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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顶冰雪深度测量是我们国家珠峰高程
测量的关键环节，可不能在设备这关掉链子。”

2019年5月，国测一大队项目部主任柏
华岗接到为2020珠峰高程测量调研峰顶冰
雪探测雷达设备的任务后，连续在两家国外
企业那里吃了闭门羹。对此他非常着急。

国测一大队副队长张庆涛解释，珠峰峰
顶有长年不化的冰雪层。冰雪层深度或会随
气候变化而变化，可作为区域气候变化的风
向标之一；岩面高程更为稳定，能反映珠峰地
区的板块运动情况。

“这两方面的关键数据，只有登顶测量才
能获得。我们能够登顶测量，也必须向全球
科研界提供精确的各项数据。”张庆涛说。

去年6月，柏华岗来到青岛，与一家国内
厂家接洽。为了让设备能同时获取位置信息
和雪深数据功能，且轻便、易携、耐磨、抗寒，
研发团队先后进行了低温储存实验、抗跌落
实验等多项实验。

“光外壳就换了两次，里面的程序换了4
次。”今年4月中旬，柏华岗在珠峰大本营拿
到了厂家送来的最终版设备，并在营地周边
的冰雪面上成功进行了设备测试。

“跑了快一年，值了！”柏华岗说：“用我们
国家自己的设备，心里自豪、踏实！”

在这次珠峰高程测量中，国产装备“大显
身手”，大量设备在可靠性和精度上都比
2005年有了质的提高。

“2005年时，GNSS卫星测量主要依赖
GPS 系统。今年，我们将同时参考美国
GPS、欧洲伽利略、俄罗斯格洛纳斯和中国北
斗这四大全球导航卫星系统，并且会以北斗
的数据为主。”国测一大队队长李国鹏说，
GNSS卫星测量是珠峰测高中的重要一环。
在珠峰峰顶，GNSS接收机能通过卫星获取
平面位置、峰顶雪面大地高等信息。

“这也是对北斗系统的一次测试，相关数据
可提高卫星的定轨精度。”国测一大队副总工
程师陈刚说，目前，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在全
球组网成功，珠峰峰顶的巅峰测试成功，对于
全球北斗用户来说，这也是振奋人心的消息。

此外，此次珠峰测量首次将重力测量推
至珠峰峰顶，刷新了由中国保持的重力测量
海拔纪录；首次在珠峰地区开展大规模航空
重力测量，填补该地区重力网建设空白；首次
在媒体信号传输中应用5G技术，5G信号登
上世界之巅……

“祖国至上、团结无私、不畏艰险、勇攀高
峰”的攀登精神，在世界之巅再次闪耀。

（据新华社珠峰大本营5月27日电）

在藏语中，“珠穆”有“女神”“仙女”之意，这座屹
立在喜马拉雅山脉中部的高大雪峰并不容易亲近。

山脚下海拔四五千米的工作环境，山体上变幻
无常的天气，无时无刻不考验着测高勇士们的意志。

知难而上，只为不辱使命。
“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暴风雪。”从海拔7790

米的一号营地下撤后，国测一大队队员王伟擦着
脸上的雪水和汗水说道。

为赶上5月22日的冲顶窗口，20日当天满27
岁的王伟和队友们顶着十级大风和强降雪，闯过
了海拔7500米、有“大风口”之称的攀登路段。

为此次测量，承担登顶测量任务的测量登山
队从1月12日起就在北京展开集训。队伍每天6
点起床出操跑步，气温常低至零下10摄氏度。王
伟说，自己到现在的跑量已经达到580公里，经常

把腿练肿了，好了后就继续练。
“我们怀着共同的信念和目标，因为我们身后

是全国人民的期待。”2020珠峰高程测量登山队
队长次落说。

在登顶测量中，为保证数据收集质量，次落等
8名测量登山队队员在珠峰峰顶停留150分钟，创
中国人在珠峰峰顶停留时长纪录。

同心山成玉，协力土成金。
在登顶测量阶段，登山的后勤和安全保障主

要由藏族高山向导承担。修路队承担着更多风
险。在21日的峰顶修路尝试中，队员在海拔8000
米处遇到约一米深的积雪。因山上的流雪险些使
队员多吉发生冲坠，作为修路队队长的边巴扎西，
在保护多吉时头部受伤流血。

在第六次修路尝试中，修路队员们在海拔

7790米的大风中几个人挤在一顶帐篷里紧紧抓
着帐篷杆避风。即便如此，大家还是小心护卫着
峰顶测量要用的仪器，生怕仪器受到丝毫损伤。

从3月2日起，50多名国测一大队队员便来
到珠峰地区，进行珠峰高程测量前期水准测量、重
力测量、GNSS测量等工作。高寒缺氧的环境下，
有的队员从来没睡过一个安稳觉，夜里喘不过气，
一个惊醒就从床上坐起来。

没有人后退。
“苦是苦，但我们是用脚步丈量祖国土地的

人，要承担起为祖国建设先锋开路的责任。”国测
一大队队员吴元明说。

“珠峰在藏族人民心中有着神圣的地位，也是
全中国人民的骄傲、全人类的圣地。”边巴扎西说：

“能在这项国家事业中奉献力量，我很幸运。”

青藏高原，高天厚土。珠穆朗玛，世人
敬仰。

2020年4月30日，海拔5200米的珠
峰大本营，中国庄严向世界宣布：正式启动
2020珠峰高程测量！

这是时隔15年后，我国再次重返珠峰
之巅测高，也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开展的第
七次大规模的测绘和科考工作。

“此次测量也是2015年尼泊尔发生
8.1级地震之后，我国全面开展的首次综合
珠峰高程测量活动。”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
大地测量与地球动力学研究所所长、2020
珠峰高程测量技术协调组组长党亚民说，

“这次地震对珠峰高程的影响，目前在国际
上仍存争议，中国测绘科学家应当在珠峰
现场，给世界一个答案。”

6500万年前，青藏高原在板块的碰撞
中隆起。这座依旧在剧烈变化的年轻高
原，仍在深刻影响人类的生活。

“青藏高原作为气候启动区，塑造了
当今亚洲或北半球的气候环境格局，其
抬升或下降，对大气环流和气候环境格
局将产生不同影响。”中国科学院大气物
理研究所研究员高登义解释，“而珠峰高
程数据对探究青藏高原的变化，是重要
的支撑。”

只有更深刻地了解，才能更深切地守
护。

2004年，珠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被列
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
络。近年来，珠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此
次测量数据可用于地球动力学板块运动等
领域研究；精确的峰顶雪深、气象和风速等
数据，将为冰川监测、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
研究提供第一手资料。

在测量过程中，生态环保理念贯穿营
地的每一处，扎根在每名队员心中——

在营地，厕所采用环保型材料，粪便被
干粉式除臭剂加速降解；

每个帐篷里都摆放垃圾桶，队员们自
觉把垃圾丢到桶里，整个营地及帐篷内见
不到被随意丢弃的垃圾；

所有高海拔营地的生活垃圾都将被转
运到大本营分类处理，测量登山队员甚至
被要求携带尿壶……

“越向上，越有种敬畏之心，深感保护
这片净土的责任更重了。”自然资源部第一
大地测量队（简称“国测一大队”）队员陈新
超告诉记者：“只有了解清楚珠峰，才能更
好地保护珠峰。”

万年之峰，耸立世界屋脊。
庚子夏初，决战地球之巅。
2020年5月27日，中国人又一次登上世界海拔最高的珠穆朗玛峰峰顶。举世瞩目，期待中国给出“世界高度”新答案。
珠峰见证——一群顽强、乐观、奉献的勇士，以坚韧不拔的意志、拼搏到底的勇气，战高寒、克缺氧、斗风雪，不登顶，誓不休。
时代见证——与时间赛跑，与压力抗争，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拼搏，2020珠峰高程测量登山队队员成功登顶测量，标志

着2020珠峰高程测量取得关键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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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惧风雪 不止攀登
——记2020珠峰高程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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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百年师范薪火 坚守教师教育本色
——琼台师范学院为海南自贸港建设培养优质教育人才

作为现代海南教育的发源
地，数十年来，琼台师范学院向社
会输送了约6万名各类专门人才，
其中70%在海南基础教育一线工
作，有近500人已经成为知名的
专家、学者、教授和特级教师。

2016年，教育部同意设置琼
台师范学院，对该校发展具有里
程碑式的意义。以此为新的起
点，该校提高办学层次、推动教育
教学改革发展，更好地满足了海
南学前和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对
人才的需要，对优化我省高等教
育布局、完善教师教育培养体系、
更好地服务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作出了积极贡献。

琼台师范学院是定位为以本科师
范教育为主的地方院校，本科人才培养
是学校一切工作的核心与重心。

多年来，该校以立德树人为根本，
“以本为本”，始终坚持教学工作的中心
地位，形成了“领导班子重视教学、政策
制度保障教学、经费投入优先教学、优
化管理服务教学、教师潜心投入教学”

的工作格局。
琼台师范学院领导班子高度重视

教学工作，对强化教学工作和人才培养
中心地位形成高度共识，将教学工作摆
在“一把手工程”的重要地位。根据该
校党政领导挂点联系教学单位制度，学
校领导班子成员定点联系教学单位，并
定期开展调查研究，深入一线了解教学

情况——每个学期，学校主要领导都要
走进课堂，听课不少于4课时，特别是
开学伊始，都要认真巡视检查“开学第
一课”开展情况，以此加强对学校教学
工作的督查与指导，确保本科人才培养
工作与学校改革发展同频共振。

此外，琼台师范学院还坚持“投入
优先、重点保障”原则，把本科教学经费

和与之相关的各项教学设施建设经费
作为年度预算的重点，根据学校教育事
业发展规划，统筹安排各项资金，坚持
优先投入教学，坚持把课程建设、学科
专业建设、教材建设、实验室建设等教
学改革与建设经费列入专项经费，予以
优先安排。据统计，近5年，该校年度
预算中，教学经费投入逐年增长。

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琼台师范学
院领导班子不断深化对教育规律的认
识，融合百年传统与时代精神，形成了
较为鲜明的办学特色。

作为扎根海南、服务海南的一所本
科院校，琼台师范学院重点面向海南培
养人才，在学生中唱响面向基层、到祖
国最需要的地方任教的主旋律——
2016年以来，80%以上的毕业生选择
在琼就业，其中大部分学生选择到基层

任教。特别是，该校近年还积极实施乡
村教师支持计划，培养“县来乡去”学前
师资500人，为乡镇中心幼儿园输送了
宝贵的专业人才和骨干力量。

目前，全省约有50%的小学校长、
70%的幼儿园园长、80%的幼儿园教师
都毕业于琼台师范学院这座“教师摇
篮”。近年评出的省级幼儿园骨干教师
中，更是有70%左右的人选毕业于该
校学前教育专业。他们扎根绿色大地，

奋战在各个农村教学点，奋战在人民群
众最需要的地方，为促进海南教育公平
做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全国最美乡
村教师”曾维奋、“海南省大学生志愿服
务中西部计划优秀志愿者”唐玉琳等优
秀教师就是他们的代表。

除了培养本校学生、深度服务海南
学前和基础教育，琼台师范学院作为省
内唯一的学前教育“国培”“省培”项目
实施机构，还承担了全省幼儿园教师职

后培训重任。2016年以来，该校实施
了“国培”“省培”、学科带头人、骨干园
长、骨干教师等培训项目上百个，培训
教师逾2万人，为促进海南教师队伍专
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此外，该校还持续开展对临高、五指山
等12个市县的对口帮扶，以实施送教下乡
的方式，派出优秀专家深入一线指导学前
教育工作，2016年至今，共帮扶300多所
乡镇幼儿园，受益教师超过4000人次。

为了把优质学前和基础教育
送到海南的每一个角落，2015年
以来，琼台师范学院以高度的责任
感和使命感，做好三沙的社会服务
工作——

琼台师范学院先于2015年受
托管理三沙市永兴学校，又于2018
年在三沙市永兴岛设立了琼台师范
学院附属永兴学校。经过几年努
力，永兴学校已办成祖国最南端的
综合性学校，不仅开展了学前教育、
小学教育、成人高等教育和职业技
术教育，还设立了国家教育考试点、
成人学历继续教育函授教学点等，
很好地满足了三沙军警民的教育和
学历提升需求。

在三沙市办学期间，琼台师范
学院师生还利用三沙独特的资源优
势，在环境保护、生态调查、历史文
化挖掘、南海文物收集与保护等方
面开展了多项研究，并形成有独特
价值的成果——由该校教师创作出
版的《永兴的太阳》《小蚂蚁去“旅
行”》《踏海拾浪——三沙油画作品
集》等一批作品和教材，为省内外学
校开展海洋意识教育、生态文明教
育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这些成果的取得，除了得益于
该校教师对教育教学工作的高度负
责、对维护国家主权的勇于承担，还
得益于琼台师范学院一直坚持将艺
术审美能力作为每位“琼台人”的必
备素质去培养，坚持“以美育人、以
文化人”，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

在专业美育方面，琼台师范学
院把艺术审美教育作为教师教育的
重要支撑，引进俄罗斯艺术科学院
院士、列宾美术学院米哈伊尔·库德
雷瓦蒂以及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苗

再新等数十位中外名师，建立了高
水平的专业教师团队，加强美术学、
音乐学等专业的学科建设；在公共
美育方面，该校为非艺术类本科专
业学生开设了《艺术与审美》《美学
基础》等12门全校性的通识选修艺
术课程，并通过开展“琼台文化艺术
活动月”等丰富的文艺活动，把艺术
审美教育融入到学生们学习和生活
的各方面、全过程，有效提升了学生
的艺术修养，确保了每位学生在校
期间都能掌握至少一项音乐技能、
一项美术技能。

值得一提的是，琼台师范学院
还着力转换教学成果，推动艺术教
育走出校园、服务社会——该校音
乐学院多次承办校外大型文艺活
动，带队赴三沙慰问演出，深入社区
举办文艺活动；美术学院多次承办
省旅文厅、省教育厅、省文联、省美
协等政府、社会团体主办的各类艺
术展览竞赛活动，多次承办非学历
性短期职业技能培训和小学美术教
师岗位培训，数次举办“版画”“水彩
画”“工笔画”培训班，为社会培养培
训了大量艺术人才。

“琼台师范学院作为推动海南
学前和基础教育发展的中坚力量，
有着百年服务海南教育事业的光辉
业绩。可以说，学校的成长和发展
与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富
强和人民幸福的历程紧密相连，与
海南人民追求自由、进步和幸福的
脚步紧紧相随。”该校党委书记李湖
表示，接下来，学校将继续认真贯彻
全国教育大会精神，按照省委、省政
府的部署，在省教育厅指导下，扎实
推进各项工作，为海南自由贸易港
建设培养更多优秀的学前和基础教
育人才。 （本版文字/林蔚 姚磊）

培养人才带好队伍，深度服务海南教育B

把优质教育送到海南的每一个角落C

将本科人才培养作为核心与重心A

琼
台
师
范
学
院
老
校
区
琼
台
书
院
，古
老
文
脉

与
青
春
朝
气
相
互
辉
映
。

琼
台
师
范
学
院
供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