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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极环境（TPE）”专家研
讨会在北京顺利召开
2010年9月17日，由中国科学院国际
合作局主办，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承
办的“第三极环境（TPE）”国内专家
研讨会在北京召开。科技部基础司副司
长廖小罕、基金委地学部冷疏影处长以
及中科院国际合作局国际组织处王振宇
处长等相关单位的领导以及中科院大气
所、兰州寒旱所、成都山地所、地质地
球所、兰州大学和北京大学等科研机构
的专家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青藏所所长姚檀栋院士主持，
八位专家作了相关报告，介绍了TPE计
划提出的背景和发展方向，尼泊尔姊

妹站等五个项目的进展和成果，以及
TPE项目办公室的工作与计划；并组织
了关于“第三极环境（TPE）”的自由
讨论，内容涉及第三极的定义和研究领
域、第三极周边国家的学术合作与交
流、第三极环境研究的意义和影响等主
题。与会领导和专家纷纷表示对“第三
极环境（TPE）”计划的支持并提出了
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第三极环境（TPE）”是一个崭新
而又长期的项目，不仅需要国内相关研
究所的合作与相关国家机关的支持，还
关系到国际合作与交流。这次国内专
家研讨会的成功召开在“第三极环境
（TPE）”计划走向世界的进程中是具
有重要意义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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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TPE资深专家研讨会在加
德满都成功召开
2010年10月26-28日，第二届第三极
环境（TPE）资深专家研讨会在喜马拉
雅山南坡的南亚国家尼泊尔成功召开。
此次会议是继去年在北京和拉萨召开的
首届TPE资深专家论坛之后的第二次会
议，由中国科学院国际合作局资助，第
三极环境（TPE）项目办公室承办，中
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尼泊尔特里
布汶大学水文系、国际山地中心、加德
满都大学、尼泊尔科技学院和尼泊尔政
府水文气象部协办。
第二届TPE资深专家研讨会旨在回顾
过去一年中在第三极地区开展的科研和
考察活动，总结重要的科学进展，探索
新的挑战，挖掘新的科学前沿问题，从
而提出进一步的合作研究实施方案。在
此宗旨的主导下，来自中国、印度、尼
泊尔、美国、日本、德国、意大利、冰
岛等16个国家的90余名科学家和项目管
理人员应邀参加了会议，使本届论坛为
致力于第三极地区研究的科学家提供了
理想的交流经验、分享成果和共同展望
未来的平台。
研讨会上不仅听取了近40位科学家的
研究成果和野外考察活动的汇报，还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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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论坛上提出的六个关键科学问题开
展了分组讨论，包括：1）第三极地区
的古气候重建，2）水文和大气，3）冰
冻圈研究，4）生态系统研究，5）人类
活动影响，和6）人类应对策略。科学
家们围绕上述主题积极发言、为未来共
同努力的目标和方向建言献策。与会专
家为进一步落实相互合作与交流，一致
同意建立旗舰观测站，并稳步推动数据
共享平台的建立。此外，专家们还提出
建立一系列跨境考察断面，以全面理解
第三极地区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经历
的环境变化。应冰岛科学家的提议，会
议最后决定2011年9月在冰岛举行第三
届TPE资深专家研讨会。
此次研讨会后，TPE项目办公室将在
2010年11月中旬完成第二届TPE资深专
家研讨会的会议报告，组织承办2010年
12月美国地球物理学联合会秋季会议的
TPE分会和2011年4月欧洲地球科学联合
会年会的TPE分会，并在2011年春夏开
展针对第三极地区国家青年科研人员的
科技培训。与此同时，TPE项目办公室
欢迎对第三极地区环境变化感兴趣的科
学家和项目管理人员关注TPE网站上相
关的新闻与科研进展，提出您的意见和
建议，共同推动人类对第三极环境变化
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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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杂志报道由中国科学
家发起的“第三极环境计划”

喜马拉雅大学联盟图书馆员会
议在加德满都召开

2010年11月11日，英国《自然》
（NATURE）杂志第468期报道了由中
国科学家发起的“第三极环境(Third
Pole Environment, TPE)计划”，科学
家们聚集一堂，准备通过开展这一国际
研究计划来理解和减轻“第三极地区”
的环境变化。

2010年8月26-27日，由国际山地综合
发展中心（ICIMOD）组织的“喜马拉雅
大学联盟（HUC）图书馆员会议：HUC成
员馆馆藏链接与获取” 研讨会在尼泊
尔首都加德满都召开。该会议由爱思唯
尔基金会资助，来自六个成员国（阿富
汗，孟加拉国，中国，印度，尼泊尔和
巴基斯坦）以及ICIMOD的25位代表参加
了本次研讨会。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
地理研究所文献信息中心张爱军参加了
此次研讨会。

TPE科学委员会将会很快起草一份研
究计划来记录第三极地区的气候变化、
冰川变化、冻土变化、水资源变化、生
物多样性以及人类影响。这份将会在
2011年秋之前定稿的计划要求在青藏高
原和喜马拉雅山脉地区进行联合考察，
并且在该地区建立多学科观测与研究站
点，以覆盖关键的地质、地理区和气候
类型以及重要的河流和湖泊流域。一旦
具体计划确定下来，TPE科学委员会将
寻求国家和国际资助机构的经费支持。
德国的森根堡科研机构与博物馆世
界生物多样性(Senckenberg
World
of
Biodiversity)
联盟主任、TPE
科学委员会的另一联合主席Volker
Mosbrugger说，该计划最重要的部分是
建立共享数据库，但是国家间的利益关
系可能会成为主要的障碍，特别是共享
数据关系到水资源时更是如此。“如果
没有一个正常运行的共享数据库，那么
该计划可能就只停留在纸上”。位于伯
尔尼大学的山地研究计划主任Gregory
Greenwood说，“这将是一个巨大的挑
战。”
该委员会将会起草一份数据共享协
议，在对该计划感兴趣的国家之间进行
磋商，让科学家们共享信息但保留被认
为是政治敏感的数据。中科院青藏高原
所姚檀栋院士说，“如果没有通力合作
以汇集‘第三极地区’的数据”，“就
不可能全面了解环境变化的影响和反馈
机制”。

会议旨在将各成员馆的馆藏联接在
一起，构建HUC数字图书馆知识库。项
目总负责人Madhav Karki博士在开幕式
上致辞，他指出：喜马拉雅山学术合作
与数字图书馆建设将对喜马拉雅山地区
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会议期间，与会
代表就各单位信息资源建设与数字图书
馆技术的应用现况展开了交流，并就相
关资源共建共享所存在的问题与解决对
策进行了讨论。通过两天的大会讨论和
交流，代表们一致认可项目的建设起点
从灰色文献（主要包括大学或研究所的
学位论文、会议论文、在研项目以及科
研成果）的数字化建设着手。代表们相
信，通过HUC数字图书馆知识库的逐期
建设，将对山地研究与经济的可持续发
展起到支撑作用。

国际山地研究组织MRI执行主席
访问成都山地所及贡嘎山站
应中科院成都山地所程根伟副所
长、贡嘎山高山森林生态系统观测试
验站站长王根绪研究员邀请，国际山
地研究组织MRI（Mountain
Research
Initiative）执行主席、瑞士伯恩大学
地理研究所Gregory B. Greenwood博士
于2010年11月2-7日对山地所进行了友
好访问，并考察了中科院贡嘎山高山森
林生态系统观测研究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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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促进贡嘎山站开展国际合作研究、
拓展贡嘎山站科学研究领域等方面的若
干极具针对性和建设性的建议

11月2日上午，Greenwood博士与邓
伟所长就我国山地整体分布格局，未
来世界山地研究趋势以及山地所开展的
山地研究工作进行了深入地交流，详细
地听取了程根伟副所长对本所在山地灾
害与环境方面取得的突出成绩和先进
技术方面的介绍。下午，Gregory
B.
Greenwood博士做了“A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the Coupled HumanEarth System in the Mountains of
Monsoon Asia”的学术报告，讲解了人
类与地球系统耦合的各学科之间的联
系，进而深入广泛认识人类与环境之
间的相互关系，并就相关问题与山地所
科研学者及广大研究生进行了热烈的讨
论。报告会由王根绪研究员主持。
11月3-6日，在罗辑研究员和杨燕博
士的陪同下，Gregory B. Greenwood教
授对贡嘎山高山生态系统观测试验站进
行了科学考察。罗辑研究员详细讲解了
贡嘎山站的建站历史，现有的研究设施
及研究优势。Gregory B. Greenwood教
授重点了解了气候变化对垂直带谱上不
同植被类型影响、冰川退缩及旅游开发
对贡嘎山生态水文环境的影响。同时，
对贡嘎山周边藏族、彝族和汉族聚居地
村民进行走访调查，了解贡嘎山丰富的
生物多样性资源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社会
生态学关系。考察结束后，Gregory B.
Greenwood教授就贡嘎山站突出的山地
环境研究优势、在国际山地变化研究的
主要特色领域以及未来应该着重发展的
方向与王根绪站长进行了深入讨论，提
4

Gregory B. Greenwood教授在全球
变化对土地利用和山地生态学研究方
面具有丰富经验。他目前致力于在世
界各地推动和推广山区气候变化与生
态系统服务功能关系的社会生态学研
究。Greenwood 博士本次来访为我所的
山地环境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走向国际
舞台提供了良好契机和机遇。

“东南亚灾害性泥石流监测预
警技术与示范”项目在成都开
展国际学术交流活动
2010年11月24-26日， “东南亚灾害
性泥石流监测预警技术与示范”项目邀
请来自老挝、越南、泰国、新加坡、菲
律宾、印度尼西亚、尼泊尔等八个东南
亚国家的二十多位学者专家齐聚成都，
开展东南亚灾害性泥石流监测预警技术
学术交流活动。24日，“东南亚灾害性
泥石流监测预警技术与示范交流会”在
中科院成都山地所举行，会议由项目负
责人、山地所陈宁生研究员主持，国家
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杨昆处长、四
川省科技厅罗治平副厅长、中科院成都
分院袁家虎院长、山地所邓伟所长和有
关政府部门领导等40余人参加了会议。
此次会议的目标为分享山洪泥石流
防治经验，介绍中国泥石流监测预警
系统，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交流山洪泥
石流防治技术与管理经验提供平台，促
进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国际科技合作事
业。会议安排了为期一天的学术会议和
为期两天的野外考察，以期较为全面地
介绍中国西南山洪泥石流的防治理论、
技术和示范工程。
会议开幕式上，与会各级领导首先
致欢迎辞，表达对东南亚专家的欢迎和
感谢之意。四川省科技厅罗治平副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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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欢迎辞中指出，四川省和东南亚地区
都是山洪泥石流灾害频发地区，希望通
过此次会议，中国能与东南亚地区搭建
合作平台，建立合作网络，加强沟通与
交流，共享技术与经验；成都分院袁家
虎院长在会议致辞中指出，山地所是我
院和我国唯一一所从事山地研究的国家
级专业研究所，在山洪泥石流研究方面
具有很大的优势和知名度，成都分院将
一如既往地支持山地所研究和解决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所遇到的山区山地科
学问题，特别是支持山洪泥石流监测预
警的研究和开发，并争取逐步社会化、
产业化、国际化，希望将来和东南亚各
国朋友在山洪泥石流监测技术、生物技
术、有机化学工程和光电技术等方面开
展广泛的科技合作；山地所邓伟所长向
与会领导和专家简要介绍了山地所概况
和山地所灾害防治成果，表达了愿与东
南亚各国携手共建东南亚区域灾害性泥
石流预警监测平台的强烈愿望。
会议紧紧围绕Why, What 和How三个
问题，分专题探讨中国和东南亚地区山
洪泥石流灾害防治理论与技术。首先，
从Why出发，介绍中国和东南亚地区灾
害背景，包括灾害形成条件（频度、
分布区域、年损失量等）、现有的灾
害监测预警系统和中国与东南亚联合开
展山洪泥石流防治工作的必要性和紧迫
性；接着，紧扣what，抛出以下关键
问题：What can the government and
NGOs do to promote the alleviation
i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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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How，探讨如何促进中国与东南亚
地区在灾害领域的合作和信息交流，如
何构建东南亚合作交流平台，如何在山
洪泥石流防治领域建立中国与东南亚地
区长期合作机制。
山地所崔鹏研究员和陈宁生研究员
作为中方代表跟大家分享了题为“中国
泥石流监测预警概论与前瞻”和“四川
省汶川灾区山洪泥石流监测预警”的专
题报告，从理论到具体案例介绍了中国
当前山洪泥石流监测预警技术体系；东
南亚各国的专家分别介绍了各自国家的
山洪泥石流监测预警技术和综合管理政
策。随后，与会成员就相关学术问题和
如何开展国际科技合作的问题进行了广
泛的磋商。
会后，与会外方代表在陈宁生研究员
的陪同下参观了周边泥石流灾害点：虹
口、龙池和清平，对中国西南泥石流成
灾减灾现状有了进一步了解。

中科院成都山地所召开2010年
国际泥石流学术会议
近年来，随着极端天气导致的强降雨
的频繁出现，地质灾害越来越多，泥石
流作为其中最为严重的地质灾害之一，
已经严重威胁到山区人民的生活，制约
了山区的发展。为了促进亚洲泥石流学
者之间的技术交流，提高亚洲泥石流的
减灾水平，中科院成都山地所于2010
年11月27日--12月2日举办了亚洲泥石
流学术研讨会，并在会后进行了野外
考察。中科院国际合作局国际组织处王
振宇处长、人事教育局人才处赵淑玉主
管、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国际生态系统管
理伙伴计划刘健主任、香港大学李焯芬
院士、清华大学王光谦院士以及来自日
本、哈萨克斯坦、尼泊尔、泰国、新加
坡、香港及台湾地区的近20位外宾、50
余位国内学者参加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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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由山地灾害与地表过程重点实验
室主任崔鹏主持，邓伟所长致欢迎辞。
研讨会进行了学术交流和关于成立亚洲
泥石流组织两个部分的讨论。学术交流
始终在热烈的讨论中进行，28位科学家
交流了近年来气候变化对泥石流活动方
面的影响、泥石流起动、运动、预警预
报以及其他研究领域中科研工作的新方
法、新思路及取得的新成果，知名科学
家之间的热烈讨论让会场气氛高潮不
断。
在会议的最后部分，各位来自亚洲
的与会代表对近年来亚洲范围内发生的
大规模泥石流灾害进行讨论，对加强亚
洲范围内泥石流学者之间的交流达成共
识，并对成立Asian Network on Debris
Flow的方案进行了初步探讨，最终成立
了一个由中国（包括香港和台湾地区）
、日本、尼泊尔、哈萨克斯坦、泰国、
新加坡、UNEP等近十个国家和地区以及
区域组织的代表组成的筹备小组，会议
最终决定在2011年或者2012年主办下次
学术研讨会并正式成立Asian Network
on Debris Flow。
研讨会结束后，20余名参会代表考察
了清平乡泥石流灾害点、北川地震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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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舟曲泥石流灾害点。经过与会代表六
天的努力工作，本次会议圆满结束。会
议通过学术交流和野外考察两种形式，
为亚洲各国泥石流专家提供了一个对特
大泥石流灾害形成机理与防治对策的思
考与讨论的平台。会议和野外考察期
间，也向国际学者展示了成都山地所在
泥石流研究方面的最新进展，有助于扩
大山地所在泥石流方面的国际影响。

大湄公河次区域资源与环境国
际学术研讨会在昆召开
由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自然资源
研究所举办，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和中国科学院国际合作局资助，云南
大学亚洲国际河流中心、中科院广州地
化所、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中
科院青海盐湖所、中国自然资源学会协
办的大湄公河次区域资源与环境国际学
术研讨会，于2010年10月28-31日在云
南昆明举行，来自澜沧江-湄公河区域
的六个流域国中国、柬埔寨、老挝、缅
甸、泰国、越南，以及澳大利亚、德国
的60余名学者参加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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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主题是大湄公河次区域资源、生
态和环境的合作，内容包括水电开发影
响评价、土地利用变化及驱动力分析、
矿产开发、资源开发及其环境影响、可
再生资源开发利用、旅游资源开发及可
持续发展模式、气候变化影响及适应性
等。
会议代表就大湄公河次区域的气候变
化、土地利用变化、矿产开发、水资源
开发利用、生态环境变化与可持续发展
等内容进行了重点讨论。会后，会议代
表就大湄公河次区域生态环境变化、资
源开发及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合作进行
讨论。通过本次会议的交流，与会代表
们对目前大湄公河次区域存在的主要问
题，以及加强在资源、生态、环境等方
面的合作以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方面形
成了共识。

ESPA项目计划建议研讨会在尼
泊尔加德满都召开
生态系统服务与扶贫效益（ESPA）项
目计划建议研讨会于2010年12月在尼泊
尔首都加德满都召开。会议由尼泊尔国
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ICIMOD）主办，
此次会议的主题是联合南亚地区的合作
伙伴，共同撰写英国研究理事会资助的
ESPA项目申请书，争取进入ESPA计划。
此次会议主要有来自中国、印度和尼泊
尔的科学家参加。应ICIMOD邀请，成都
山地所邓伟等4人于2010年12月7-11日
赴尼泊尔参加研讨会。

2011年4月

会议由ICIMOD的水、灾害与环境部
门主任欧阳华研究员主持，ICIMOD科
西河流域项目协调员Garrett
Kilroy
博士概要地介绍了ESPA项目情况，以及
科西河项目草案的总体框架、撰写格式
与要求。与会成员分组详细地研讨了该
计划的科学问题、研究内容、目标、队
伍、机制，及立项日程安排等问题。经
过参会专家两天的共同努力，初步完成
了ESPA项目申请书初稿。会后，各国专
家将尽快修改完善申请书初稿，确保在
2011年1月19日前提交到英国研究理事
会。
成都山地所邓伟等人从事山地灾害、
生态领域的研究，此次应邀参会负责撰
写ESPA项目申请书的山地灾害和生态领
域内容。

国际山地中心中委会秘书处开
展国际山地日宣传活动
在1998年11月的联合国大会上，将
2002年定为“国际山地年”，以强调
山地生态系统在提供诸如水资源、森林
产品等物资，以及提供生物多样性的稀
有物种保护区、碳和土壤营养物的储存
地、旅游场所等方面的重要作用。随
后，联合国大会指定从2003年起的每年
12月11日为“国际山地日”，同时把联
合国粮农组织指定为国际山地年的领导
协调机构并被委任负责组织国际山地日
的纪念活动。
为了突出全球山区生态系统的重要
性，不断提升对山区社会独特需求的重
视，每年的“国际山地日”都有一个鲜
明的主题。“2010年国际山地日”的主
题是“山区少数民族和土著人民”。其
目的是提高公众对于居住在山区环境中
的土著人民及少数民族的认识，以及对
于其文化遗产、传统和习俗之间联系的
认识。
今年“国际山地日”的主题重点关
注生活在山区的土著人们及其他少数民
7

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中国委员会, 第五卷/第一期

2011年4月

族。其目标是凸显这些社区所面临的威
胁，但同时也是为了认可他们在克服饥
饿和营养不良、生物多样性丧失及气候
变化的全球挑战方面能够做出的重要贡
献。
今年的“国际山地日”提供了一个
很好的机会来反映加强土著社区能力并
帮助他们保护传统知识是多么重要。这
些传统知识包括科学、农作方式、对全
球变化的反应、医药和卫生实践、动植
物、口口相传的传统、工艺和艺术。
为宣传“国际山地日”，国际山地中
心中国委员会秘书处响应联合国粮农组
织森林管理司的号召组织了宣展活动，
制作了宣传活动主题展板，准备了有关
国际山地中心在灾害管理、气候变化、
山区发展等方面以及中委会工作简报等
相关资料进行散发。

中科院成都山地所与尼泊尔特
里布文大学签署科技合作协议
2011年3月11日，中科院成都山地所
与尼泊尔特里布文大学科技合作协议签
字仪式在成都山地所举行。这将进一步
推进山地所在喜马拉雅地区多边合作，
并全面加强双方在青年科技人员与研究
生等人员交流、信息资料共享以及项目
合作等方面的合作关系。
在中科院对外合作重点项目《气候
变化影响下喜马拉雅地区山地地表过程
与区域响应对策前期研究》的实施过程
中，成都山地所与特里布文大学的相关

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中国委员会致力于
加强与南亚国家的科技交流，促进成员机
构的科技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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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2010年12
月，成都山地所邓伟所长率团借访问国
际山地中心之际，会晤了特里布文大学
常务副校长Dr. Madhab Prasad Sharma
博士，商讨了双方科技合作事宜，以此
推动和扩展成都山地所在南亚地区的科
技合作。
此次受邓伟所长邀请，特里布文大学
常务副校长Dr. Madhab Prasad Sharma
博士、国际关系中心执行主任Dr.
Krishna Belbase博士和Dr. Balmukunda
Regmi博士专程赴成都参加了合作协议
签字仪式。邓伟所长主持签字仪式并致
欢迎辞。Dr. Madhab Prasad Sharma博
士和韦方强副所长分别介绍了特里布文
大学和成都山地所的基本情况，双方就
今后合作领域和计划进行了讨论，并表
示要坚定信念，从实做起，持续推动。
尼泊尔特里布文大学建于1959年，
是尼泊尔规模最大，历史最长的一所大
学，校长为尼泊尔总理，有60个直属学
院和732个附属学院分布在全国各地。
大学设4个研究所，4个学院，教职员工
15000人，2011年直属院校注册学生总
数18万多人，90%的尼泊尔大学生毕业
于该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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