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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韩松

格林尼治时间 6月 20 日中午，夏至前一天
(北半球日照最长，北冰洋处于极昼)，高亢的笛
声在俄罗斯“胜利五十年”号上响起，这时，这艘
世界上威力最大的核动力破冰船停了下来，GPS
显示，它所处的位置正是北纬 90 度。全船约 260
名船员、科考者和游客发出欢呼，并在前甲板喝
伏特加跳舞庆祝。这是 2017 年第一艘到达北极
点的航船，也是人类水面船舶第 128 次抵达“世
界之巅”。开历史先河者也是俄罗斯(前苏联)的
一艘核动力破冰船“北极”号，时间是 1977 年 8
月 17 日，今年恰好 40周年。在全球气候变暖的
背景下，围绕北冰洋海冰融化带来的种种变数，
成为世界舆论的焦点话题。

核动力破冰船：当今大国利器

“胜利五十年”号是“北极”号同级船，今年是
它 10周岁生日。它有 75000 匹马力，满载排水量
25000 吨。山岳一样的船身上涂有俄罗斯国家原
子能集团公司(POCATOM)的标志。游客上船要
经由俄北方港口摩尔曼斯克的核工业基地，经过
如国际机场一般的严格安检。此船最早用于科考
和航运，近年为弥补俄政府财政不足，由市场化旅
游公司波塞冬等经营。由于不是专业游轮，其内部
构造犹如工厂，处处可见复杂管道缆线，犹如迷
宫，室内冲水把手是古朴的金属杆，关启舱门要用
小手枪一样的金属钥匙而不是磁卡。但它设施齐
全，包括游泳池、健身房、桑拿按摩、酒吧等。

最令游客惊骇的还是该船强大的破冰能力，
2 . 5 米厚的冰层被它摧枯拉朽般碾碎，冰面四分
五裂，声如雷震，亲眼见到这一幕，简直就像目睹
共工怒触不周山的神话一样。四面八方都不再是
熟悉的水面，而是白色的混凝土一般的冰层甚至
冰脊，巨船在上面如履平地，这是仅次于登月的奇
观。不少中国游客选择“胜利五十年”号，就是为了
体验这个。船方也特意安排游客参观其壮观的动
力设施，自豪地宣介俄罗斯在北冰洋上的实力。

至此，俄罗斯水面船舶已经 105 次到达北极
点，全是核动力，另还有美国、加拿大、瑞典、德国
四国的船舶也完成了这一壮举，但后者加在一起
才 23 次，都是柴油动力。俄罗斯目前拥有世界上
最大的破冰船队(7 艘)，堪称北冰洋霸主。而本
次航行开始之际，又传来俄新型北极科考船下水
的消息：5400 吨的“亚历山德罗夫院士”号是一
艘海军多功能辅助船。

“胜利五十年”号船长迪米特里·罗布索夫今
年 53 岁，他每天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出席游客
的鸡尾酒会，向大家介绍这艘船的荣光。总工程
师尤金·弗拉基米尔也会骄傲地讲解船的情况。
他说，“胜利五十年”号与同样吨位的船舶以 18
节速度发生碰撞，也不会发生核泄漏。罗布索夫
表示，北极海冰消融不会令他退休，而只会使他
的工作更加繁忙。因为新航道开辟后，会有更多
船只进入北冰洋。浮冰是不可能完全融化的，因
此仍需破冰船领航。

其他北极国家也瞄准了这一领域。芬兰造船
企业与日本、韩国合作，设计新型货船，能在正常
水域和海冰水域两用，可在两米厚的冰中航行，
有的型号已用于俄罗斯北极矿业公司，使其不再

依赖昂贵的核动力破冰船，就可以直接把镍从西
伯利亚运到摩尔曼斯克，每年节省 8000 万欧元。
芬兰人还设计了可在特定时间跨越北极点的新
型货船，不用等到海冰完全解冻就能投入使用，
如有订单，3 年交货。

海冰消失：未来或有大变局

“胜利五十年”号从摩尔曼斯克出发后，一路
破冰，历时 5 天，行程 2300 公里，到达北极点。而
1909 年，美国人罗伯特·佩里从加拿大出发，行
程 670 公里，耗时两个月才到达，他是第一个到
达北极点的人。

站在船桥看去，北极点处，浩茫一片冰冻世
界，与天相连，却不完整，有不少冰裂缝，露出黑
色海水，其状犹如科幻小说《黑暗中的左手》中的
冬星。在这里看不到其他生命，除了煞白，就是空
茫、原始和与世隔绝。

由身背突击步枪和猎枪的防熊工作人员护
卫，乘客下到北极点冰面，围成圈子拍集体照，吃
烧烤(垃圾严格装在箱子里带走)，喝北极冰镇啤
酒，看俄罗斯美女船员舞蹈表演，腰上拴着缆绳
跳入冰窟窿游泳(但基本上都是下去十几秒钟就
上岸了)。再一项活动是一公里徒步，重新体验当
年人类极地探险的艰难。冰上有积雪，有时踩下
及膝。又有风吹起的两三米高冰脊，难以攀越。脚
底冰层之下便是 4200 米深的大海。难以想象昔
日探险家在只有风帆动力及雪橇的情况下，是怎
么来到这里的。佩里之前已有不少人葬身冰海。
人类批量前往还是在出现核动力破水船之后。至
我们这拨，已有 25600 人次到达北极点，其中游
客 11000 人。

“胜利五十年”号上搭载了一批科学家，他们
每天为乘客做科普讲座。地质和海冰专家埃里克
斯博士说，目前北极点的冰大都是“当年冰”，也
就是过去一年中新形成的，已难看到多年积冰。
北冰洋海冰整体呈加速融化趋势。他在船上牵头
成立海冰观察小组，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合
作，研究云层、阳光反射与海冰关系，并与卫星拍
摄图像对照，也邀请有兴趣的乘客参与研究。

北极冰封已有 4900 万年。据报道，去年 6
月，北冰洋海冰面积为 1110 万平方公里，而过去
30 年的平均面积为 1270 万平方公里，这个差距
(150 多万平方公里)相当于 6 个英国。这种趋势
持续下去，就可能在 2040 年夏天出现无冰之海。

这意味着北极点今后可能是新航线的中间
点，水面船舶可跨越北纬 90 度从大西洋直航太
平洋。加上东北和西北两条航线，原本荒凉冷寂
的北冰洋会变得热闹繁荣。利用北极航道，中国
沿海诸港到北美东岸的航程，比走巴拿马运河的
传统航线节省 2000 海里至 3500 海里(1 海里约
为 1 . 8 公里)，到欧洲各港口的航程更是大大缩
短，还避开了战乱纷争地区。有人说，这甚至会导
致冰岛成为“北冰洋新加坡”。此外，海冰融化将
使北极油气开采变得容易。据称北冰洋储存了世
界 15% 的石油和 30% 的天然气。再就是捕鱼业
也会受益。

目前，北极问题炒得沸沸扬扬，俄罗斯、美
国、加拿大、挪威、丹麦等北极国家纷纷宣示主
权，制定北极发展规划，声称北极地区是本国未
来优先发展地域，甚至为了北极划界问题剑拔弩
张……

在摩尔曼斯克，我们看到，这座俄罗斯北方
舰队司令部所在之城，一度发展停滞，现在则随
着北极开发，渐显繁荣，新建了大型超市，世界各
地商品琳琅满目，包括中国的华为手机和海尔冰
箱，还建起了世界最北端的麦当劳餐厅。房价也
上涨了多倍。

人类对北极的兴趣，除了旅游，还主要有五
种价值考量：地缘政治价值、军事价值、交通价
值、资源价值和科研价值。一百多年前佩里把一
面美国国旗插在北极点，又给美国总统塔夫脱发
电报：请将北极收入您的囊中。但后者说，“谢谢
你的兴趣和慷慨赠予，但我不太知道要拿它做什
么。”引起轩然大波的是 2007 年 8月 2 日，俄罗
斯海军在北极点下海底放置一面钛合金国旗。这
个消息几秒钟就传遍世界。而当年佩里征服北极
点的消息到达纽约花了 5 个月。美俄一时在外交
场合唇枪舌剑。俄罗斯外交部长说，你们美国人
不是把星条旗插到了月球上吗？

北极生物：何去何从

“胜利五十年”号北极破冰之旅来回一共 12
天，期间我们 7 次遭遇北极熊，一共看到 13 头，
3 次是母熊带小熊。有一次，熊对船十分好奇，几
乎走到船头下方，对着满满一船拿相机的人张望
不止，发出呼唤。有次见到熊守候海豹换气口准
备捕猎。另还见到大熊带小熊游过冰海，一起在
冰上打滚，憨态可掬。它们好像没有意识到人类
打搅了其生活。毕竟，平均每年到达北极点的水
面船舶仅有 5 艘次，游客 500 多人次。

北极熊是大家讨论最多的话题之一。船上的
海洋哺乳动物专家安内特博士介绍，北极地区目
前有 25000 头北极熊，总体情况不容乐观。她说：
“北极熊是海洋动物而非陆地动物，要依赖海冰
为生。海冰融化将使其捕食领域减少。”埃里克斯
博士展示了拍到的瘦得像一张纸的北极熊画面，
称它熬不过今年。目前已知的 19 个北极熊种群
中，8 个在衰减，3 个维持现状，1 个尚在增长。
我担心，未来的游客看到北极熊的机会恐怕会越
来越少。

与熊相比，鸟和鲸也备受关注。鸟类学家阿
布说，气温上升会导致低纬度生物进入北极高
纬，可能带来一些新病毒，这是此地的生物难以
抵御的。油气开采和船队造成的污染也会引发物
种危机。阿布介绍了一种由于环境变化和人类捕
杀而造成灭绝的北极鸟类，并列出杀死最后几只
这种鸟的人的名字。阿布还介绍，停在船上探照
灯上的一种鸟是三趾鸥，它们飞累了就搭船而
行。在法兰士约瑟夫地群岛，我们看到成千上万
的鸟儿把巢筑在鲁比尼岩的火山悬崖峭壁上，惊
险异常，阿布说，这样做可防备北极狐袭击。他
说，海冰融化将使一些鸟儿失去栖居地。“它们会
怎样，飞走吗？”我问。“不，它们会死。”阿布说。

我们多次见到海象和弓头鲸，后者在水中竖
起极大尾鳍，当然这是北纬 77 度以南一些无冰
海面的景象。还有一次下船在俄罗斯北极国家公
园科考站的岛上登陆，见到一只北极狐，从雪山
上下来，直接冲入人群，还扒着照相机三脚架玩
儿。但谁也不知道北极的原生态还将保持多久。
若说地球正在进入第六次生物大灭绝周期，那么
北极无疑首当其冲。专家称，北极是对全球气候

变化反应最强烈最敏感的地区。

中国人：北极探险旅游主力

目前中国人已成赴北极旅游主要客源。“胜
利五十年”号船上 125 名游客，中国人有 78 人。
船到北极时，冰雪世界飘扬的满眼是中国国旗，
船上各国游客伴着《小苹果》歌声翩翩起舞。一个
支架标出北极点距北京 5582 公里。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极地旅游渐渐炙手可
热，而极地专业旅行社的出现使旅行变得方便。
极之美旅行社是其中最大的之一，领队张景然
说，该社多次包下“胜利五十年”号运送中国游客
到达北极点，并组队前往南极点，她也成为国内
赴两极次数最多的女领队。该社还邀请杨锦麟、
李银河、于丹等专家学者上船做讲座，改变了全
是欧美人演讲的局面。

“胜利五十年”号船上，到处可见简体中文
字，准备了中式餐食，并配备中文翻译。俄罗斯人
高山在吉林学过汉语，担负了很多讲解工作。在
英国工作的中国姑娘刘芳是计算生物学博士，她
除了做翻译，还向中国游客科普了大量专业知
识，博得一片称赞。船上小卖部的主管阿根廷人
陆培曾向中国武当山师傅学过太极拳，每天在船
上向各国人士教拳。船上还有中文报纸。由于没
有无线信号，只能每天通过铱星接受大陆信息，
编辑成报。我看到，报纸头条每天都有新华社消
息，习近平总书记的活动颇为醒目。这一切使得
旅行质量上升，部分中国游客“有钱任性”的形象
也得以改变。

中国游客中，有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也有六
七十岁的老年人。他们大都是中国成功的中产阶
层，包括不少民营企业家。诗人探险家、中坤集团
董事长黄怒波在接受极之美创始人曲向东访谈
时说：“到南北极去，既是一种生活品质，也是一
个国家富起来的标志。”船上举办了一场支持北
极环保科研的慈善拍卖会，拍卖品有航海图、船
长帽、陶瓷小熊、普希金图书等，总共拍出约 6 万
美元，80% 以上是中国游客慷慨解囊。而那些西
方人(坐这条船的美国人也比较多)，平时在生态
环保上喊口号最凶，可他们要么干脆不来参加拍
卖会，要么出手小气。联想到美国刚刚退出巴黎
气候协定，我就不由得有些生气。

回北京的国航飞机上，刚好看到《参考消息》
上一篇援引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中国富人热
衷极地游》，称中国今年超过澳大利亚成为第二大
赴南极游客来源(美国为第一)，也是俄罗斯北极
地区游客中的最大群体。据我观察，不少中国民营
企业家对极地探险旅游充满热情和好奇，把它作
为自己环球旅行中不可少的一站，他们坐在一起
时，交谈的热门话题中往往就是有没有去过南北
极、是否到达了极点。有一位来自江苏常州的民营
企业家，“文革”中因所谓的家庭出身问题，耽误了
上大学，回乡务农，改革开放后做了乡镇企业技术
员，逐渐成为工厂厂长。他说，他从小的梦想是做
文学家，结果一生做的都是自己不那么情愿做的
事。现在退休了，要专心做一件自己想做的事———
周游世界。他已去了 130 多个国家。他在“胜利五
十年号”上，每天写旅游笔记，读《静静的顿河》，每
次科普讲座都坐在前排专心听讲。

我在船上图书馆中读到相关资料，称日本、

韩国的企业均加大对北极投资，并与俄罗斯、挪
威等北极国家合作。我期待，今后北极的开发与
保护中，能有中国民营企业家的身影。

中华民族：北极利益攸关

在“胜利五十年”号的图书馆里，有包括中文
在内的多种文字图书，但内容差异较大。英文图
书大多介绍北极生态、探险、科考以及未来地缘
政治和资源利用格局。中文图书则多是文艺消闲
和心灵鸡汤性质，如《山寨》《摆渡人》《情急———
痴男怨女问沈爷》等。

英文书里有一本《北极未来史》，作者是世界
经济论坛前副总监、英国学者查理斯·爱默生，他
深入北极地区访问了大量政治家、商业人士和科
学家，写成此书，展望北极今后几十年的政治、经
济、生态、外交和军事变迁。他甚至采访了中国黄
河站的研究员，被告知，中国研究北极，是因为气
候变化会使中国受到很大影响。“我们的科学家
在西藏关注冰川变化，它们形成了中国的大江大
河。现在有更多台风在中国沿海登陆。北极虽然
看上去离中国很远，但是中国越来越不这样认
为。”

他写道，印度也建了北极研究站，以显示国
家存在。“印度不仅仅是把最好的科学家送去英
美学习和工作，而是要表明它也是极地研究的一
个领导者。”

北极的变化意味着整个世界的变化。假如北
极海床和冻土带的甲烷释放，加上格陵兰岛冰盖
融化，将引起海平面上升和气候剧变，这将直接
给中国沿海地区的贸易投资、人民生活以及全国
农业生产带来显著影响。专家指出，中国的北极
利益涉及科研科考、生态监测与预警、航道利用
(已有学者建议及早考虑“二十一世纪北冰洋海
上丝绸之路”)、资源利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战略安全环境建设与维护等。综合来看，北极对
于中华文明的生存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专家呼
吁，应尽快强化中国的“近北极国家身份”。

事实上，中国与北极发生联系可追溯到十六
世纪。为探寻新的东西方航线，去到马可·波罗描
述的东方天堂之国，一些欧洲探险家为避免与葡
萄牙西班牙在大西洋和太平洋冲撞，最先选择了
北极航道，经过重重挫败和死伤，终于在 1880 年
经北冰洋到达中国，把产于东汉和三国的瓷器带
回了欧洲。

有记载的第一个到达北极圈的中国人据说
是康有为，时间是 1908 年。世界上首次驾驶帆船
走完北极东北航道的水手是中国的陆川船长。若
想成为海洋大国和世界强国，就需要把北冰洋纳
入视野。

中国已经进行了 7 次北极科考，现在每年撰
写《北极地区发展报告》，大学里还设立了研究北
极法律问题的课题。中国黄河站建立于 2004 年。
目前，尚未有中国船舶抵达北极点。从乌克兰买
来的“雪龙”号无力破除厚冰，去年科考最北只抵
达了北纬 82 度。这使人对国产新型破冰船寄予
期望。

韩松：著著名名科科幻幻作作家家。。11998888 年年、、11999900 年年获获
中中国国科科幻幻银银河河奖奖，，11999911 年年获获世世界界华华人人科科幻幻艺艺术术
奖奖，，11999955 年年获获中中国国科科幻幻文文艺艺奖奖。。

一位科幻作家的北极之旅

不久前，科幻作家韩松

随俄罗斯“胜利五十年”号破

冰船，历时 5 天，行程 2300

公里，到达北极点。

韩松以作家同时也是记

者的视角，特为本报撰稿，带

我们深入极地，感受震撼，也

陷入思考

俄俄罗罗斯斯水水面面船船舶舶已已经经 110055 次次到到达达北北
极极点点，，全全是是核核动动力力，，美美国国、、加加拿拿大大、、瑞瑞典典、、
德德国国四四国国也也完完成成了了这这一一壮壮举举，，但但后后者者加加
在在一一起起才才 2233 次次，，且且都都是是柴柴油油动动力力

人人类类对对北北极极的的兴兴趣趣，，除除了了旅旅游游，，还还主主
要要有有五五种种价价值值考考量量：：地地缘缘政政治治价价值值、、军军事事
价价值值、、交交通通价价值值、、资资源源价价值值和和科科研研价价值值

若若说说地地球球正正在在进进入入第第六六次次生生物物大大灭灭
绝绝周周期期，，那那么么北北极极无无疑疑首首当当其其冲冲。。专专家家
称称，，北北极极是是全全球球气气候候变变化化中中反反应应最最强强烈烈
最最敏敏感感的的地地区区

““胜胜利利五五十十年年””号号船船上上，，到到处处可可见见简简
体体中中文文字字，，准准备备了了中中式式餐餐食食，，并并配配备备中中文文
翻翻译译。。船船上上还还有有中中文文报报纸纸，，报报纸纸头头条条每每天天
都都有有新新华华社社消消息息

目目前前，，尚尚未未有有中中国国船船舶舶抵抵达达北北极极点点。。

从从乌乌克克兰兰买买来来的的““雪雪龙龙””号号无无力力破破除除厚厚
冰冰，，去去年年科科考考最最北北只只抵抵达达了了北北纬纬 8822 度度。。

这这使使人人对对国国产产新新型型破破冰冰船船寄寄予予期期望望

本本版版摄摄影影：：韩韩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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