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裕湘纱厂一壶茶，湘江北去；
珠峰登顶十三年，旧日时光。
5月27日，2020珠峰高程测

量登山队成功登顶。
2007年5月24日6时55分，

长沙人徐江雷成功登顶珠穆朗
玛峰（8844.43米），成为湖南省
历史上登珠峰第一人。

十余年时光一闪而过，在湘
江畔，只凭一壶茶，长沙老口子
徐江雷一口一饮，与记者对坐一
下午，聊了许多许久。

徐江雷从事过证券工作，开
过广告公司。2002年徐江雷开始
登山，2006年9月登顶海拔8201
米的卓奥友峰，获得攀登珠峰的
资格。

2007年5月24日， 徐江雷
成功登顶珠峰， 改写了湖南历
史上从未有人登顶珠峰的纪
录。

“登上顶， 就在上面呆了十

多分钟，拍照、展示旗帜。”徐江
雷说，登顶之后，他当日就回到
了6500米营地。

从来是后浪推前浪。徐江雷
告诉记者，十三年时间，湖南已
经有7位登山爱好者登上过珠穆
朗玛峰，譬如湖南首位登顶珠峰
的女性林曦。

登上珠峰后，徐江雷常说一
句话：“我是死过一回的人，老天
爷给我留了一条命，那我就好好
活着。”

珠峰下来之后，徐江雷曾有
计划去游历南极北极，由于种种
原因，终未如愿。徐江雷说，有时
有点遗憾也好。

在湘江之畔， 徐江雷说，他
现在有两个计划，一是建设一个
户外攀岩基地，方便户外爱好者
运动，另一个是自己找机会考飞
机驾照，能在空中看山。

■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朱玉文

青春由磨砺而出彩，人生因奋
斗而升华。五月繁花绚烂，充满着"
青春"的气息。 为加强青年员工之
间工作、文化交流学习，促进处于
各个阶段、各个岗位青年员工沟通
了解， 展示青年员工风采，5月16
日，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举办“以
少年之名，赴青春之约”青年活动。

“无奋斗、 不青春”“在奋斗中
绽放最美青春，砥砺奋进的我们这
一年”“正青春， 一起拼”“眺望未
来”“绽放2020， 奋斗是青春最亮
丽的底色”……活动上，中国银行
湖南省分行的青年员工们分享着
自己的青年说，引来台下的阵阵掌

声。
在入职中国银行工作的这几

年收获到了什么？青年员工在中国
银行发展还需要什么？青年员工成
长有什么困惑烦恼？青年们畅所欲
言，分享入行以来的真情实感。

座谈会后，中国银行湖南省分
行还组织参观了湖南恒茂高科股
份有限公司和醴陵市振美艺术陶
瓷有限公司。

在醴陵市振美艺术陶瓷有限
公司的制造工坊，了解到每一件釉
下彩瓷都是纯手工打制，从原料到
成型、彩绘、烧制、检验，每一步都
离不开匠人们的细心雕琢与精湛

技艺，触动着这些青年员工们。
据悉，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高

度关注青年员工成长，活动旨在加
强青年员工的思想引导和教育，以
昂扬的斗志、 踏实的心态努力工
作，立足本职岗位，勇于担当奉献，
用实际行动为湖南高质量发展汇
聚青春智慧，贡献青春力量。

■通讯员 肖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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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顶“地球之巅”
再测珠峰“身高”
停留150分钟，创下中国人新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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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顶测量
首次依托北斗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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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员在峰顶
停留了150分钟创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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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

5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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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00万年前从海底隆升而成的喜马拉雅山脉主
峰，时隔15年后再次迎来中国测量队伍。

以少年之名，赴青春之约 湖南中行举办青年活动 关注员工成长成才

5月27日，2020珠峰高程测量登山队在峰顶合影留念。 新华社 图

湖南登顶珠峰第一人：
想考飞机驾照，能在空中看山

珠峰峰顶有5G网络？

4月30日， 全球海拔最高的5G
基站在珠峰海拔6500米前进营地
开通，中国首次实现5G信号对珠峰
北坡登山线路及峰顶的覆盖。5月
27日凌晨，新华云直播间里涌入了
约700万人次的网民， 一起观看冲
顶全过程，一同见证登顶珠峰的高
光时刻。网民赞叹，实现了有生之
年“攀上”珠峰的愿望。

珠峰上还有哪些动植物?

在新华社珠峰实时慢直播中，
一只偶然“出镜”的雄鹰走红网络，
“这么高也有鸟”“珠峰上还有哪些
动植物”等成为网民热议的话题。

什么时候能知道珠峰的“身高”？

登顶测量成功只意味着取得
了一手的测量数据，但并没有得到
珠峰的精确高程。这次珠峰高程测
量运用到了GNSS卫星测量、 雪深
雷达测量等多种传统和现代测量
技术， 大概需要2到3个月时间进行
计算，才会得出珠峰精确的“身高”。

我们为什么要测量？

既然这么难，我们为什么要测
量？为什么要一直测量？精准的测量
数据具有极高的科研价值。精确的峰
顶雪深、气象、风速等数据，可以为冰
川监测、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研究
提供第一手资料，测量的结果还将用
来准确分析地壳运动变化影响情
况， 因此测量珠峰高程从某种意义
上讲，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这么高也有鸟”
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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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议

●徐江雷：2007年5月24日
●张晓帆、尚玥、林曦（女）：2013年5月19日
●王洪明：2014年5月25日
●谢尔文（女）:2016年5月16日
●陈虎：2017年5月22日
●谭百浚：2019年5月23日

湖南人攀登珠峰全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