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31日，历时近3个月的北京2022年
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吉祥物征集活动正
式落下帷幕， 开始进入吉祥物评审阶
段。 记者获悉，大兴区向冬奥组委提交
的“麋鹿”设计方案正式参与此次冬奥
会吉祥物征集。

最终设计方案将于2019年
下半年发布

截稿日当天，位于北京冬奥组委首
钢办公区的吉祥物征集收稿处前来送
稿的应征者络绎不绝，北京市教委专门
派人送来了全市中小学生“我心中的吉
祥物”征集作品，中央美院、广州美院、
吉林艺术学院等专业院校也都扎堆赶
上末班车，让最后一天的送交稿的数量
达到了一个小高峰。

北京冬奥组委于今年8月8日北京
奥运会开幕十周年之际启动吉祥物征
集活动以来， 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海
内外各界人士通过各种形式向冬奥组
委推荐吉祥物。

北京冬奥组委介绍，北京冬奥组委
开展了多维度、 多视角的征集推广活
动。不仅吸引了广大青少年积极参与吉

祥物征集活动，同时，全国专业美术院
校和设计机构也广泛参与。中央美术学
院、清华美院、中国美术学院等国内10
所美术学院联合发起 “为2022冬奥设
计”倡议，同时举办吉祥物专业论坛讲
座等活动，在2018年北京冬博会设立吉
祥物全球征集活动展区。

北京冬奥组委相关部门负责人介
绍，根据网络数据统计，各类有关“北京
2022吉祥物征集”的微博话题累计阅读
量达到近5000万，于10月16日启动的关
于吉祥物征集的网络投票阅读量也已

超过百万次。
征集截止后，北京冬奥组委将组织

专家评审会，通过初评和复评，选出10
件获奖作品，最终确定的设计方案将于
2019年下半年适时发布。

大兴麋鹿正式申报冬奥吉祥物

麋鹿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跑得
快、游得快，善于爬冰卧雪，是名副其实
的“运动健将”。谈到此次麋鹿吉祥物设
计的创意，印刷学院设计艺术学院副院
长张晓东表示，考虑到冬奥元素，设计

就需要突出冰雪文化，冰雪如何与吉祥
物相融合，麋鹿本身的爬冰卧雪的特征
也正与此相呼应，雪花、冰花、雪山等要
素都会作为重要元素进行设计思考。

同时麋鹿吉祥物表面衣物、表皮肌
理等都要考虑到在冰雪环境中的呈现
效果，在性格和肢体上展示出平和与舒
展的姿态，体现出可爱与智慧，在设计
吉祥物时应考虑其肢体协调便于进行
冬奥会各种运动项目，这个还是和夏季
运动会有很大差异。

考虑到设计的吉祥物的美感需要，
参与麋鹿形象设计的北京印刷学院设
计艺术学院专业师生团队在麋鹿的鹿
角造型、手脚的造型比例、服装等方面
进行了多次研究，反复推敲。 张晓东透
露，麋鹿吉祥物设计将以活泼、可爱的
神态出现在大家面前。

据了解， 北京大兴是麋鹿的模式
种发现地、 本土野外灭绝地和种群重
引入地。 三十多年来， 麋鹿中心通过
湿地生态系统恢复、 麋鹿生物学研究
与技术集成、 迁地保护种群建立三项
举措， 使麋鹿保护种群实现了不断复
壮、 繁衍生息。 摘自《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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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国国欲欲在在 建建永永久久机机场场

中国首个南极永久机场

近日，中国《科技日报》微信公众号
一篇题为“重磅! 中国将在南极冰盖建
首个永久机场”的文章在国内互联网上
刷屏。 文章称，我国第35次南极考察队
队员将于11月2日搭乘“雪龙”号前往南
极。本次考察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在距离
南极中山站28公里的冰盖上，建设我国
第一个南极永久机场。

据报道 ， 在南极科考 “主力军 ”
随 “雪龙” 号起航前， 搭载 “先遣队”
的 “雪鹰601” 飞机已经抵达南极中山
站， 这已经是 “雪鹰601” 第4次参加
我国南极考察。 作为极地用固定翼飞
机， “雪鹰601” 可搭载科学观测设备
和人员， 为快速运输、 应急救援和科
学调查等极地考察活动提供了重要保
证。 但 “雪鹰601” 之前一直在俄罗斯
的南极机场停靠， 需要解决大量的协
调沟通工作。 为此， 在3年前， 我国第
32次南极考察队开始筹划在南极冰盖
建永久机场。 后续还进行了一系列的
勘探考察工作， 机场选址于距离中山
站 28公里的冰盖上 ， 预计跑道长度
1500米， 宽80米。

曾随中国第25次南极科考队出征
的人民日报记者余建斌表示， 参加第

25次南极科考时， 大部分队友都乘坐
“雪龙” 号从上海出发。 他为了节约时
间， 选择飞到澳大利亚珀斯的弗里曼
特尔港和 “雪龙 ” 号会合 。 那里是
“雪龙” 号在澳大利亚的主要补给地。
然后 “雪龙” 号穿越西风带， 到达南
极大陆上的中山站， 或是乔治王岛上
的长城站。 目前还不可能让所有队员
乘坐飞机直接飞到南极大陆。

建设难在哪

那么，在南极冰盖上建永久机场有
多难？ 《科技日报》的文章称，首先是位
置特殊，备选位置位于冰盖。 冰盖好比
盖在南极大陆上的一床“被子”，但它是
运动的。 要建永久机场，首先要找到一
个冰盖运动比较均一且流速较小的区
域。 为解决这个问题，一年前我国已在
备选地址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冰流场观
测并利用无人机进行了大面积的测绘。
其次，冰盖上覆盖的几米至几十米厚的
积雪无法满足起降要求，需要对积雪进
行“改造”。 改造流程大概是这样的：先
用雪铲、 吹雪机对积雪进行初步处理，
然后用压雪机压实，再辅以雪犁，将积
雪变成摩擦力大的粒雪表面。 如此反
复，难度可想而知。

文章称， 计划建造的这个机场规

模不算大， 但它对系统导航、 通讯系
统和气象保障系统的要求并不低。 比
如为解决气象保障问题， 3年前， 我国
已在备选位置架设了自动气象观测站，
积累气象相关信息。

北京师范大学全球变化与地球系
统科学研究院院长程晓表示， 难度首
先在选址方面， 比如目前中方飞机使
用最多的俄罗斯的机场选址在一个冰
川的侧翼， 冰的流速、 流向比较规则，
不易产生裂隙。 其次， 降雪的积累率
不能太大， 如果积累率太大， 跑道则
需要经常进行压实处理。 国外通常选
择在蓝冰上建机场， 也就是在露出地
表的纯冰上建造机场跑道， 机场寿命
和跑道强度都能够得到保证。

中国极地研究中心战略研究室主
任张侠表示，在南极建机场之所以很困
难，是因为99.4%都是冰雪覆盖的，剩下
的裸露区域很少，而且还被先发国家占
据用来修建他们的机场。中国准备修建
的这个机场计划适用于普通飞机，不是
像之前只能起降安装雪橇的轻型飞机，
这样可以帮助人员快速进出南极，大大
缩短运输时间，提高科学考察效率。 但
这种机场跑道的要求就很高了，尤其是
对于地面的硬度， 南极都是冰雪覆盖
的，硬度不够，这些都需要克服。

有什么用

余建斌表示，建设永久机场，一般
来说，意味着所在的科考站具备了较为
雄厚的实力，成为人员、物资的主要集
散地乃至中转站。比如澳大利亚凯西站
有一个永久机场，经常作为从其他大洲
飞来的航班降落地和中转站。建永久机
场，可以满足更大规模科考计划和国际
合作项目的需要，也意味着科学家可以
使用飞机来提升科考实力。

张侠认为， 建设永久机场的意义
主要有三个： 一是可以加载航空遥感
设备， 增加科学观测的范围； 二是允
许中大型运输机起降， 把以考察船为
核心的南极考察保障慢速系统升级为
未来以运输机为核心的快速系统； 三
是缩短了科研人员在南极野外暴露的
时间， 也缩短了紧急医疗救助的时间。

程晓表示， 永久机场是构建航空
运输与保障能力的重要步骤， 现在有
飞机， 但要用别人的机场， 未来中国
的极地飞机将可以在自己的永久机场
起降。 不过， 中国目前的极地固定翼
飞机只有一架， 随着中国航空工业的
发展与南极机场的建设， 未来有必要
构建更加强大的极地科考机队。

摘自 《环球时报》

南南海海子子““麋麋鹿鹿””

据报道， 我国第
35次南极考察队将于
11月2日搭乘 “雪龙”
号极地科考船赴南极科
考 ， 而此次考察的一个
重要任务就是在南极冰盖建
设我国第一个永久性机场 。 目
前， 在南极建设永久性机场有着
非常大的现实需求 ， 美 、 俄 、
英、 澳等多个大国均在南极建有
永久性机场， 最大的机场甚至能
起降空客A319飞机和C-17战略
运输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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