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为人类活动导致温室气体排

放和塑料瓶等各种垃圾越来越多，

现在南极的冰川融化速度有所加

快，会引起海平面上升，导致很多沿

海的城市都被淹没。 有的鲨鱼、海

豹、海鸟之类的生物被塑料袋、塑料

瓶伤害了， 有一只海龟因为小的时

候被塑料瓶套住、 长大后本来应该

长得圆圆的龟壳竟然长成了葫芦

形， 导致这只可怜的海龟每次只能

吃一点点食物。我听了以后感到好难

过，觉得我们人类破坏了海洋生

通过今天的活动，我学习到要爱

护环境、保护野生动物，要珍惜资源、

循环利用物品，做好垃圾分类、减少

有害垃圾，尽量少开空调、减少温室

气体排放，响应“除了脚印，什么都不

留下”的极地环保口号，和大家一起

呵护我们的美丽家园，这真是一个有

意义的生日啊！

一个有意义的生日

（节选）

游子增 铁一小学 三年级

渔夫询问鲨鱼被困的经历。 原来鲨

鱼和它的小伙伴在海洋里玩耍， 你追我

赶的， 玩得不亦乐乎。 突然， 一股强烈

的洋流涌了过来， 同时也卷来了大量的

像塑料袋这样的垃圾。 它的伙伴们有的

被塑料袋套住脖子， 越挣扎勒得越紧，

最后直接窒息而亡了。 有的小伙伴不小

心将那些小一点的垃圾吞进了肚子， 无

法消化， 最后也是痛苦不堪地死去。 然

而， 鲨鱼算是最幸运的， 它获救了。

渔夫深深地感到惭愧， 一切都是人

类惹的祸。 他想着一定要为这些海洋动

物们做点什么，从此以后，渔夫成为一名

环保达人。 让我们一起行动吧，还海洋一

件美丽的衣服， 还海洋动物一个快乐的

家园！

海洋动物的心声

（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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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嘉铭 聚德西路小学四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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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采访环节。 我问的是：“为什

么要破冰呢?” 老师回答：“如果不破冰，

那船就走不了， 船一走不了就没法科考

了。 ”

通过参加今天的活动， 我认识到了

环保的重要性。 以后在我们的生活中，那些

塑料制品尽量循环使用， 不要随意乱丢，

要认真把垃圾分类。 不然，今天我看到的

那些小动物模型，未来可能就会是我们人

类的下场。

希望大家能和我一样， 做好环保，从

我做起。

做好环保，从我做起

（节选）

石浩隆 桥东小学 二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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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记者与科考巨人“同行”

邂逅极地冰雪奇缘

6 月 29 日那天，我很开心，你知

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要去听四位我

的超级偶像的演讲， 他们分别是海

底专业摄影师朱彬； 极地专家汪海

浪；前媒体人黎宇宇，中国资源探险

家，他曾到南北极、阿尔金山等地开

展环保活动； 以及无敌大力士———

何灼强。 这几位大咖可了不起啦！

朱彬哥哥给我们分享了各种海

洋生命与海洋里所建造的家，海洋是

鱼儿的家，也是地球的心脏，对我们

的地球妈妈有巨大的影响力。 汪海

浪、黎宇宇、何灼强这三位友好的大

朋友被国家称为“南极三剑客”，他们

是南北极的“守护神”，我一定要向他

们学习。

见到环保“超级偶像”

（节选）

朱家浚 香江小学 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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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场大门， 我就看到了一些

动物， 不过这些动物跟我们平时看

的不一样， 它们的背上、 脖子， 都

捆绑着各式各样的东西， 颜色五花

八门， 令它们呼吸困难， 行动不

便， 一双双可爱的眼睛本应该是快

乐的， 却不知何时变得悲伤了， 似

乎在乞求我们归还它们一个自由的

空间。 当我慢慢观察后才发现， 落

在它们身上的这些东西是我们平时

经常用过后不要的垃圾。

在这一刻， 我深深地感受到保

护环境是多么重要！ 让每处的环境

都干净， 充满着和谐！

极地科考启示

（节选）

�

叶丰源 北山小学 五年级

汪处长告诉我们南极其实是一块陆

地， 只是被冰雪覆盖了， 陆地总面积有

1400万平方公里， 有98%被冰雪覆盖，覆

盖深度深达2300多米。

汪处长还告诉我们南极其实有四个

名称， 除了南极外其他三个名称一个叫

高极，因为南极最高可达2300多米；一个

叫寒极，因为南极比北极还要冷，最低可

达零下八十九度；还有一个叫风极，南极

的风很大， 日本和澳大利亚考察队都有

人被风和雪吹成了雪球。

汪处长告诉我们目前中国在南极有

84个科考站：昆明站，长城站……令我惊讶的

是南极不仅有科考站还有许多可爱的小

动物。 南极的小动物都只有两条腿，而且

都会游泳。但如此可爱的小动物竟也有可

怜的一面， 当我看到照片时我瞬间惊呆了，

比如说鲨鱼，我相信在大家心里鲨鱼是很

威武、很凶残的，可是图片上那只柠檬鲨

被一个塑料袋缠住了，痛苦不已。

探秘极地

（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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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韫宁 华阳小学四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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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科考”极地专家汪海浪爷爷

给我们分享了他三十多年的南极冰

雪奇缘故事和种种历险传奇。

比如1984年11月20日中国首次

南极科考，由于缺乏资料和经验，在

乘坐没有破冰能力的“向阳红10号”

科考过程中遇到巨大风浪， 考察船

在巨浪中上下颠簸， 波涛凶猛的海

浪迎面扑来， 船头被高高抬起又被

狠狠抛下。 船头扎进海里，而船尾螺

旋桨则在空中转，十分凶险，他们在

海浪中生死拼搏10多个小时后，终

于平安驶过危险带， 船身留下多处

裂缝，多处连接部位严重受损。 让我

们也感受到死里逃生的种种艰辛。

还有一次更为凶险的超级营救，

那是在第31次南极科考，直升机送一

位考察队员去冰盖上观察冰川移动

情况， 飞机刚走队员就掉进冰缝中，

而且所有的工具都掉下去了，值得庆

幸的是队员被冰舌卡住，卫星电话也

还在兜里，用卫星电话联系到领队的

汪海浪副队长， 及时的展开营救，让

队员带着绳索从冰缝中把遇险队员

绑住救了回来，这场惊险营救经历了

44分钟再次写下了中国南极科考史

上惊险的一幕。

极地专家汪海浪爷爷最为自豪

的说：“从启动南极科考至今，中国无

一队员牺牲！ ”

听，那南极科考的传奇

（节选） 徐子祺聚 德西小学 四年

1

班

南极科考却有着不同寻常的重要意

义。 汪处长说， 南极有着丰富的物质资

源，也具有其他大陆所没有的科考资源。

南极科考关乎国家权益与主权，所以，南

极科考势在必行，而且不能落于人后。

讲座结束后， 就是令人激动的提问

环节啦。 大家积极提问，提的问题五花八

门，例如“北极熊的毛为什么是白色的？ ”

“南极有没有飞鸟？ ”等等。汪处长也很有

耐心地回答了大家的问题。

南极科考势在必行

（节选）

敖梓珊 聚德西路小学 四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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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科学家一起来到北极

遇见了雪白的北极熊

抚摸着温顺的小虎鲸

听见科考船的破冰声

原来大自然的色彩 如极光一样绚烂

可是 我也看到

成堆的垃圾浮在海上

被塑料袋缠住的海龟

魔鬼鱼那无辜的眼泪

原来大自然的哭泣 像孤儿一样悲

我喜欢冰雪的白

我喜欢大海的蓝

我喜欢水草的绿

我不想听见海洋的哭泣

我不想看见融化的雪宝

我们该如何守

护这一片极地

的冰蓝？

极地之旅

吴沐欣 中大附小 四年

1

班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温倩茵 通讯

员 王曼）

极地科学考察是世界上数

十个包括经济发达国家和主要发展

中国家参与的考察活动，她关系着全

球变化和人类的未来，也是一个国家

综合国力、高科技水平在国际舞台上

的展现和角逐，在政治、科学、经济、外

交、 军事等方面都有其深远和重大的

意义，因此，倍受各国的高度重视、全

球科学家的向往。

6月29日， 信息时报小记者团一

行化身“科考迷”，参加“极地科考·安

利相随”环保公益大讲堂，聆听极地

专家汪海浪讲述南北极的见闻和经

历，让小记者们在炎炎夏日中也感受

到南北极的冰天雪地。

活动重头戏，是曾任中国极地研

究中心破冰船建造工程部副总指挥

的汪海浪讲极地科考故事。已经退休

的汪海浪， 又响

应国家召唤，参

与了我国首艘自主建造

的极地科考破冰船“雪龙2”号的设计

与建造。 汪海浪在透露，今年7月“雪

龙2”号即将完工交付，破冰启航，奔

赴极地， 承续起极地求索的使命担

当。 得知这一消息，小记者们都特别

兴奋，他们的爱国热情被点燃，为我

国科考团队与造船专家自豪、点赞！

专业摄影师朱彬以及曾以“南极

环保三剑客”之名赴南极开展环保活

动的黎宇宇、何灼强也进行了分享。

极地充满危险，

暴风雪、雪崩频繁出现，

极寒天气亦不少见！

极地充满艰难，

汪伯伯开着破冰船，

直奔冰山。

啊！ 好惨！

船头撞进冰川，

继续乘风破浪，

义无反顾向前！

极地充满神秘，

那五彩缤纷的极光，

是大自然的神来之笔。

比那织不完的锦缎还要绵延，

比那高空的彩虹还要绚烂，

比那天边的霞光还要耀眼！

走遍极地冰川，

只留脚印一串。

渴望我们的地球，

像极地一般，

没有污染。

极地

司徒宇森 中大学附小 四年

7

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