极的影

别保护区”。中国第26次南极考察格罗夫

响。
位于格罗夫山中部的哈丁山地区是我国单独设立的

山队日前对这一特别保护区首次履行了环

第一个“南极特别保护区”，面积约120平方公里，这

境管理与保护义务。
在哈丁山南岭，考察队员选取了3个

里保留着完整的南极内陆冰盖进退遗迹和珍贵的风蚀与

点位采集土壤样品，并分别装入无菌样品

冰蚀地貌，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美学价值和荒野价

袋和玻璃瓶中，以便带回国内进行环境评

值。根据南极条约环保议定书的有关规定，“南极特别

估。

保护区”的管理国应定期访问该地区，以便评估该地区
在考察队位于哈丁山的宿营地，来自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考察队员李明利用仪

是否能继续达到其保护目标，并保证各种保护与管理措
施落实到位。

器24小时采集气溶胶样品，测量大气中的

在哈丁山地区进行科学考察期间，考察队除履行环

成分，并采集空气中不同类型的微生物，从而分析气候变

境管理义务外，还自觉遵守有关“南极特别保护区”的

化对南极生态系统演变的影响。

各项规定，在不破坏和损害南极内陆冰盖地貌与地质形

在考察队宿营地附近，李明还在其他考察队员的配合

态的前提下采集样品，并将所有废弃物打包带回中国南

下，挖掘出一个约2米深的雪坑，沿坑壁垂直方向每隔5厘

极中山站处理，以避免对哈丁山地区的自然环境造成破

米采集一份冰雪样品，用于研究南极冰原上的地球化学过

坏。

（崔静）

格罗夫山队剪影
本版图片由格罗夫山队提供
格罗夫山大家庭

两位机械师接线拉电

崔静现场采访

格罗夫山庆祝李明生日

黄费新采集暴露年龄样品

格罗夫山考察行进路线和宿营点位置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