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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路码头出发，计划 2002 年 12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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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6 日离开中山站，2 月 26 日抵达澳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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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 19 次南极考察队主办

2002 年 11 月 20 日“雪龙”船从上海
12 日停靠新西兰利特尔顿港补给物质；2002
年 12 月 25 日到达长城站；1 月 4 日离开长城
站前往中山站， 1 月 17 日到达中山站；预计
亚补充燃料；2003 年 3 月 14 日返回上海。

中国第十九次南极考察队出征
本报讯 11 月 20 日 9 时，随着欢快的鼓乐声，21 名中国第十

指出，十九次队的筹备工作得到了各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

九次南极考察队队员及船员代表步下雪龙船舷梯，手捧鲜花接受

目前各项工作全面就绪。他同时对十九次队提出了四点要求：

人们的祝福。启航仪式开始后，国家海洋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

一、全队要认真学习领会十六大精神，以十六大精神指导我

连增，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主任曲探宙，中国极地研究所
所长潘增弟，国家海洋局东海分局局长张有份及中国地震局局长
宋瑞祥等有关队员所属单位领导与队员们一一握手告别。
9：30 分，随着陈副局长一声“启航”的令下，“雪龙”船缓
缓驶离上海民生路码头，向南极进发。
又讯 19 日下午，中国第十九次南极考察队总体工作汇报会
后，曲探宙主任主持召开了全体队员大会。会上宣布了十九次队

们的工作;二、希望考察队临时党委能发挥坚强的战斗堡垒作
用；三希望考察队队员讲团结、讲奉献、讲大局，共同维护
南极考察队的光荣形象；四、要注重安全，提倡安全从我做
起，使祖国亲人放心。陈连增副局长表示，相信第十九次南
极考察队在临时党委的领导下，必将团结一致，胜利完成任
务。在全体人员大会上，领队魏文良代表全体队员表示一定
会在风雪南极全面贯彻十六大精神，讲团结，讲奉献，讲大
局，以优异的成绩向祖国人民汇报。

领队、临时党委的任命。随后陈连增副局长发表了重要讲话，他

19 日晚，国家海洋局举行盛大的晚宴为考察队员壮行。

发刊词
汽笛声声，满载着中国第 19 次南极考察队队员的
“雪龙”船踏上了新的征程。
每一次的远征，都有浪，有雨，有风雪，那是所

第十九次南极考察队临时党委成立

有队员无法回避的严峻考验；每一次的远征，都有泪，
有痛，有欢笑，那是所有队员风雨同舟结下的深情厚
谊；每一次的远征，都有花，有果，有收获，那是所

本报讯 11 月 19 日，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主任曲探宙宣读了国
家海洋局党组文件，中国第 19 次南极考察队临时党委成立。临时党委由魏

有队员辛勤工作换来的累累硕果。
新的航程，有新的故事，有新的篇章。我们希望

文良、袁绍宏、裴福余、魏明、汤妙昌（返航时汤妙昌留站，增补陈永祥）、

大家提起笔来，在《雪龙之声》上，写下雨声，写下

矫玉田、陈丹红 7 名同志组成，魏文良任临时党委书记、陈丹红任临时党

涛声，写下歌声，写下心声，用真诚爱心呵护她的成

委办公室主任。

长，用聪明才智谱写她的篇章，让她成为大家永远的

考察队实行党委领导下的领队负责制。考察期间临时党委将认真学习
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切实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发扬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
南极精神，加强队、船配合，确保安全，圆满完成中国第 19 次南极考察任
务，为祖国争光。

朋友，成为心灵深处永不磨灭的美好回忆。
中国第 19 次南极考察队领队
临时党委书记 魏文良
2002 年 11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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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次南极考察队召开动员大会

本报讯 11 月 20 日，“雪龙”船抛锚长江口锚地进行全体动员、
救生演习和休整。在全体动员大会上，领队魏文良指出，本次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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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队组织领导机构

的指导思想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在冰雪南极实践“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与时俱进,全面完成十九次南极考察任务，为中

及人员组成

国南极事业再添新的光彩。
十九次队计划进行 23 项科考任务，其中埃默尔冰架与海洋相
互作用研究，不仅是我国南极科学考察新开辟的研究领域，也是国
际最前沿的科学研究课题，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突出的显示度。
本次队还承担着繁重的后勤保障任务，包括首次对两站站区进行规
划设计，拆除长城站旧发电栋建筑，中山站宿舍楼内装修、发电机
组地基保养等。
魏文良领队指出，十九次队任务的完成需要以下几点保证：一、
健全的组织。十九次队临时党委，四个党支部都已成立，党员同志
应是完成任务的模范，是贯彻十六大精神的模范，是带领大家前进
的模范；二、要讲主旋律，要高举“爱国、拼搏、求实、创新”的
南极精神大旗，讲团结、讲大局、讲奉献。团结才有希望，凝聚才
有力量；三、重视安全。安全问题是永恒的主题，是搞好各项工作
的生命线，要常抓不懈，杜绝事故发生，确保各项工作圆满完成；
四、科学决策。希望负责具体任务的同志要集思广益，科学决策；
五、加强协调，团结协作。大家要互相配合，齐心协力按计划全面
完成任务；六、各级干部要关心群众生活。

风急浪高 老天给个下马威
迂回前行 雪龙船扬帆奋进

中国第 19 次南极考察队领队由国家海洋局极
地考察办公室党委书记魏文良担任，领队助理李院
生 。长城站站长魏明，副站长薜振和，环境官员
谢鹏。中山站站长汤妙昌，副站长陈永祥、许淙，
环境官员梁源清。南大洋考察队队长矫玉田，副队
长卢勇。格罗夫山考察队队长琚宜太。冰架队队长
李院生。雪龙船船长袁绍宏，政委裴福余。
经国家海洋局党组批准，考察队成立临时党
委，党委书记魏文良、党办主任陈丹红。考察队中
党团员为 60 余人，占总人数的一半以上。本次考
察队还呈现以下三个特点：1.博士、硕士多，考察
队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为 71 人，其中研究生及
以上学历的 32 人，大学本科 24 人，大专 15 人（三
者占总人数的 68.9%）；2.新队员多，有近三分之二
的队员第一次赴南极；3.女队员多，共有 9 名女队
员。本次考察队平均年龄为 38 岁，年纪最大的是
中国极地研究所的汤妙昌，57 岁；最小的是中国
科学院地质所的蒋荣宝，仅 21 岁。

根据行前计划，20 日雪龙船启航后将于当天下午停泊长江口外锚地，21 日进
行一天的行前动员、消防训练、救生演习和休整，22 日从长江口锚地出发。
11 月 20 号下午 6 时左右，记者刚刚吃过晚饭，正准备回房休息，便在走廊里
巧遇袁绍宏船长和气象组的蔡琳、耿淑琴、孟上大姐来向魏文良领队汇报气象情况，
商量调整航线。原来气象组观测到在北纬 10 度、东经 141 度附近洋面有一热带风
暴正在形成，原定的航行路线与这一范围达 300 公里的热带风暴正好迎头相遇。此
时正有冷空气南下，裴福余政委特意提醒大家，现在是前有热带风暴，后有冷空气，
大家要做好吃苦的思想准备。袁船长与魏领队商量后当机立断，决定提前起锚，调
整航线，由原来的向东南方向航行，改为向南南东方向进发，以躲过热带风暴的正
面袭击。
当天晚上 7：30 分魏书记即召集全体考察人员作了行前动员。第二天上午 10：
30 分，全船在政委裴福余、见习船长沈权等人的带领下抓紧进行完安全、消防训

大洋队走航观测开始启动

练和演习后，便起锚向南开进。一次次南下的冷空气，使“雪龙”船经过海区风力
高达到 7 至 8 级，浪高超过 3 米，船像喝醉了酒摇摇晃晃的，出发不久便有多名队

经过几天的紧张准备，大洋队在雪龙船启

员晕船、呕吐，躺倒了。魏领队和裴政委急忙到各个房间巡视，了解队员情况，帮

航后加班加点地完成了从仪器设备的安装到调

助大家用生姜贴内关和肚脐止晕，给了考察队员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勇气。晚上聚餐

试等作业前的准备工作。船起锚后即开始进行上

时，除了个别实在不能下床的队员外，大家仍赶到餐厅参加聚餐。队员们互相鼓励

海到克赖斯特彻奇航段走航观测表层温度、盐

说：晕船不要紧，一定要多吃东西，很快便会适应的。这一天正赶上一名队员过
生日，大家还举起酒杯，同唱生日歌，为他庆祝生日。
据气象组介绍，本次热带风暴是名为“海神”的 25 号热带风暴。这一热带风
暴可能在东经 135 度左右转向，转向后对“雪龙”船的影响将减小，加上“雪龙”
船经过三至四天的海上航行，到达低纬度后，冷空气的影响减弱，“雪龙”船下一
阶段的航行将十分顺利平稳。

度、化学要素、浮游生物、大气气容胶以及太平
洋-印度洋暖池观测。同时，将在北纬 10°航线上
释放 Argo 浮标一个；在西太平洋北纬 15°到南纬
15°进行抛弃式 0-700 米温度测量。
（大洋队

李明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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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九飞抵“雪龙”船
完成了货物运输任务。直九型飞机

16 日上午 8：40 分，栾机长一行从

也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下经受住了

舟山起飞，仅用一小时十分钟便飞抵上

考验，开我国国产飞机在南极上空

海虹桥机场。到达机场后他们马不停蹄

飞行的先河。

的赶到停泊在上海民生港的“雪龙”船

今年我国的埃默尔冰架考察、

现场查看船上停机坪情况，进行卫星定
位。下午 3 点多又及时赶回机场，经机

11 月 16 日,风和日丽，这一天是十

格罗夫山陨石考察等科考活动将向内陆和

九次南极科学考察队队员集结的重要日

纵深延伸，运送科考队员及所需设备的任务

场及有关方面确定航线后，于 4：16 分

子。下午 4 点 36 分，将在这次科考活动

将远比去年运送货物艰巨、复杂。为保证本

从虹桥机场起飞，直奔“雪龙”船。在

中担负重要运输任务的中国飞龙专业航

次飞行任务的顺利完成，飞龙公司对飞机进

船上龙门架无法放下，停机坪可用面积

空公司直九型直升飞机在机长栾元滨、李

行了全面检修，针对其中一台发动机仅余不

不到旋翼两倍(未达到最低停机要求)的

嘉的驾驶下稳稳地落在雪龙号科考船的

到 60 小时寿命的情况，不惜重金从哈尔滨

困难情况下，在专程从哈尔滨赶来送行

停机坪上。

运送发动机及技师赶到浙江舟山为正在那

的公司副总经理张凤阁的亲自指挥下，

据了解，这是我国第二次将直升飞机

儿执行任务的直九飞机更换了发动机，将飞

栾机长沉着冷静，凭着丰富的经验、过

纳入南极科考编队，它标志着我国南极科

机调试到最佳飞行状态。公司同时还选派了

考能力和活动范围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两位具有丰富经验的优秀机长和两名地勤

直九是我国哈飞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人员担任本次飞行任务。50 多岁的栾元滨机

九十年代生产的新型直升机,该机最大起

长已飞行了近 4000 小时，去年便执行过南

飞重量为 4 吨，可乘坐 12 人，航速可达

极科考飞行任务；别看李嘉机长年纪虽然不

200 多公里，最大续航能力为 860 公里。

大，可他在飞行上颇具灵性和悟性，是飞行

去年我国首次采用该机担负南极科考货

上的多面手，目前担任着米八、直九、小松

深情寄语考察队员
北京丁香小学学生

物运输任务，在南极飞行了近 50 小时，

硬的技术成功地将飞机停在了“雪龙”
船上。
十九次南极科考队领队魏文良、党
办主任陈丹红及先期到达的科考队员观
看了整个停机过程并对他们的到来表示
热烈地欢迎。
（依 玲）

鼠三种机型的机长。

本报讯 11 月 14 日，应北京东城区丁香小学校领
导之邀，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曲探宙主任一行
三人参加了该校的南极主题活动日。
丁香小学是北京的一所知名小学，有近千名学生。

致南极考察队员的一封信

教育学生崇尚科学，热爱自然，勇于探索，一直是这
个学校的优良传统。

亲爱的叔叔、阿姨：

在这个主题活动日上，每个班级选派一名代表对
考察队员说出一句心里的话，并在队旗上写上祝福的
话语。孩子们有的说：“哈罗，南极小企鹅。”有的说：
“长大了我也要去南极。”有的说：“祝中国第十九次
南极考察队早日凯旋。”还有的说：“愿南极成为净化
人类心灵的港湾” “为了五星红旗在南极飘扬，为了

美好的未来，我们永远支持你们，我们要一起努力。”.……话语虽然童
真，笔调虽然稚嫩，但却凝聚着同学们对中国南极考察事业的深情关
注，体现出他们崇尚科学，热爱自然的情怀。正如曲探宙主任所说：“我

您们好！您们的航船起动了，我们的心似乎也跟着你们一起走了，
我们是多么渴望能随你们一起去南极呀，那可爱的小企鹅好像已经在
和我们招手呢！
在四年级时，我们的校旗曾经被光荣地插上北极，迎着那刺骨
凛冽的寒风飘扬在空中。而现在，我们的校旗将被你们带到南极，我
们全校的同学听到南极考察队的叔叔阿姨来到我们丁香小学时激动极
了，似乎有千言万语要说，表达我们的敬佩，欢迎之情。每个班都为
您们留下了几句有意义的、表达内心感情的话，写在了那将被带到南
极的一条横幅上。我们兴奋极了,盼望着、期待着您们能早日平安到达
南极，脑子里充满了憧憬那美丽的旗子插在那冰雪覆盖、可爱的小企
鹅欢蹦乱跳的南极的景象。当然，我们心中想念最多的还是您们那历
经困难，在南极考察站工作的身影。

们从中聆听到了孩子们立足祖国，胸怀世界，热爱科学，向往未来的

我想您们一定是坚强的。您们也许会在航程中遇到种种艰辛，

声音，他同时承诺将把丁香小学和同学们的祝福带给考察队员，将把

但我相信在您们心中一定会始终存着一个信念，那就是一定要克服困

丁香小学的校旗带到南极，让它在冰雪大陆上飞扬。
18 日，丁香小学的学生代表又在校领导的带领下来到极地办将 20
封学生们写的信亲手交给曲主任，他们热忱地希望能够和队员们通信，
更直接地与队员们交流。目前这些信正随着雪龙船远渡南极，我们相
信收到信的考察队员能够用你们的大手牵住孩子们的小手，把他们带
入科学的殿堂。

（陈丹红）

难，到达南极，也带去我们丁香小学小学生的一份祝福和希望。我相
信，您们在开动船准备起航时，心中一定也是激动万分的，因为你们
一定有一个愿望，那就是一定要考察到许多非常有价值的信息和资料，
为祖国争光。我们也在内心深处为你们骄傲，也深深地佩服你们。
我们希望你们能通过这次考察满载而归！请您们替我向小企鹅
问好！祝您们
身体健康一帆风顺！
丁香小学六（4）班

靳 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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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龙之声

尼玛，这是一个藏族小伙的名字，意
即“太阳”，他是我们考察队里最年轻的一
个队员，今年才 21 岁。
那天，在餐厅里碰到他，他用筷子夹

尼

2002 年 11 月 23 日

玛

着一块鱼，环顾四周，“谁吃鱼？”“谁吃

星期六

我的汉族同学，她叫李丽，现在石家庄
继续深造。她原来同意我去南极，可真
要走了，她又不愿意了。她专门请假，
从石家庄赶到北京火车站为我送行。出
门前，我和她约定，谁也不许哭！可火

鱼？”我很奇怪，这人怎么不吃鱼。一问，

前，我回了一趟老家，在川西甘孜藏族自治

车汽笛一响，谁也憋不住，都哭成泪人

他是藏族，这是风俗。我和他开玩笑：
“我

州。我家有 4 个孩子，全是男的，我最小。

了。”

叫强巴，祖上是在青海湖畔打鱼的，有藏

父亲 52 岁，母亲 51 岁，他们没多大文化，

“雪龙号启航后，我借队员的手机

族血统。”他听了大叫：“我遇见老乡了。”

不知道“南极”，我对他们说：“我去一个特

给她发了一个短信：‘码头上送行的人

尼玛是个小科学家，他的汉名叫蒋荣

别远的地方，我不会给你们丢脸。”父亲用

特别多，为什么我连一个亲人都没有？

宝（藏名队员都不知道），在中科院地质与

那颤颤巍巍的手，在“生死文书”上签了字。

我很孤独。’”我见他这么难受，忙拿出

地球物理所工作，这次去南极，将在中山

我本来想带一套藏袍，怕行李多，装不下。

电话，让他拨一个电话给女友，拨了半

站越冬，担任“地磁观察”工作。我问他

妈妈特意为我准备了两瓶酥油，我想到南极

天，可惜拨不通。

怕不怕，他说：“想想时间真够长的，要在

后慢慢享用。

尼玛突然把眼光盯在了一束鲜花

南极熬 498 天。”天哪！我们才 133 天，他

我挺喜欢尼玛，把他当作小弟弟，请他

上，这是报社同事送我的，里面有许多

是我们的近 4 倍，对一个还是孩子的他来

来我的房间坐坐。他特别懂事，特意带了 9

百合花。尼玛动情地说：“我最喜欢百合

说，真不容易。

棵虫草送给我，说是在家乡亲手采的。我煮

花，因为李丽的英文读音就是‘百合’。”

了一杯牛奶给他喝，他泪花闪闪说：“喝到

我赶紧把这纯洁的百合花送给他，祝愿

牛奶，就像回到了家一样。”

他有一个幸福的爱情。

“你怎么想到去南极的？”尼玛回忆
道：我原来在北京防灾技术高等专科学校

我问他：“你现在最想谁？”尼玛老老

尼玛哭了，他紧紧地拥抱着百合

极地办和中科院招聘人员去南极，很多同

实实地回答：
“想女友！”此刻，尼玛暂时忘

花，就像拥抱着心爱的女友，摇摇晃晃

学都报了名，结果我被光荣批准了。出发

记了晕旋，沉浸在一片幸福之中：“女友是

地回房间去了。

剪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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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专业是应用地球物理。国家海洋局

（强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