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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十年前, 正当中国罹难文革浩劫的岁月里, 国

工作. 郭正堂和他的合作同事们的野外考察并不满足于公

际地球科学界却在深海海底取得了几十万年的沉积记录,

路沿线与河流两侧, 而是不畏艰苦进入山区深处, 因而能

证实了冰期旋回受地球轨道周期控制, 将古气候学推进到

够见到前人之所未见. 但是, 单纯的野外发现并不等于

机理研究的新阶段. 改革开放之后不久, 我国以黄土研究

科学突破, 新发现还需要与新方法相结合. 郭正堂和他学

为核心的古气候研究, 很快与国际接轨, 成为我国地球科

生们研究风尘沉积的一大特色, 在于古土壤分析中的新视

学的一大亮点, 国际的第四纪研究出现了深海、黄土与冰

角. 他们通过古土壤的微形态分析, 抓住成壤期内精细的

芯三足鼎立的新局面. 跨入 21 世纪, 我国的古气候研究呈

环境变化过程, 重建起复合土壤记录的事件序列, 鉴别出

现出全方位发展的繁荣景象, 国际地位蒸蒸日上, 学术战

其 中 的 突 变 事 件 [5~7]. 他 们 用 土 壤 学 指 标 定 量 测 定 成 壤

线捷报频传. 但与此同时, 如何进一步依靠我国独特的自

强度的变化, 估算出气候带的推移幅度, 进而实现了古

然条件, 使古环境研究向更大的广度和深度进军, 是学术

土壤事件和深海记录的比较. 正是采用了诸如此类的新方

界面临的新挑战.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 郭正堂及其团队郝

法, 而不是沿袭传统的土壤类比法, 才能够从古土壤层提

青振、吴海斌等人, 取得了“晚新生代风化成壤作用与东亚

取出水循环和碳循环演变的丰富信息, 取得了高水平的研

环境变化”的成果, 这是他们在古环境研究的攀峰路上, 迎

究结果.

接新挑战留下的新脚印, 为古环境研究谱写出新的篇章.

在祝贺郭正堂等人获奖的同时, 我们情不自禁地要为

中国黄土高原的地质记录属世界罕见, 然而认识其风

当前我国古气候研究的进展拍手叫好, 因为我国的地球科

尘堆积的年代范围, 却经历了一个不短的过程.几十年来,

学队伍已经成为一支举世瞩目的国际劲旅.但是和其他学

风尘记录从最初的几十万年拓展到 200 万年, 进而上溯到

科一样, 我们都面临着科研定位的“转型”任务. 国际的学

800 万年, 其古环境记录的价值也随着年代的延伸而相应

术交流犹如经济贸易, 都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分.

增加. 郭正堂团队的重大贡献, 在于发现了甘肃地区 2200

发展中国家主要依靠原料和劳动力输出, 而发达国家则以

万来的风成红土序列. 他们用 15 年的工夫, 通过 8 条剖面

深加工为主. 科学上的“原料”就是数据资料, 研究手段在

的分析研究, 证明亚洲内陆至少在中新世早期就开始了荒

于描述; 而“深加工”就是产生理论成果; 需要处理数据、

漠化, 并且通过古土壤等各种分析, 证明当时已经建立了

探索机理. 当前中国科学界面对的, 正是一个从“原料输

亚洲季风风系.这项发现在国际重要刊物发表后 [1,2], 引起

出”向“深加工”的转型期, 迫切需要科学工作者将研究的

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强烈反响, 作为古气候研究的突破性进

视野从地方扩大到全球, 将研究的方法从现象描述深入到

展, 引入了国际的教学参考文献与百库全书. 因为它不但

理论探索.这方面, 郭正堂的团队也作出了很好的榜样: 他

改变了风尘沉积和亚洲季风限于“800 万年”的原有认识,

们立足于中国独特的自然条件, 放眼全球, 在掌握大量实

而且厘清了东亚晚新生代气候环境转型的概念, 说明构造

际材料的同时探索机理. 比如从南北两半球气候不对称演

变动在中新世初曾达到改变大气环流的阈值, 有力地证明

化出发, 解释我国黄土高原和世界古气候变化中的特殊现

了渐新世/中新世交界中国古环境转型的观点 [3,4]. 此项发

象 [8], 解释世界甲烷浓度变化的地质记录等等.

现的重要意义在于澄清气候转型时间的同时, 也揭示了中

中国的科学研究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发展良机, 中

国和亚洲构造演变与气候环境的相互连接, 成为新生代地

国的自然环境又为地球科学提供了令人羡慕的研究条件.

球系统研究中的一大突破.

我们有理由期待, 拥有世界上最大科研队伍的中国, 终将

早中新世风尘系列的发现, 归功于长期扎实的野外

做出最有影响的科学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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