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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冰山、浮冰，冰清玉洁；极光、极夜，绚丽珍奇；迷
人动物，铺天盖地。这就是南极。

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极端的冰雪气候， 造就了南
极洲原始壮观的自然景观与千姿百态的生物世界。
她给予人们的心灵震撼与旅游体验， 是其他地方难
望其项背的。

3月10日，记者从航行于南极半岛水域的“海恩
典号”邮轮上获悉，船上载有356人，来自38个国家，
其中中国人43人。记者还了解到，北京崔先生来过6
次，北京曹先生来了3次，广州李先生一家三口全来
了，由此可见南极的魅力。

在旅游业蓬勃发展的今天，人们将目光投向了地
球最南端。神秘、至美、至纯的南极，不仅吸引着探险家
与科学家，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旅行家和背包客。半个
多世纪来，已有30多万人次走进这个冰雪王国。

一
上世纪60年代， 国外就开展了南极旅游。1966

年，阿根廷凭借地理优势，租用军舰组织40名游客
访问南极。阿根廷历史学家、探险队员菲德里科给
记者演示了当时的图片：“那时来南极，可以捡鲸鱼
骨头，可以抱着企鹅合影呢。”

先河一开，反响强烈。智利、西班牙、意大利、新
西兰、德国、美国、前苏联（俄罗斯）、加拿大等国旅
游公司纷纷效仿。现在，前往南极的游客人数呈逐
年增长之势。据介绍，1988年，美国到南极的游客达
1102人次。1996年，英国有16船次和多架飞机，运送
9000人次去南极旅游。近年来，中国长城站也已接
待游客2200多人次。

如何去南极？中国游客可以有多种选择：乘飞
机到阿根廷的乌斯怀亚或智利的蓬塔阿雷纳斯，再
乘船出游；从澳大利亚、新西兰乘船赴东南极大陆；
也可以从南非出发。

二
人类的旅游活动， 正在影响洁白无瑕的南极

洲。据说，一些驶往南极的货船或游客往海里扔垃
圾，大多数是塑料废物。

游船也会发生事故， 并严重污染南极环境。
1989年1月31日，南美某国载有游客的客货轮，在南
极海域不慎触礁失事,200多名船员和游客获救，但

1000多吨柴油和汽油泄入大海，造成大面积污染。
3月8日，记者在当年事故现场看到，30年过去，

沉船还倒扣在海中，只露出船底；海面上依然有油渍
荡漾。随着起起伏伏的海浪，船底的小孔有规律地喷
出小水柱……

2007年12月28日， 在南设得兰群岛附近海域，
一艘载有300人的挪威邮轮突发电力故障， 随后撞
上一座冰山，船体前部破损，被迫抛锚。

事故频发，引发多国呼吁：保护南极，加强对南
极旅游的管理。

三
早在1991年10月4日， 在马德里召开的南极条

约协商会议上，包括中国在内的26个国家签订了《南
极环境保护议定书》。议定书有5个附件，规定严格禁
止侵犯南极自然环境， 严格禁止向南极海域倾倒废
物。

国际绿色和平组织提出了“救救南极洲”的口号，
并加入了检查、监督和管理的行列。

保护环境，贵在自觉。此次，我们的探险队自进
入亚南极地区，就自觉对全员进行了2次生态安全检
查；登陆南极半岛之前，又做了严格的生态安检。队
长监督每位队员在承诺书上签字：“我将尽一切努力
不对南极的环境造成污染， 不改变和破坏那里的动
植物，以此为保护环境作出贡献。”

据有关规定，每次登陆人数限定在100人以内。所
以每次登陆，队长总是让队员分次分批登陆，还未轮到
登陆的则先坐冲锋艇在海上巡游，考察环境和动物。

四
为啥要来南极？“每个人都有诗性的一面， 心里

装有远方，这个远方就是乡愁。”广东太阳风旅游策
划总监劳少云对记者说，“那些每天风尘仆仆而身心
俱疲的都市人，更渴望回归大自然，找回与自然的链
接,以解乡愁。”

当沙漠、雪原、珠峰已不再陌生，人们希望探索
更遥远的未知和更陌生的极地。 劳少云于是把目光
投向南极，设计了三岛大环游，帮助国人走向南方之
南。

两到南极， 台湾辅仁大学简建全教授的理由很
简单：“这里空气最好，动物最多！”

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志愿者伍继志的想法一样
简单：“就想看看企鹅和它们的环境好不好。”

南极梦寻 南极旅游，生态为先

� � � � 来自广州的李先
生一家人登上南极半
岛，观赏王企鹅。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摄

� � � �湖南日报3月11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梁潇）春阳一到，气温“嗖嗖”地
往上升，花们“蓬蓬”地往外冒，人心也
随着抽枝长叶绿意盎然。 气象预报称，
本周湖南雨量仍然偏多，但雨水不再绵
绵不绝，而是来去痛快的过程性降水。

随着大气环流调整，阴雨天气终于
结束。 上周开始，雨水渐下渐弱，阳光越
来越强势。 10日至12日，湖南迎来三日
连续晴天，朋友圈奔走相告，春天的脚
步越来越快。 省气象台预计，本周全省
雨量偏多，有两次降雨过程，分别是12

日晚至13日， 全省有一次弱降雨过程；
15日晚至17日，全省将有一次较强降雨
过程。 本周气温整体将偏高，其中，13日
至14日、16日至17日有冷空气影响，气
温将会有所波动。

天气晴好， 气温也逐步上升， 今天
省内最高气温突破20摄氏度。 需要注意
的是， 白天气温虽高， 早晚气温仍然较
低， 昼夜温差变大。 提醒大家， 在“乱
穿衣” 的农历二月， 关注天气预报， 不
光要看最高气温， 还要看最低气温， 如
果昼夜温差大于10摄氏度， 最好多备一
件衣服。

月桂聊天

春意融融 连晴三日
“乱穿衣”的农历二月多关注最低气温

湖南日报3月11日讯（记者 奉永成）
记者从今天召开的全省食品药品和特
种设备安全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专
项行动情况通报视频会议上获悉，从去
年12月开始， 全省部署开展为期3个月
的食品药品和特种设备安全风险隐患
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共检查市场主
体20.99万户次，排查安全风险隐患4.99
万余条，对2.58万户存在安全风险隐患
的企业下达整改通知书，取缔关停制假
售假窝点307家。

食品安全事关民生，专项行动突出

对婴配乳粉、食用油、酒类、食盐、肉类
制品等食品产品，学校及周边和农村集
体聚餐等重点领域开展安全风险隐患
排查，共排查安全风险隐患32898条，查
办案件991起。

近两年，药品制假售假问题较为突
出， 此次专项行动针对注射剂药品、生
化药品、中药饮片、中药制剂、医用氧等
药品生产环节，以及特殊药品、含特殊
药品复方制剂、 疫苗委托配送储存、城
乡接合部及农村地区药店等经营环节
开展安全风险隐患排查，共排查安全风

险隐患11164条，查办案件182起。
建材、食品加工、电力、气体充装等

行业，公众聚集场所电梯、大型游乐设
施和客运索道、油气输送、城镇燃气管
道等领域也是此次排查的对象，共排查
安全风险隐患4350条；同时，专项行动
还对电取暖器具、儿童用品等重点商品
进行排查，发现安全风险隐患1515条。

此次专项行动，及时化解了一批安全
风险隐患。下一步，我省将完善机制，对市
场安全违法行为形成高压严管态势，推动
全省市场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湖南日报3月11日讯（记者 奉永成）
今天召开的全省食品药品和特种设备
安全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
情况通报视频会上，通报公布了一批食
品药品和特种设备典型违法案例， 生
产销售伪劣保健食品、假冒白酒等行为
被查处。

从去年12月开始， 我省部署开展
为期3个月的食品药品和特种设备安全
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各级
各部门坚持问题导向、点面结合，按照
全覆盖、无死角的要求，依法查处了一
批典型违法案件。

我省将继续突出重点， 加大执法力
度，多部门联合，严厉打击食品药品和特
种设备行业违法行为，净化市场环境。

■链接：

食品药品和特种设备
典型违法案例

1．张家界市陈某等人生产销售非
法添加西药成分的有毒有害食品被查
处。

2．茶陵县一非法保健食品加工厂
生产销售伪劣保健食品被查处。

3．宁乡市李某等人生产销售假冒
白酒被查处，现场扣押假冒茅台、五粮
液、国窖1573等10余种高端白酒2000
余瓶。

4．在衡山县经营的东莞市南城红

芬化妆品经营部其网店销售假冒化妆
品被查处。

5．郴州市“龙科生物全球购”网上
销售假药、假冒化妆品、保健食品等行
为被查处。

6．怀化市 “幸色成人无人售货总
店” 生产销售 “万艾可”“美国肾黄金”
“伟哥一号”等假药行为被查处。

7．浏阳市单某等人非法经营假药
及回收药品等行为被查处。

8．永州市永合中医诊所非法配制
使用永合植物原液等假药行为被查处。

9．湖南东兴大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对医疗器械进行虚假宣传被查处。

10． 岳阳市周某等人非法生产添
加药物的有毒有害食品被查处。

排查食品药品和
特种设备安全风险隐患

湖南取缔关停制假售假窝点307家

湖南公布一批食品药品和
特种设备典型违法案例

生产销售伪劣保健食品、假冒白酒等行为被查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