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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华社珠峰大本营5月27日电
27日11时整，中国2020珠峰高程测量

登山队8名队员登顶“地球之巅”珠穆
朗玛峰，为珠峰“量身高”。世界最高
峰峰顶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招展。

这座6 5 0 0万年前从海底隆升而成的
喜马拉雅山脉主峰，时隔1 5年再次迎来
中国测量队伍。

通过新华社珠峰峰顶直播画面可见，
在覆盖冰雪、面积不足20平方米的峰顶斜
面上，8名身穿红色衣服的队员开始竖立
觇标，安装全球导航卫星系统（GNSS）天
线。

同一时刻，地面6个交会点对峰顶觇
标进行交会观测。

这次，峰顶GNSS测量首次依托中国
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人类首
次在珠峰峰顶开展重力测量，提高珠峰
高程精度。

“此次测量任务中，大量装备国产
化，可靠性、精度等都比2005年有质的
提高。”自然资源部第一大地测量队队
长李国鹏说，准确收集各项数据，也为
人类了解、保护珠峰贡献专业力量。

珠峰地处印度板块与亚欧板块边缘
的碰撞挤压带上，地壳运动活跃。

“准确测量珠峰高程有利于分析喜马
拉雅山脉、青藏高原高程变化。”中国科学
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高登义说。

早在300多年前的清康熙年间，中国
人首次测绘珠峰，并定名“朱母郎马阿
林”。“朱母郎马”藏语意为第三女
神、“阿林”为满语“山”之意。

60年前，中国人首次从北坡登顶珠
峰。

45年前的今天，中国人首次将觇标
带至峰顶，测得高度8848 . 13米。

2005年，中国再测珠峰，其岩面高度
为8844 . 43米。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曾对珠峰进
行过6次测绘和科考。

“珠峰任何显著变化都对全球地
学、生态等领域研究有重要指示意义，
并影响人类生产生活。”在珠峰前进营
地的自然资源部第一大地测量队副总工
程师陈刚说。

5月6日，登顶测量正式启动，因天
气原因两度推迟冲顶计划。

27日，秉持科学筹划和不屈不挠的
精神，登顶队员战胜了极高海拔区域降
雪、大风等艰险，成功登顶。

按计划，峰顶测量完成后，测绘人
员将对多种结果进行分析、比对、检
核，最终公布高程数据。

“指挥部，我们完成了测量任务，
准备下撤!”

13时30分许，步话机里传出2020珠峰

高程测量登山队队长次落的声音。
队员在峰顶停留了150分钟，其间

还开展了峰顶雪深和气象等测量，创造
了中国人在珠峰峰顶停留时长新纪录。

没有比人更高的山。世界屋脊又一
次见证了中国人不懈探索和笃定前行的
坚韧。

世界最高峰上，五星红旗再次徐徐展
开。你好，珠峰！你好，世界的新高度！

成功登顶！中国人再测珠峰“身高”
6500万年前从海底隆升而成的喜马拉雅山脉主峰，时隔15年再次迎来中国测量队

□ 本报记者 王红军
本报通讯员 陈旻昊

5月27日上午11时，经历八个多小时
攀登，中国2020珠峰高程测量登山队成功
登顶珠峰。这一刻，他们等候了近五十
个昼夜。

在登顶最后也是最关键的阶段，峰
顶海拔8000—9000米的高空多云间阴天，
西风风速约为14至20米每秒，与此前气象
保障服务队的预报相吻合。

尽管参加过亚沙会等不少大型活动
的气象保障服务，但对气象保障服务队
队长、山东威海气象局援藏干部石磊来
说，这次气象服务意义十分特殊。他坦
承，刚开始“焦头烂额”，现在心情非
常激动。

这一次冲顶，可谓“一波三折”。
5月12日，登山队第一次计划冲顶，

因天气复杂、攀登线路上有流雪风险取
消。5月22日是第二次计划冲顶日，但受
“安攀”气旋风暴外围云系等天气活动
影响，冲顶前一日珠峰出现降雪，海拔
7790米以上营地雪深过米，登山队被迫再
次撤回前进营地。5月24日，经过短期休
整，登山队部分队员第三次出发，26日
下午到达海拔8300米的C3营地。这一路上
风力不小，尤其是行进至海拔7500米的大
风口时，队员们无法正常攀登，只能慢
慢匍匐前进，但登山队员不敢耽误，因
为根据气象预报，26日夜间风力减弱，
适宜冲顶。这一次，机会宝贵，登山队
没有错过。

自 5月 7日气象保障服务队成立以
来，他们每天都会为登山队提供一份气
象预报服务专报，上面详尽记录着珠峰
大本营的天气实况和未来24小时的天气
趋势预报，并从第二天开始提供海拔6000
米、7000米、8000米、9000米四个高度上
的气象要素预测，只有整体气象条件适
合时方可进行冲顶。

石磊说，经过细致考量，定日气象
站海拔4300米，具有良好的地形代表性，
能代表其南部喜马拉雅山和北部冈底斯
山脉之间的广大地形，气象保障服务队
选择这里“安营扎寨”。

5月10日，气象保障服务队来到珠峰
大本营气象站，用便携式风向风速和温
湿度传感器对气象要素进行校对，并架
设了探空雷达。石磊说：“我们有些队
员参加过2008年奥运火炬登上珠峰的那次
保障工作，12年过去，大本营周边安装
了三个自动观测站，能实时获取数据。
依靠我国自主研发的数值模式，我们能
开展6000米到9000米四个不同高度层面的
预报，借助风云四号气象卫星的高频
次、高清晰度云图也能及时监控云的变
化。”

困难同样时时存在。“珠峰地区海
拔高，地形复杂，天气变化非常快，特
别是风，在一天内以‘小时级’变化，
比如早上太阳出来时风比较小、云也比
较少，但是到了下午，风可能会逐渐增
大，云量开始增多，如果再有点儿天气
系统过来的话，很可能降雪。”石磊
说，“这是珠峰地区的天气特点，也是

气象探测的难点。”
他说，珠峰大本营氧气含量仅有海

平面一半，队员都不敢走太快，搬运设
备时也明显感到吃力。他们用车运来氦
气瓶等设备，给气球充好氦气，再把基
测合格的探空仪用绳子拴在气球上。风
大，服务队蓝色的旗帜被吹得猎猎作
响，拿着气球的队员也被吹得摇摇晃
晃。白色的气球飘飘荡荡上升，队员小
心翼翼拿着绳子，丝毫不敢懈怠，直到
探空仪顺利升空。

每次登山队艰苦攀登时，服务队也
在紧张忙碌，原本每天两次的探空气球
放 飞 ， 在 这 段时间里 变 成 “ 常 规 操
作”，隔几小时便会有一只探空气球升
空。根据探空仪传回的数据，服务队获
得9000米以下大气的气象要素分布特征，
再将之与珠峰大本营周围布设的自动气
象站和L波段探空雷达采集到的数据进行
综合对比修正，为登山队提供气象数据
服务，每隔3小时滚动发布一次气象要素
预报。

登顶成功了，但服务队的工作仍在
继续，他们提醒登山队，午后海拔7000米
至8000米风速有所增大，要及时下撤。5
月27日13时30分许，在峰顶停留150分钟
的登山队完成任务，如期返回。

最终，石磊带领的气象保障服务队
经受住了考验。

这位来自胶东半岛的援藏干部，自
2001年大学毕业后进入气象部门，便一心
扑在业务上，对预报服务有很深的情结。

同事回忆，石磊下夜班后常不回宿

舍休息，而是聚精会神盯着电脑查看云
图、对比实况，分析天气过程为何研判
得不够精准，“他身上有股子拼命三郎
的钻劲儿。”

受益于这种踏踏实实、寻根问底的
精神，石磊迅速成长为山东省业务骨
干。

2019年，他怀着满腔热血响应我省对
口援建日喀则的号召，报名参加援藏队
伍。

从气候宜人的威海乍然入藏，高原
反应着实让石磊吃了番苦头，“走路不
敢太快，也不敢太多，否则就喘不上
气。”恰巧，西藏自治区第五届气象行
业重要天气预报技能竞赛即将开赛，石
磊立刻进入角色，用他的话说，日喀则
市成绩之前不太理想，自己想“带一
带”，让全市预报水平上一个档次。他
组织参赛选手进行一个月的集训，将自
己的专业知识和竞赛经验毫无保留地教
给大家。最终，日喀则市气象局获得全
区第一名。

援藏近一年，石磊依然没有完全适
应高原气候，昼夜温差太大，晚上一冷
他就犯鼻炎，嘴唇经常是裂的。尽管如
此，2020年珠峰高程测量工作拉开帷幕
后，他还是二话不说担起了气象保障服
务队队长一职。

“他从海拔几十米的东部沿海来到
海拔几千米的高原已经很不容易了，没
想 到 他 还 会 到一线 参加珠峰 保 障 服
务。”一位队员竖起大拇指：“山东汉
子了不起！”

从胶东到珠峰的跨越
——— 专访2020年珠峰高程测量冲顶气象保障服务队队长石磊

□新华社发
5月27日，2020珠峰高程测量登山队在

峰顶合影留念。
当日，中国2020珠峰高程测量登山队

登顶“地球之巅”珠穆朗玛峰，为珠峰
“量身高”。他们在峰顶竖立觇标，安装
GNSS天线，开展各项峰顶测量工作。45年
前的今天，中国人首次将觇标带至珠峰峰
顶。

队员在峰顶停留150分钟，顺利完成峰
顶测量任务，创造了中国人在珠峰峰顶停
留时长新纪录。登顶测量成功的背后，凝
结着新时代测绘、登山工作者的心血和汗
水，彰显了不同凡响的精神价值。世界屋
脊又一次见证了中国人不懈探索和笃定前
行的坚韧。

世界之巅

勇者为峰

□新华社发
5月27日，被云雾笼罩的珠峰。

新华社香港5月27日电 香港商
界近日纷纷表示支持建立健全香港特
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
执行机制，并认为涉港国家安全立法
将为香港市民提供保障，有助于营造
安定有序的投资营商环境，巩固香港
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香港长和集团高级顾问李嘉诚27
日回复媒体查询时表示，任何国家对
自身国家安全问题有权责。通过涉港
国家安全立法，希望可以纾缓中央对
香港的担忧，发挥长远稳定发展的正
面作用。同时，特区政府责无旁贷，
要巩固香港人对“一国两制”的信心
和强化国际社会的信任。

此前，长和集团主席李泽钜表
示，香港现在正处于政治纷乱和营商
环境不明朗的氛围下，期望涉港国安
立法能够稳定香港局势，恢复社会及
经济活动的正常运作。

新世界发展有限公司主席郑家纯
表示，对于一切可以保障国家安全、维
持香港繁荣稳定和促进特区长远发展
的法律及政策表示支持，相信有关法
规会为香港建构更平和的营商环境和
社会气氛。

香港恒基兆业集团主席李家杰表
示，国家安全立法正是为了维护香港
长治久安，若失去和平稳定，繁荣和
发展就无从谈起，香港的经济地位也
难以保持。“当务之急是要不遗余力
保就业、护民生，全力以赴振兴经
济、刺激消费、保护市场，这一切都
必须在国家安全和香港社会稳定得到
保证的情况才能进行，否则任何努力
都属徒然。”

新地集团主席郭炳联认为，国家安全是“一国两制”行稳致
远的重要基石，国家安全立法可有效缔造香港安定有序的投资、
营商和社会环境，保障市民大众利益，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
位。

太古集团27日发表声明表示，全力支持“一国两制”原则。
香港作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需要有健全的法律框架以维护
国家安全，这是“一国两制”的必要元素。太古集团相信，国家
安全相关法律的制定将有利于香港作为世界级商业及金融中心的
长远发展。太古集团旗下、香港最大的航空公司国泰航空发表声
明，支持涉港国家安全立法，相信维护国家安全是保持香港繁荣
稳定的重要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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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莫斯科5月27日电 俄罗斯总统新闻局27日宣布，推
迟举办原定于7月的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和上海合作组织峰会。

今日俄罗斯通讯社27日援引俄总统新闻局发布的公告说，考
虑到世界新冠疫情形势严峻以及各国所采取的抗疫举措，俄方决
定推迟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和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新的举办
日期将视疫情发展情况而定。

报道援引俄消息人士的话说，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和上海合
作组织峰会可能推迟至今年秋季举办。

俄罗斯宣布推迟举办金砖

国家领导人会晤和上合峰会

据新华社新德里5月27日电 印度近日再次遭受蝗灾，5月上
旬以来多地出现大量蝗虫并造成农田损毁，部分城市区域也出现
蝗虫群。印度政府称，这是印度近30年来遭受的最严重蝗灾。

据印度媒体报道，大批蝗虫自5月上旬进入印度西部拉贾斯坦
邦后不断向南部和东部蔓延，截至目前已摧毁约5万公顷的农田。

当地媒体27日援引印度农业部下属蝗虫预警组织副主任古尔
贾的话说，在拉贾斯坦邦和中央邦的部分地区有8至10个活跃蝗
虫群，每个蝗虫群面积约为1平方公里。根据风向情况，蝗虫群
可能在未来几天向首都新德里方向移动。

据报道，每年6月至11月间，印度拉贾斯坦邦和古吉拉特邦
常会出现蝗灾。但此次蝗灾较往年提前一个月开始，虫群规模大
且蔓延范围较广。

印度遭遇近30年来

最严重蝗灾

据新华社福州5月27日电 权威数据显示，海峡西岸的福建
省经济总量首次超过台湾。分析人士指出，这为两岸融合发展带
来更坚实基础和更大发展机遇。

记者日前从中共福建省委相关部门获悉，根据闽台两地统计
年鉴等可靠资料，2019年福建省GDP同口径折算为6145 . 5亿美
元，台湾GDP折算为6112 . 6亿美元——— 福建经济总量已相当于台
湾的100 . 5%。

与台湾一水之隔的福建，是台湾同胞主要祖籍地。两岸对峙
年代，福建是海防前线；改革开放后，福建变成开放前沿，全省
经济社会发展驶入快车道。根据中央要求，福建积极探索海峡两
岸融合发展新路，努力建设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2019
年，福建实际使用台资增长8 . 1%，入闽台胞逾387万人次，来闽
实习就业创业台湾青年超过3万人。

两岸融合发展现新机

福建GDP首超台湾

据新华社华盛顿5月26日电 因涉嫌在执法过程中动作失当
致一名非裔男子死亡并引发民众抗议，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
利斯市警察局26日宣布将4名涉事警察解职。

根据日前社交媒体上的视频，该非裔男子名叫弗洛伊德，被
逮捕时被3名警察按在地上，其中一名白人警察用膝盖顶住他的
脖子，另外1名警察站在一边，弗洛伊德神情痛苦、声音嘶哑，
一直在说自己无法呼吸，随后疑似陷入昏迷。

明尼阿波利斯市警察局25日通报说，当天晚上，警察接到关
于一起造假案的报告，随后赶往现场，将嫌疑人控制后注意到其
身体痛苦，随后呼叫救护车，嫌疑人被送往医院后不治身亡。逮
捕过程中，无人使用任何武器，警察没有受伤。

明尼阿波利斯市市长雅各布·弗雷26日说，警察逮捕弗洛伊
德的动作是不被允许的，没有任何理由用膝盖对一个人的脖子施
加如此大的压力。

26日，明尼阿波利斯市大批民众走上街头抗议，不少人举着
印有“黑人的命也是命”等字样的标语牌，要求为弗洛伊德伸张
正义。

美国4名警察因执法

动作不当致人死亡被解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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