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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湖：地球与火星在这里相望
急切探秘火星的朋友，不妨到青海“火星镇”来一场模拟“登陆火星”之旅

▲图为火星营地星空。 曾阳摄

本报记者陈凯、白玛央措

先秦屈子曾向天发问：“天何所沓？十二焉分？
日月安属？列星安陈？”7 月 23 日 12时 41 分，我
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探测器发射升
空。“天问一号”开启漫漫征途，奔向火星。

火星，离我们越来越近。
但在青藏高原柴达木盆地西北边缘——冷

湖，亦可感受这一跨越千年的“天问”。科幻作家刘
慈欣曾说：“第一次到冷湖时，毫不怀疑自己真的
置身火星的环境中。”

冷湖镇隶属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茫
崖市，位于甘青新三省区交界处。从冷湖沿着阿尔
金山脉向北，250 公里外的甘肃省敦煌市是最近
的城市。

在这里，戈壁滩荒凉无垠，映入眼帘只有阵阵
呼啸的“风斧”裹挟着飞沙扬砾，雕刻出怪异嶙峋、
形态万千的风蚀土林群。如此奇特的地理环境，瑰
丽的自然风光，绚丽的暗夜星空……吸引着一批
批科学家、文学家、科幻爱好者和游客来探秘这片
“火星秘境”。

走向神秘“远古”：地球上最不像

地球的地方

连绵起伏的土丘矗立在荒漠之上，季节性流
水交替冲刷，干枯的河道千沟万壑交错纵横。苍茫
中零星点缀的骆驼刺，透露出生命的顽强。驱车穿
越，犹如置身于另一个星球般陌生与孤寂。

1954 年，第一批地质队员骑着骆驼走进原
野，驼铃声声唤醒了这片沉睡千年的土地。

冷湖，蒙古语称为“呼通诺尔湖”，意为异常冰
冷的湖水。这里为什么是“地球上最不像地球的地
方”？

或许在柴达木盆地广袤的雅丹群中可以寻到
一些端倪。青海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侯光良教
授多次踏上这片土地，探寻雅丹群今昔之变。

雅丹地貌在我国新疆罗布泊、甘肃敦煌和青
海柴达木盆地西北部有较大面积分布。其中，柴达
木盆地雅丹地貌面积最大，达 2 . 15 万平方公里。

大约在第四纪，柴达木盆地曾是一片巨大的古
湖，后因长期地质演化，大湖逐渐消失，湖底沉积物
固结成岩。植被缺乏、土壤松散加之大风侵蚀，在万
年风雨作用下，逐渐形成奇特的雅丹地貌。

如今，这里常年寒冷多风，少雨干旱，昼夜温
差大，四季不分明，年均气温 4 摄氏度，属典型大
陆性气候。因为有着规模宏大、形态各异的雅丹地
貌，此处“犹如外星表面”。

“南昆仑、北祁连，山下瀚海八百里，八百里瀚
海无人烟。”神奇的柴达木盆地不仅有大自然的鬼
斧神工，而且还有太多未解之谜……

奇幻的“神秘天眼”：距离茫崖市花土沟镇 27
公里处，有一片直径 10 多米的泉水静谧镶嵌在褐
色土地上，当地人称之为艾肯泉。从空中俯瞰，泉
眼与喷涌而出的泉水组成了“大地瞳孔”的造型。
因长期蒸发，泉水里的矿物质在土地上沉淀出深
红、环带状的“天眼边界”。

关于艾肯泉，俄国 19世纪探险家普尔热瓦尔
斯基在《走向罗布泊》中这样记载：“这以后我们沿
着尕斯库勒湖的南岸向前走，在西南五公里外的

艾肯泉边宿营，艾肯这个泉名是可怕的意思。据向
导说，连野兽也害怕这个泉，绝不喝泉里的水，但
也说不清为什么可怕。”

如今，地质专家实地考察并初步推测，艾肯泉
水颜色普通，但不能饮用。因为其中硫含量很高，
上升的泉水昼夜喷涌，腐蚀了周围的植被和土壤。
但目前缺少关于艾肯泉的完整报告，具体的成因、
流量和化学成分还有待进一步考察和分析。

“外星人”遗址之谜：在海西州德令哈市西南
40 多公里处的白公山山脚下，有一处约两米深的
洞穴。当地人说，山洞里曾有很大铁管，但铁管材
料不是地球人所能制造。如今，那个传说中的铁管
已被挪走，留下几口整齐、脸盆大小的圆洞，洞边
仍有明显的金属锈迹。对此，有人甚至推测白公山
是外星人留下的飞船发射场。

告别昔日繁华：从石油小镇到

“火星小镇”

冷湖镇东南方 20 公里外的戈壁上，有一片
20世纪 60 年代开发油田留下的遗迹。

1955 年始，地质部 5 个石油普查大队三年勘
探，找到 256 个可能储油的构造，发现了以青海冷
湖、四川龙女寺为代表的一批新油田。

关于柴达木盆地的石油勘探，当地民间流传
的一个悲怆故事。20世纪 50 年代，8 位来自南方

的女地质队员奉命到柴达木盆地进行石油勘探。
一次野外作业，8 人全部迷失在沟壑纵横的雅丹
群中，再也没有走出这片“魔鬼城”。后来人们将此
地取名为“南八仙”，以示纪念。

“1958 年 9 月 3 日，地中四井出油了！冷湖不
冷，冷湖沸腾了！”自此，冷湖油田成为当时全国著
名的四大油区之一。

53 岁的张亚平从小生活在冷湖，童年在五号
石油基地度过。她的记忆里，冷湖没有夏天，每天
推开家门，眼前只有一望无际的戈壁滩。

“东风浩荡时，油龙逐浪飞”。张亚平告诉记
者，1958 年以前，“老基地”就是一座帐篷城。此
后，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各族儿女汇集于冷湖，这
座因石油而建的小镇逐渐繁荣，医院、学校、电影
院、商店、书店、粮站、邮局、银行等一应俱全。根据
资料记载，冷湖最繁华时，人口达 10 万人之多。

直至 20世纪 80 年代后期，冷湖油田逐渐退
出历史舞台。火星表面般荒凉的土地上，昔日建筑
已风化成片片残垣，地中四井上废弃的“磕头机”
静静伫立在茫茫戈壁，仿佛诉说着石油小镇曾经
的辉煌。

现在，这里车轮滚滚，过去络绎不绝的公交
车、石油运输车，变成来自全国各地的商务车、越
野车。沿着柴达木最美公路——火星一号公路一
路驶来，一座崭新的火星小镇若隐若现在雄奇瑰
丽的雅丹群之间。

拥抱星辰大海：探索步伐永不停歇

告别石油小镇的昔日繁华，冷湖开始在颠
覆重构中探索未来发展。2019 年 3 月，冷湖火
星营地投入使用，营地设计成全封闭式的火星
太空舱，为游客提供完整的“火星登陆”体验。

打造火星及科幻爱好者的乐土，冷湖火星
营地建造仅用了 77 天。整个营地由睡眠舱、卫
浴、指挥舱、观景台和厨房等部分组成，可容纳
50-200 人，体验时长达 2-10 天。

茫崖市委常委、冷湖工业园党委副书记、冷
湖镇党委书记马文武表示，自 2017 年“冷湖火
星小镇”计划启动以来，通过融合地质考察、冷
湖实验室等多种科普方式，让更多科学爱好者
在这里学习体验。冷湖发展正在实现从地下转
向地上，转向星空；从地球转向火星，转向宇宙。

2020年 7月 22日，第三届冷湖科幻文学奖
颁奖典礼在火星营地正式举行。当天，探险者们在
“火星营地”仰望最纯净的星空，感受静谧一刻。

科幻作家韩松在第三届冷湖科幻文学奖致
辞信中表示：“冷湖是世界级的独一无二景观，
对开发保护这个资源的冷湖人，表达崇高的敬
意。经过三届，冷湖成了一个科幻创作的新源
泉，产生了大量让人难忘的科幻小说，初步形成
冷湖现象和冷湖效应。”

科幻作家用想象力和创造力为冷湖注入活
力，冷湖利用优质的暗夜星空资源，为科学家提
供了探索浩瀚宇宙的窗口。

凝望冷湖镇赛什腾山上空，清澈洁净的空
气，氤氲出一条闪烁的银河，深邃与璀璨的暗夜
星空恍如梦境，震撼人心。

专家认为，冷湖的晴夜数、夜天光背景、大
气消光（大气对天体辐射的吸收和散射）和视宁
度（大气湍动大小）等参数，均达到世界级优良
天文台址的条件。

落地赛什腾山天文台址的“大视场巡天望
远镜项目”，是冷湖向世界级天文观测基地迈进
的重要一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天文与空间科
学学院副院长孔旭介绍，大视场巡天望远镜口
径 2 . 5 米，采用国际先进的主焦光学设计，提
供大视场、高精度和宽波段巡天能力，能够每 3
夜巡测整个北天球一遍。

据了解，该望远镜有望于 2021 年底建成，
2022 年开展科学巡天观测。项目建成后，有望
在时域天文、外太阳系天体搜寻和近场宇宙学
等领域取得突破性原始创新成果。

远古神秘之地、繁华石油小镇、体验宇宙奇
幻的“火星镇”，一座年轻城市犹如火星在荒芜
中崛起，朝着宇宙星辰迸发。人们说，这就是冷
湖的“火星速度”，永不停止探索的脚步，永不停
止对宇宙的向往。

▲图为冷湖火星营地。

▲图为冷湖一处温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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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王一娟、闵捷

春秧街、李节街、启超道、白沙道……在香港
星罗棋布的街道中，以中国人名字命名的街道有
30 多条。数量虽少，却记录了一代又一代先辈勠
力奋进、心怀家国的感人故事。

没有这些先辈的艰苦努力、筚路蓝缕，就没有
香港的今天。那些铭刻在街道上、有时代印记的名
字，深深地嵌入历史记忆的深处，时至今日依然散
发着温煦之光。

在艰辛中崛起 取得街道“冠名权”

行走在香港街头，几乎触目皆是诸如砵甸乍、
爹核士、鸭巴甸等具有浓厚殖民色彩的街道名，以
中国人名字命名的街道，在香港长长短短 4000 多
条街道中数量并不多，若不细心寻找很容易错过。

铜锣湾，是香港最繁华的商业区之一，白底黑
字的“启超道”路牌矗立在客流密集的希慎广场
对面。

启超，就是梁启超，一个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名

字。中国近代史上，梁启超参与“公车上书”、戊戌
变法，呼吁救亡图存。“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智则国
智”，写于 1900 年、激情洋溢的《少年中国说》就是
出自他的手笔。

香港开埠初期，街道大多以英国的人名或地
名而命名，如砵甸乍街、坚尼地道、轩尼诗道等都
是以港督的名字命名。19世纪后期，香港作为中
国南部主要转口港的地位确立。

香港历史博物馆名誉顾问郑宝鸿对记者说，
这一时期，华商在香港经济中取得了举足轻重的
地位，如李升家族、利希慎家族等，随之出现了一
批以中国人名字命名的街道。

这些街道中，如寿臣山道以英国殖民统治时
期首位华人议政局（后改称香港行政会议）议员周
寿臣命名。20世纪初期，又有肇坚里以著名企业
家、慈善家邓肇坚命名，春秧街以“糖王”郭春秧命
名等。在铜锣湾，与启超道紧邻的白沙道取自原籍
广东新会的大儒陈献章（世称“白沙先生”）。

曾经富甲一方 “李升兄弟”今仍在

在铜锣湾坐叮叮车，约半小时即可到达上环
的李升街。或许你已猜到，此街以香港富商李升而
得名。还有一条以其弟李节命名的李节街则在
湾仔。

李升是 19 世纪重要的华人代表人物之一。
1854 年，李升一家为避战乱从广东新会来到香
港，起初从事金钱兑换生意，后创办贸易公司，逐
渐发展成为当时华商首富。

李升在香港拥有李升街、高升街、松秀东街及
松秀西街的产权。其中高升街以售卖中药材闻名，
又称“药材街”，是一条弧形街道。今日的高升街，
弥漫着浓浓的陈皮与紫苏等中药材的味道，售卖
中药材和参茸海味的店铺比比皆是。

记者按图索骥来到上环的李升街，走进李升
街游乐场。游乐场里有些健身器材，有人在长椅上

闲坐。一棵高大的杜英树正当花季，满树白花，
落英缤纷。

在湾仔，李节街是条南北走向的街道，北接
庄士敦道，南接皇后大道东。这条街并不太为人
注意，以李升的弟弟李节命名的李节街路牌
完好。

李节街曾有一排类似澳门大三巴牌坊的漂
亮旧楼，令人记忆深刻。1994 年因地产开发公
司建楼，旧楼被拆除，现在能看到的只有一面仿
造的外墙和一个南洋风格的小花园，算是依稀
保留了一点老街的风味。

热心公益 慷慨解囊报家国

英国殖民统治时期，有人热心公益，积极为
同胞争取利益，延续中华文化。也有人心怀家
国，支持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在历史上
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寿臣山道位于深水湾畔、风景优美。作为
香港历史上的名人，周寿臣 1861 年出生于香
港黄竹坑，1 8 7 4 年被清廷选中前往美国
学习。

回到香港后，周寿臣积极推动香港大学
创立中文系，改变了当时轻视中文及传统文
化的风气。他热心公益，多有建树。1937 年他
退任议政局议员后，当局把他住宅所在的山
命名为寿臣山，把他的住宅松寿居门前的道
路命名为寿山村道，环山的道路命名为寿臣
山道。

19 世纪末，孙中山先生发动反清武装起
义，香港一批爱国富商成为孙中山革命事业的
追随者。他们加入兴中会和同盟会，慷慨解囊，
为革命提供了巨额支持，有的甚至为此倾家
荡产。

李纪堂是富商李升的儿子，1895 年结识孙
中山，1900 年加入兴中会。“清季革命党员捐助
历次起义军饷最巨者，以李纪堂为第一。”冯自
由在《革命逸史》中写道。从他们的身上，可以看
到爱国商人的情操和气节。

寻访香港街名背后的先辈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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