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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首次南极考察开展25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对我
国极地事业取得的丰硕成果表示热烈祝贺，向从事极地
事业的科学工作者和干部职工致以诚挚敬意！极地考察
是探索地球科学、认识自然奥秘的重要工作，关系我国
发展的长远利益，对研究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也有现实
意 义。希 望 广 大 极 地 工 作 者 继 续 发 扬 爱 国、求 实、创
新、拼搏的“南极精神”，进一步发展极地事业，不断
加强极地考察能力建设，扎实开展极地战略和科学研
究，积极参与国际极地事务合作，谱写我国极地和海洋
考察事业的新篇章，为造福人类社会、促进世界可持续
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在人类科学探索极地事业中，我们还只能说是刚刚

值此“纪念中国极地考察25周年座谈会”召开之

起步，未来的道路还很长，任重道远。希望在国家海洋

际，我向为中国的极地事业做出贡献的所有科技工作

局的精心组织和各有关部门的支持配合下，广大科考工

者和管理工作者致以热烈祝贺和崇高敬意！

作者们继续发扬“爱国、求实、创新、拼搏”的极地精

从1984年开始，我在原国家科委和国务院工作期
间，一直分工联系海洋工作，对探测极地事业有热烈

神，不断有新的发现、新的发明，创立新的理论，为人
类科学事业的进步及和平利用极地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的爱恋。全国科学界都关注和企盼着我国极地事业的
发展，25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关怀和全
国各界的大力支持下，一批批极地科考工作者们前赴
后继，不畏艰难险阻，勇于开拓进取，取得了重要的
科考成果，使我国的极地工作从无到有，从弱到强，
逐步发展壮大，已成为我国蓬勃发展的科技事业中的
一个鼓舞人心的亮点。
南北两极地理位置显要，是资源宝库，那里蕴藏
着丰富的物质资源，有地球上别处无法得到的科学资

回顾25年来我国南北极考察历史，我国极地考察事
业从无到有，由小到大，逐步跻身世界前列，在南北极
考察站建设和科学考察取得显著成绩，为人类和平利用
极地发挥了重要作用。

源。发现和搜集极地科学数据，对深刻了解和研究全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极地考察工作的指导思想

球气候与环境变化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积极探索两

是：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紧密围绕国家未来的发

极的科学奥秘，对开阔科学视野，壮大科技力量，提

展需求和极地考察的国家目标，本着为我国政治、经

升综合国力也有重要影响，还能为全人类的生存与发

济、科技、外交服务的原则，进一步拓展极地考察领

展做出新的贡献。

域，开展极地领域更加广泛的国际合作(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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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与交流，增强我国在参与国际极地事务
中的影响力，不断提升极地科学研究水平，建立高水
平的业务化极地研究与后勤支撑保障平台，努力维护
我国在极地领域的权益，为建设海洋强国做出应有的
贡献。本着这一指导思想和基本思路，我们要加速推
进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深入开展极地战略、规划研究
（二）不断拓展极地科学考察研究领域
（三）继续加强极地考察能力建设
（四）广泛参与国际极地事务

26次队召开中山站卸货工作动员大会
中山站现场卸货作业是第26次南极考察重要任务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肩

之一，考察队临时党委在总结长城站工作经验的基础

负的责任和使命，将来的国人将会记住我们为后代开

上，根据国家海洋局批准的“第26次南极考察总体任

创的极地考察事业；将来的世人也会记住中国人为人

务”和“第26次南极考察2009/2010现场实施计划”，

类和平利用南北极所做出的贡献！让我们共同携起手

制 订 了《第 26 次 南 极 考 察 中 山 站 现 场 卸 货 实 施 方

来，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案》。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

2009年12月5日下午，考察队召开中山站第一次现

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科学发

场卸货工作动员大会。会议由副领队李院生主持，领

展，再创辉煌，努力开创我国极地考察事业更加光辉

队助理糜文明作了关于中山站现场卸货的工作部署，

灿烂的明天。

明确卸货工作的组织机构和各岗位分工，特别强调安
全规定、要求及注意事项，希望每位考察队员要按照

考察队安全顺利完成第一阶段工作
11月25日15时（北京时间11月26日2时），中国第
26次南极考察队召开全体队员大会，对第一阶段工作
进行总结，表彰先进，对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

中山站现场卸货工作部署的要求，确保人员和物资的
安全。
领队袁绍宏指出，即将开展的中山站卸货任务关
系到考察队能否按计划顺利开展昆仑站和格罗夫山内

自10月11日考察队从上海出发至11月25日，“雪

陆考察、中山站的十五能力建设和夏季的科学考察工

龙”船共安全航行12300海里，沿途停靠新西兰克莱

作。为确保安全，万无一失完成卸货工作，领队代表

斯特切奇港口和阿根廷乌斯怀亚港口进行物资和油料

临时党委对全体考察队员提出五点要求：一、加强思

补给，两次往返长城站，分别进行物资卸运和接新队

想想政治工作，坚定安全完成任务的信念和决心；

员上船，3次顺利穿越西风带，顺利进行大洋考察和

二、注重安全工作是完成任务的根本前提；三、发扬

站区度夏科考目，积极开展国际交流、新闻宣传和文

团结协作精神，密切配合、相互支持；四、加强组织

体活动，有效开展了气象和后勤服务保障。会议表彰

纪律，严格执行各项规章制度；五、严格执行南极考

了第25次长城站越冬队、“雪龙”船和能力建设队3

察规定，保护南极环境。希望大家保持清醒头脑，面

个先进集体以及李院生等26名先进个人。

对预见的和不可预见的各种困难，做好最充分的思想

对如何完成下一阶段的任务，领队袁绍宏提出了
6点要求：一要更加注重提高安全思想意识，杜绝麻

和工作准备，确保任务安全圆满成功。以必胜的信念
和足够的耐心，坚决打赢这一场硬仗，为后续考察计

痹大意的思想；二要更加注重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

划的实施赢得宝贵的时间，奠定坚实的基础，以优异

核心作用和党员干部、各级领导的模范(下转第三版)

的成绩向党、祖国和人民汇报！ 吴荣荣（综合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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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二版)带头作用；三要更加注重提高纪律性，

26次队昆仑站队人员介绍

保持高度的责任心和光荣的使命感；四要更加注重科
学决策，求真务实，脚踏实地；五要更加注重团队的
和谐建设，团结协作，相互支持；六要更加注重执行
南极考察规定，保护南极环境，安全、圆满、顺利完

李院生

崔鹏惠

安春雷

史贵涛

赵建东

李福生

荀水彪

邹正定

王骐

陈耀文

李奎

房轻舟

周景武

宋九建

徐亚军

胡中文

商朝辉

侯书贵

黄楚红

副领队
队长

支部书记

韩惠军

成第二十六次南极考察各项任务。
张丹（综合队）

考察队召开大洋科学考察作业协调会
大洋科学考察是第中国第26次南极考察任务的重
要组成部分，12月1日，队领导召集大洋队全体队员
就下阶段大洋科考作业展开研讨，大洋队队长张永山
汇报了雪龙船撤离中山站后的大洋调查任务情况，领
队袁绍宏结合考察队整体工作开展实际对大洋调查工
作进行部署。
会议结合考察队中山站卸货工作、雪龙船航线以
及飞行作业等实际情况，对下阶段大洋调查作业时间
和站点进行初步明确。领队袁绍宏指出，本航次中山
站保障任务重，由于受支撑平台的限制，大洋调查作

26次队格罗夫山队人员介绍

业存在较多不确定因素，安全圆满完成科学考察是根
本目标，希望大洋队在李院生副领队和张永山队长的
带领下，尽早在中山站第一阶段卸货期间开展相关工
作。同时要求大洋队开展任务期间充分注重安全工
作；及时与雪龙船进行协调；科学布局、合理利用所
有资源，尽可能多地完成样品采集工作，按照规范要
求进行操作，确保各项数据的有效性。
张丹（综合队）

王泽民

黄费新
队长

魏福海
副队长

李金雁

韦利杰

支部书记

崔静

陈虹

赵博

胡森

李明

世界博览会
简称世博会，是国际性的博览会,世界博览会（Universal
Expo，Expo 是 Exposition 的 缩 写; 也 称 World Fair 或
World's Fair）是一项由主办国政府组织或政府委托有关
部门举办，有多个国家或国际组织参加，以展现人类在
社会、经济、文化和科技领域取得成就的国际性大型展
示会。它是一个富有特色的讲坛，它鼓励人类发挥创造
性和主动参与性，它更鼓励人类把科学性和情感结合起
来，将种种有助于人类发展的新概念、新观念、新技术
展现在世人面前。因此，世博会被誉为世界经济、科
技、文化的“奥林匹克”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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乒乓球赛
《雪龙船的影子》是蒋兴伟主任为26次队和雪龙船倾

中国第26次南极考察队乒乓球赛于2009年12月4

情创作的歌词。特与各位队友分享和留念：

日顺利落下帷幕。女子单打和男子单打的桂冠分别被

星星还是那颗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

孟上和房轻舟摘得。本次报名参赛的选手多达44名，

冰山还是那座冰山，海也还是那片哦海。

其中男选手37名，7名女队员全部参赛。全部比赛都

领队是领队，船长是船长；

在友好轻松的氛围中进行，丰富了26次队的业余生

舵是舵，舱是舱；

活，增进了大家的友谊和感情。

考察队员，摩拳擦掌；

孙恒（大洋队）

准备在中山站，大干一场。
哦.........,哦.........。
只有那雪龙船影子咋那么长，
只有那雪龙船影子还那么长。
还有那暴风雪，嗖嗖、嗖嗖，咋就这么狂，这么狂。

星星还是那颗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
冰山还是那座冰山，海也还是那片哦海。
二十六次队，个个是好汉；

雪龙船从长城站撤离后直奔中山站，航渡期间26

饭是铁，人是钢；

次南极考察队隆重举行了第26次南极考察卡拉OK大奖

穿越西风带，货物运输忙；

赛。各个专业队共计21名选手的19首歌曲参赛。比赛

要为南极事业，贡献力量。

紧张而轻松，穿插了中山站、雪龙船等各队精英的出

哦.........,哦.........。

色表演。26次队卧虎藏龙，每名选手都充分地展现舞

只有那雪龙船影子咋那么长，

台魅力，或深情或磅礴，或厚重或高音，经过2个多小

只有那雪龙船影子还那么长。

时角逐，蒋兴伟主任凭借一首原创的荡气回肠的《雪

还有那破冰声，吱呀、吱呀，咋就这么响，这么响。

娱乐快讯

卡 拉 OK 大 奖

五十K团体赛

11月26日， 5，10，K团体赛燃起战火，共有八
支队伍参加比赛（包括女子队），经过循环赛，淘汰
赛的激烈角逐，最终“雪龙船”摘得冠军，能力建设
队获得亚军。
吴荣荣（综合队）

龙船的影子》夺得冠军，吴荣荣和张丹合作的经典粤
语歌曲《铁血丹心》获得第二，韩惠军呈献一曲深情
款款的《朋友》名列第三。
张丹（综合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