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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天气 | 阴天 26-34℃ 

十年回顾：我国地球系统科学在前进 

热烈欢迎来到第六届地球系统大会的会场！尽管由于

疫情推迟了一年，前面的五届大会十年时光，一步步的进

展指明了本届大会的方向。 

一．地球系统科学从哪里来？ 

回顾历史，地球系统是 1980 年代全球变化的新命题，

是向地质时期深远年代的新拓展。2001 年，英美两国地质

学会在爱丁堡联合举办 “地球系统过程国际大会”, 标志

着地球科学的新时期，从 21 世纪正式开始。在学术上，

这也标志着 20 世纪地球科学两大突破的汇合：全球变化

和板块学说的汇合，而板块学说的基础是深海探索。因此，

中国的地球系统科学大会，最初由大洋钻探专家委员会和

国家基金委联合发起，第一届的名称叫“深海研究与地球

系统科学学术研讨会”。  

由深海科学来发起地球系统的学术交流并非偶然，因

为我国地球科学原来缺的就是深海，海陆结合才成系统；

昂贵的大洋钻探也需要辐射效应，将深海探索的成果送上

大地。不过这样的名称有时也会产生误导，难以适应地球

系统科学汹涌的来势。根据大家的建议，2014 年开始，就

改名为现在的“地球系统科学大会”。  

二．十年来有多少进展？ 

两年一届的大会，恰如一步步的台阶，反映了地球系

统科学在我国的发展成长。五届大会专题设置和会议的规

模迅速增大，统计数字形象地描绘了这增长过程（图 1）。 

十年来，地球系统科学在学术界逐渐深入人心，正在

成为我国地球科学研究的新方向。国家基金委地球科学部

提出宜居地球战略部署的顶层设计，就是由深海-深地-深

空和地球系统“四梁” 构成。 

同时，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和基金委联手发起地球系统

科学战略研究，两年来密锣紧鼓地开展研讨活动，还会在

本次大会的闭幕式上做阶段性汇报。 

这些年来，地球系统科学一方面成为我国地球科学界

立题研究、论文成果的新方向，另一方面正在渗透到各大

高校的教学领域，应运而生研究生教材“地球系统与演变”，

也受到热烈欢迎。 

十年来的进展也反映在本次地球系统大会的内容上。

与以往相比，报告和讨论的题目更加深入：从核幔边界到

月球，从海沟深渊到极地，深海、深地、深空都有反映。  

（本刊编辑部） 

图 1 逐届地球系统科学大会数字统计比较 

三．如何预计今后十年的走向？ 

我国地球系统科学的发展以十年为单位，可以看到三

期：2000 年代是地球系统科学的引进期，犹如是土壤培肥

的准备阶段；2010 年代是启动期，好比是生根发芽的阶段，

十年里的五次地球系统会就像五片嫩叶，记录了成长过程。 

现在进入的 2020 年代，是我国地球系统科学的第三

期，2021 年的第六次大会就是揭幕典礼。地球系统科学在

中国已经进入成长期，应该是枝繁叶茂、蓬勃发展的好时

光。朝前看十年，可以预计会出现两种变化： 

一是随着探测手段和研究方法的成熟，将要出现更多

的研究新方向，诸如地球深部、比较行星学之类的新学科， 

和基于大量观测数据和数值模拟的新成果。    

二是因为和中国科技发展的转型期相重合，必然会从

跟随、模仿转入创新、挑战，立足于区域特色去重新认识传

统观念，抓住新的突破口去试探建立“中国学派”。   

现代科学是随着晚清“洋务运动”而引进的，当时的地

球科学曾经因为“路矿”的需求而成为科技的重中之重，出

现了一代我国地球科学的开创者。到今天，社会可持续发

展的重任又把地球系统科学推到了学术前沿，时代在召唤

着新一代的勇士，去为开创新一代的地球科学而激流勇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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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地球科学正在朝向系统科学的新方向发展。同济大学海洋与地球

科学学院一直致力于建设成为一个面向深海、以海陆结合、科学与技术结合为特色的世界一

流海洋科技研究中心和人才培养基地。在二十年教学科研实践基础上编写而成的《地球系统

与演变》一书，以圈层间相互作用为主题，重点突出机理追究和问题探讨，介绍各圈层的过程

与来历、讨论不同时间尺度的地球系统演变、也介绍了地球系统的研究和理论。国务院原总理

温家宝同志评价该书“是关于地球科学研究方向的一部重要著作”。现将温家宝同志亲书贺信原

稿刊登如下： 



 

 

 

 

 

 

 

 

 

 

 

 

 

 

 

 

 

 

 

 

 

 

 

 

 

 

 

 

 

 

 

 

 

 

 

 

 

 

 

 

 

 

风雨兼程逾十载 长风浩荡再续航 

戴高文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百年如潮涌，十年绽芳华。2021 年是具有里程碑 

意义的一年。这一年，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 

这一年，地球系统科学大会迎来十周年纪念； 

这一年，是我成为地学人的第十年。奋 

进之路步履铿锵，科学之峰上下求索， 

这是党的百年，是地球系统科学大 

会的十年，亦是我的十年。 

这十年，是探索的十年。随着地 

球系统科学大会议题的不断深入和会议 

规模的不断扩大，我得以在这个众“星”云 

集的平台上恣意领略科研人的风范，尽情感受 

思想智慧碰撞的火花，全心聆听前辈师者的谆教诲。 

我带着在这个平台上汲取的精神养分，走过黄土地， 

爬上祁连山，穿过大草原，钻进实验室。从黄土古气候 

到古气候模拟，从固体地球到地球表层，一路上只为追寻

地球母亲的几片记忆。 

2010 年，我满怀热忱 

与期待步入中国地大的校 

门，走近地质，研究黄土， 

学习古气候模拟。在与大 

会同频共振的十年里，我 

有幸于 2018 年参加盛会， 

并亲眼目睹了她的盛况。 

在枝枝蔓蔓的议题中，我 

深感人类对自然的认知仍 

然有限，未知的世界仍是 

壮阔无垠，这使我懂得了科研人需持有的谦卑力量。 

2021 年，我将继续追随地球系统科学大会的脚步，与

之一道追逐璀璨星河，携星辰大海。真诚祝愿地球系统科

学大会越办越好，真切期待中国的地学研究能更好地引领

科学发展的大潮！ 

我和 CESS 的第一次 

丁巍伟 

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 

第六届 CESS 终于又要召开了！依然还记得去年同

济大学翦知湣教授告知 CESS 要延期时，心里的那份失

望。是的，CESS 是我国内最爱的地学会议，没有之一。 

第一次了解地球系统科学的概念，就是在 2010 年

召开的第一届大会，不过那个时候还叫“深海研究与地球

系统科学学术研讨会”，那时候我也还是工作没几年，初

出茅庐的小伙子。“地球系统科学并不是地学各分支的简 

单累加，而是研究地球多圈层之间相互关联和相互 

作用，强调多学科交叉”，汪品先院士提出的这个 

概念当时给了我非常强烈的震撼，感觉眼界 

一下子开阔起来，以往非构造、或者非南海 

的报告和展板基本不看，慢慢也有耐心 

看下去，听下去，并且若有所得。    

依稀记得参加的第一届大会，参会者 

也已做海洋科学的居多，到处都是自

己仰慕已久的，平常只在文献中出现的 

大咖，而且周边磕头碰脑的都是熟悉和亲切 

的面孔，可以方便的组织在会场边上的聚餐。 

或者说，我一下子在这个会议上找到了家的感觉。 

之后的每一届，每次都像赴一个科学的盛宴，有着

简单形式但气氛特别活跃的 icebreaker，各种圆桌会议，

引领性的主题报告和 session 里面红耳赤的争论。会议的 

主题也不只限于海洋科 

学，做陆地的科学家也 

越来越多，“深海研究”这 

四个字也去掉了，成为

了真正的地球科学届的

盛会。当然，也有了自己

的第一次口头报告，第

一次组织 session，第一

次的青年学者大会报告

（面对千人听众的两股

战战还历历在目）。 

但是不曾想，却也有了和 CESS 的第一次失约。因

为参加北极航次的缘故，加上提前备航的时间，组织的

两个 session 都只能忍痛错失，当然也包括亲爱的小伙伴

们。期盼北极航次回来之后，用更优秀的成果向下一届

的 CESS 汇报。 

值此十周年之际，在本届会议正式开始前，

面向参会者征集“我与地球系统科学大会”纪念

短文，征文活动受到广泛关注和响应，我们将会

从本期陆续刊出优秀来稿节选。 



 

 

主办：会议秘书处  责任编辑：李江涛 

 编辑：崔宇驰 杜佳宗 郭俊杰 李嘉盈 王瑜

朱津琬 曾治惟  

  联系方式：jtli@tongji.edu.cn 

cess@tongji.edu.cn 

1.会议日程可在 CESS 官网进行快速搜索。 

2.东方厅 PPT 尺寸比例为 16:9，其他各分会

场比例均为 4:3，请各位报告人在报告前 30 分

钟到会场拷贝 PPT； 

3. 请各位参会人员配合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各层咨询台及各会议室门口备有口罩、免洗

消毒液及急救用品。 

本届会议简介 

受新冠疫情影响，原计划 2020 年召开的第六届“地球系统科学大会”（Conference on Earth System Science, 

CESS），暌违一年，终于将在 2021 年 7 月 7 日于上海拉开帷幕。相较往届，本次会议将会期延长至 4 天，近

两千名专家学者，逾千份论文摘要，48 个精彩纷呈的专题，每天有 10 个分会场同时进行精彩的学术交流活动

（具体日程参照会议手册）。 

在这场即将开启的学术盛宴中，与会人员将有机会尽情饱览包括“地球表层环境演变”、“海洋与气候”、“生

物地球化学循环”、“深部过程与行星循环”、“海洋资源、灾害与技术”、“科普和教育”在内的六大主题活动。除

由国内外地球科学领域知名专家所呈现的“大会特邀报告”之外，本次会议还将首次举办“深部地球的富氧活

动”、“河口海岸地质资源”两大科学主题的圆桌论坛，大会继续设置“青年学者论坛”环节以及“深空、深潜、深

时”信息发布会，并精心筹备了“地球系统科学战略研讨”一系列极富特色的学术活动。 

 

会务组将继续以《会议快讯》的形式对

本次大会热点和亮点进行跟踪报道，开设

“编者的话”、“今日看点”、“会场速递”、“人

物采访”、“十周年回顾与纪念”等板块，旨在

提供一份全面而生动的会议记录。无论是学

术思想碰撞，抑或是参会中的诸多感触，均

可以将您的稿件发送至邮箱 17666052@ 

tongji.edu.cn，来信请注明“大会投稿”。 

温馨提醒 

征稿启事 

  

请扫码输入注册

号，若显示为纸质发票

请前往发票领取台领

取；若显示为电子发

票，可直接下载或登录

CESS 官网进行下载。 

发票领取 

本次地球系统科学大会将继续评选优秀

学生展板并给予相应奖励。“优秀学生展板评

审委员会”将在会议期间参观学生展板展位，

评选出“优秀学生展板”，并在 7 月 10 日下午

的“大会总结”中颁奖。评选基本要求：在指定

的展板时间内等候在展板前参与讨论，出席

全程会议（包括颁奖仪式）。 

展板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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