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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前人研究和笔者长期地质观察的基础上，针对庐山跨世纪的第四纪冰川之争，介绍了庐山白垩纪以来由 S 形复背斜地垒式断块山-变质核杂岩的成山过程、地层岩石分布状况及第四纪冰期时的山体地质结构与地貌；就庐山地区冰蚀地貌与
冰期、间冰期沉积物争议问题介绍了观察结果与认识。通过更新世冰期与全新世亚热带湿润多雨气候形成的地貌与沉积物对
比，揭示了二者的显著差异及泥石流与冰碛的不同；阐明了冰期后流水作用对冰蚀地形的强烈改造作用，以及庐山典型的冰蚀
与水蚀复合地貌景观。最后指出，庐山第四纪山岳冰川的形成与其独特的地垒式断块山构造地貌、特凉的小气候等条件密切
相关，特厚特硬的莲沱组砂岩是冰川遗迹保存的重要条件。因此，庐山成为中国第四纪冰川地质学的奠基之地和世界上中低
纬度、
中低山第四纪山岳冰川遗迹保存完美的唯一的地方。
关键词：
庐山成山过程；地质结构；第四纪冰川遗迹；形成与保存条件
中图分类号：
P534.6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2552（2019）02/03-0189-11

Yang M G, Ma Z X. Observation and consideration of the vestiges of Quaternary glacier on Lushan Mountain. Geological
Bulletin of China, 2019,38(2/3):189-199
Abstract：On the basis of research results, geological survey in Jiangxi Province and the authors’long-term geological observation
and in view of the trans- century controversy of the Lushan Quaternary glacier, this paper deals with the mountain- building
processes from S- type anticlinorium through horst block mountain to metamorphic core complexes, the outcrop condition of
stratigraphic rock, and the mountain outline during the Quaternary glacier since the Cretaceous period. In addition, it gives the
observation results and ideas concerning the disputed problems on the glaciated landform, glacier period and interglacier
sedimentation. In comparison with the landform and sedimentation formed as a result of Pleistocene glaciation and Helocene
subtropical moist and rainy climate, it reveals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debris flow and
glacier drift , and clarifies the flowing water influence on the glaciated landform and the typical glaciated and composite equeolandform. Finally, it indicates that the formation and remains of Lushan Quaternary alpine glacier are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the
unique horst block mountain tectonic landform, the coolest microclimate and the thickest and hardest sandstone in Liantuo
Formation, thus laying a foundation of the Quaternary glacial geology in China, and holding the unique well-preserved Quaternary
alpine glacier vestiges in the mid-low latitude and mid-low mountains in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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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位于江西省北部，九江市东南侧，恰如毛

2019 年

和冰碛物为什么只在山体北部？山上的花岗岩为

泽东所描绘的“一山飞峙”于长江南岸。1931 年李

什么没有形成漂砾？事实上，庐山上没有花岗岩，

四光在庐山地区发现第四纪冰川遗迹，在国内外地

花岗岩在庐山东面山麓岗阜地带；庐山中北部为巨

学界引发了“冰”与“非冰”的激烈之争 ，有力地推动

厚坚硬的南华纪下统莲沱组砂岩，比花岗岩抗风化

了庐山第四纪冰川地质研究的不断深化，取得了丰

侵蚀能力更强，利于保存冰蚀地貌，也利于漂砾形

硕的成果

[1-19]

，中国地质界大量有代表性的著作、图

成与存留；
庐山南部主要为新元古界变质的泥质粉砂

件、典藉和数据库对之都有记述。江西的地质工作

质夹砂质的浊积岩，
易于风化，
不易保存冰蚀地貌和

者对省域的第四纪地质开展了大量调查工作，进行

形成漂砾。这个问题说明，
要认识庐山真面目，
首先

了地层层序、时代、成因类型的详细划分与对比，确

要像李四光那样对庐山地质进行详细的观察。
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

认庐山存在第四纪山岳冰川活动。在区域地质、环
境地质调查报告及江西省区域地质志、江西省地质

先后开展了庐山地区 1∶20 万、1∶5 万区域地质调查

矿产志、中国区域地质志·江西志、江西省环境地质

和一些专题科学研究[34-36]①②③，发现该地区的地质构

志 [20-25] 等文献和 1∶50 万系列基础地质图件中都对

造十分复杂而独特。庐山位于扬子板块东部，奠基

庐山的第四纪冰川作了客观的反映。但“非冰”之

于晋宁期弧后盆地基底褶皱带之上的长江中下游

[26]

著述也颇多，早期最为反对的是巴博尔 、德日进

[27]

坳陷带九江坳陷东南缘。新元古代 8.5 亿年以来的

等国外学者；后来的反对者有黄培华等 。特别是

地层基本齐全。有晋宁期、燕山期 2 期岩浆活动。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施雅风院士的带动下，掀起

下面简要介绍庐山白垩纪以来的成山过程和第四

[28]

了空前强大的“非冰”说高潮

[29-33]

。1996 年庐山申报

世界自然文化双遗产，以“世界文化景观”列入世界

纪冰期时山体的基本轮廓。
1.1

早白垩世燕山运动 S 形褶皱山体形成期

遗产名录，而自然遗产申报受挫，与“非冰”之说在

庐山山体在前期地质构造的基础上，经历了燕

中外影响甚广有关。这对江西地质工作者触动很

山期褶皱造山与造山后伸展成山 2 个阶段。晚侏罗

大，认识到冰川的问题关系到庐山的科学地位和华

世晚期—早白垩世初期发生的燕山运动，使九江坳

南第四纪生态环境的变迁，也是长江中下游地区是

陷自青白口纪晚期以来的沉积盆地发生褶皱，形成

否存在第四纪冰川活动的重大问题，从而加大了对

了九江帚状旋卷式复式向斜(图 1)。

庐山区域地质与第四纪冰川地质的关注与观察研

庐山处于旋卷构造东南外缘的一条大型 S 形复

究力度。庐山以独特的地质构造与典型的第四纪

背斜北东段。复背斜在庐山北部轴向北东，倾伏于

冰川及冰蚀、水蚀复合地貌，于 2004 年成功申报世

湖口附近，在庐山中南部轴向为北北东，至德安附

界地质公园，并进行了园区建设，设置了冰川遗迹

近弯转为北东东、近东西向，总体呈“S”状，形成了

标牌，展示了典型标本、图片。2010 年施雅风著文

庐山似透镜状山体。复背斜核部为新元古界双桥

[31]

称他基本上否定了李四光学派的成果和观点 。对

山群浅变质褶皱基底（846~823Ma），以及晋宁期的

此，笔者认为，有必要结合江西地质工作者的调查

观音桥花岗岩株（815±16Ma）[37] 及其周缘中深变质

成果和自已的观察，就庐山“冰”与“非冰”之争的地

的星子岩群(851±14Ma)[38]。复背斜翼部依次为青白

质现象作进一步阐明，并将取得的认识与同仁们商

口系上部汉阳峰组变流纹斑岩（838±14Ma）[39] 和南

讨，以求取得共识，使庐山珍稀的第四纪冰川遗迹

华系、震旦系，以及古生界以陆表海相为主的沉

更好地为世人共享，
使中国第四纪冰川地质学得到更

积。沉积盖层中发育次级北东向宽缓褶皱。庐山

好的发展。并以此文纪念李四光先生诞辰130周年。

复背斜西侧有九江-德安北北东向断裂带和威家－

1

观口弧形走向断裂带，东侧有湖口西-星子北北东

庐山的成山过程与第四纪冰期的山体
结构和地貌轮廓

向断裂带（赣江断裂带北段），早期均属挤压左行走
滑性质。沿湖口西-星子断裂带有石背山、海会、东

庐山第四纪“冰”与“非冰”之争，与对庐山地质

牯山等早白垩世（127.2±1.2Ma）[40]S 形花岗岩株，于

构造和岩性组成的认识程度有关。记得在一次会

星子观音桥—东牯山地区形成晋宁-燕山晚期复式

议上，一位资深学者曾质疑：庐山所谓的冰蚀地貌

花岗岩穹隆（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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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九江帚状旋卷褶皱地貌（ETM 图像,1999.12）
Fig. 1 Brush-vortex fold landform in Jiujiang

1.2

晚白垩世—新近纪伸展成山期

第四纪冰期，断块山体范围大为减小。中低山主要

晚白垩世，庐山及邻区进入燕山期造山后伸展

由莲沱组砂岩组成，根据莲沱组漂砾分布范围，推

期，接受剥蚀。根据庐山周边古近纪红层断陷盆地

测莲沱组分布范围南界在汉阳峰至隘口一带，分布

分析，庐山于古近纪进入强烈伸展期。九江-德安、

局限的汉阳峰变质流纹斑岩，当时不整合于莲沱组

湖口西-星子 2 条北北东向断裂带这时转变为正断

之下，由于岩石较坚硬，构成了今日所见庐山主

层，在二者之间形成北北东向“横看成岭侧成峰”的

峰——汉阳峰。当时庐山山体包括部分新古元界

矩形地垒式断块山。中北部周缘有西林寺七里湖、

变质岩形成的中低山面积约为 300km2，即庐山在第

九江、星子古近纪小型红层断陷盆地，南部为北鄱

四纪初比现在稍大、稍高、部分山体可能更陡。

阳古近纪断陷盆地。断块山面积约 700km 。

1.4

2

冰后期的水流侵蚀作用

随同伸展块断作用，在庐山西南部的观音桥-

庐山冰期后，经历了晚更新世的干冷气候，进

东牯山晋宁、燕山期复式花岗岩穹隆又一次伸展拱

入全新世气候湿润多雨，受弱造山作用影响，山体

起，形成星子变质核杂岩构造。使中深变质的星子

周缘、长江沿岸与鄱阳湖盆地，地壳下沉，庐山山体

岩群和花岗岩体露于山体南部，覆于其上的南华

抬升，山体受到流水强烈侵蚀，尤其是变质岩区地

系—古生界沉积盖层向北西方向拆离滑脱。巨厚

貌受到较强改造，观音桥冰川“U”形谷因处于变质

的莲沱组砂岩残留于汉阳峰及其以北山区，使山体

岩区，已被山溪冲蚀成一条“V”形沟谷。庐山现今

南北岩性抗风化侵蚀能力差异显著。

地貌是早中更新世冰蚀和冰期后风蚀、冰蚀的一个

1.3

第四纪冰期的庐山轮廓

残体。中低山分布与莲沱组和汉阳峰组基本一

庐山地垒式断块与星子核杂岩于古近纪形成

致。而冰蚀地貌和冰川漂砾分布也与莲沱组出露

后，新近纪时，庐山及邻区地壳整体隆升，遭受剥

区基本吻合。可见莲沱组支撑了庐山山体，但冰期

蚀，缺少沉积。出露于庐山东南部的核杂岩星子岩

后其出露区地形地貌也遭到侵蚀，如五老峰崩塌成

群包括晋宁期星子花岗岩株、早白垩世东牯山花岗

崖，香炉峰、三叠泉等流泉飞瀑，以及大量的溪谷不

岩株等，逐渐由中低山风化剥蚀成为丘陵岗阜。至

停地进行着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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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江西庐山星子变质核杂岩构造地质略图（据参考文献[36]修改）
Fig. 2 Schematic showing Xingzi metamorphic core complex in Lushan Mountain, Jiangxi
S2-C—中志留统-石炭系；
S—志留系；O-S1—奥陶系-下志留统；
∈2-O—中寒武统-奥陶系；
∈1-2—中下寒武统；

Z-∈2—震旦系-寒武系下统；Nh—南华系；
Pt31bh—青白口纪晚期汉阳峰组；
Pt31aas—青白口纪晚期筲箕洼段；
Pt31aS—新元古代早期双桥山群；
Pt31aX—青白口纪早期星子岩群（中深变质）；
1—陆相火山岩；
2—片麻岩；
3—燕山期花岗岩；
4—晋宁期片麻状花岗岩；
5—古近纪红色砂砾岩；
6—断层；
7—浅层次剥离断层；
8—韧性剪切带；
9—基底拆离构造带；
10—热动力变质带；
11—片理和线理；
12—劈理和层理；
F1—九江-德安断裂带；
F2—威家-观口断裂带；
F3—湖口（西）-星子（赣江）断裂带

2

庐山第四纪冰川遗迹辨析

对“非冰”说提出的质疑进行了进一步查证，成为中
国第四纪冰川地质学的科学园区。迄今对于庐山

庐 山 第 四 纪 冰 川 遗 迹 经 李 四 光 等 在 20 世 纪

第四纪冰川遗迹之争，
“非冰”说的主要论点是，
“庐

30—40 年代的缜密考察，已建立了由冰蚀、冰碛地

山的冰川地形完全可以用其他非冰川成因予以解

形到冰期与间冰期沉积等一套较完整的遗迹体

释”；
“冰川沉积物多数情况下是季风气候条件下古

系。此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进一步工作，

泥石流堆积”[42]。对此本文得出以下认识。

该体系更加完善。新发现了早更新世早期的大排

2.1

[41]

岭冰碛层，通过古地磁研究 对冰期与间冰期的时
代作了更确切的厘定，发现了更多冰川活动遗迹。

庐山第四纪冰蚀地形
庐山第四纪冰蚀、
冰碛地形遗迹，
李四光等通过

调查已描绘出一个完整的组合，
且保存较好（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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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冰蚀地形主要分布于山上。冰蚀地形有角
峰、
刃脊、
冰斗、
冰窖、
U 谷、
悬谷、
冰盆口、
冰坡、
冰槛、
冰笕、
盘谷、
冰溜面等，
形成完整的冰蚀地形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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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斗平坦指数来否定大坳冰斗的成因。
（2）王家坡冰川谷（图版Ⅰ-a）
为庐山冰川谷中规模较大、形态保存较完整的

冰碛地形除山上有零星出现外，主要分布在山

冰川谷之一。位于小天池东北 3km，为大月山及大

下的山麓丘陵和岗阜地区，尤以庐山东麓及西麓保

寨脑二刃脊之间的宽阔的冰川谷地。由南华系莲

存最明显（图 3），有中碛垅、侧碛垅、终碛垅、冰碛

沱组石英砂岩、长石石英砂岩组成。冰川谷上起裁

（水）阶地等，形成完整的冰碛地形组合。
若将庐山山上冰蚀地形与山下冰川堆积物联

缝岭，下至长岭脚下，高程从谷缘 750m 降到谷口
200m，长达 4000m，宽 700m，谷底呈阶梯状下降，北

系起来看，从大月山到鞋山，由大月山角峰、大坳冰

西侧谷坡由上部 31°至下部 25°，南东谷坡上部 37°，

斗群、大月山刃脊经王家坡“U”形谷（图版Ⅰ-a），含

下部 31°，南东坡较北西坡稍陡，冰川谷上窄下宽，

冰川擦痕的垄状冰碛泥砾(图版Ⅰ-b）-冰水沉积

谷底宽坦，从谷口至鄱阳湖滨见呈垄状分布的大姑

物，至鄱阳湖滨白石嘴具有大量面型擦痕的冰溜面

冰期冰碛层。

（图版Ⅰ-c）及远离庐山山体 16km 的鞋山上的远扬
漂砾，构成冰川形成、发育、消亡的一条完整的冰川
运行线路图。
对此，
“ 非冰”论者提出诸多质疑，用“非冰”成
因进行了若干解释，
重要的有 2 种。
（1）大坳冰斗雪蚀洼地说

关于王家坡谷地的成因，施雅风认为，
“是构造
向斜谷地不是冰川侵蚀的 U 形谷”。李四光指出，
“谷之展布，适与一向斜构造相合”。无疑是一个向
斜谷地。但向斜谷与冰川谷二者并不具排他性。
地质调查表明，王家坡向斜构造形成于燕山运动。
经 1 亿多年侵蚀，谷中未留下冰期前侵蚀形成的沉

大坳冰斗（图版Ⅰ-d）位于小天池南东 2km，大

积物，现今所见为一个 U-V 形套谷。将其归为更新

月山角峰、刃脊东北、王家坡冰川谷上方岩壁上，由

世冰川谷。除“U 形”外，谷中还存留有更新世冰碛

南华系莲沱组含砾石英砂岩、石英砂岩组成。虽经

泥砾，且马长信等（面告）在 U 谷中的中庵寺发现有

冰后期雨水、流水侵蚀，但基本形态依旧。地层产

很深擦痕的冰川漂砾(图版Ⅰ-b）。冰后期全新世

状在冰斗出口处倾向为北西 50°，倾角 10°，冰斗后

在流水作用下，形成“V”形谷，不断切入原有的“U”

壁倾向南东 10°，
倾角 38°。冰斗长 300m，
宽 250m，
深

形谷，在谷底形成谷中谷，前后形态成因明显不

100m。斗底高程 1200m，斗底较平并向北微倾斜。

同。向斜构造与岩层对“U”谷与“V”谷的形成起控

冰斗四周山峰环抱，西壁坡度 40°，东壁坡度 35°，后

制作用，成为向斜谷、
“U”形谷、
“V”形谷“三谷一

壁为大月山刃脊，形态恰似“安乐椅”。在此冰斗西

体”的典型一例。从侧面反映了庐山燕山期以来的

侧同一高度上，有数个稍小的冰斗与其并列，成为

地质演变。

冰斗群，
在冰期时应处于同一雪线上。

施雅风在否定庐山冰蚀地貌的同时，还提到黄

施雅风先生认为这是雪蚀洼地，为“积雪汇集

山，认为李四光在黄山立马桥崖壁上发现的冰磨条

于洼地，融雪水流有不太强的侵蚀作用，洼地逐渐

痕，
“最大可能是粗粒花岗岩和斑状花岗岩体剥离后

加深” 。认为“典型冰斗平坦指数为 1.7~5.9，雪蚀

留下的印痕”，并以这些槽底粗糙不平否定是冰川

洼地为 4.25~11，而大坳冰斗为 8.4”，说明是雪蚀洼
地而不是冰斗。

谷。但 2 种“岩体”是不可能剥离成 3 条平直长 9m、
11.5m、5m，宽 50cm、深 5cm 的槽子，也不难理解花

[31]

但大坳冰斗及冰斗群并不在洼地上（图版Ⅰ-

岗岩经冰后期雨水冲蚀会变得粗糙不平。杨明桂

c），而是在由坚硬的莲沱组砂岩组成的山峰上，与角

在 1983 年到黄山参观，听说立马桥崖壁上的冰川擦

峰、刃脊组成一个冰蚀地形组合。季节性积雪融水

痕有新的反对意见，前去查看，见到立马桥谷地也

不可能形成这么大的冰斗和这样的冰蚀地形组

是一个“U”形与”V”套谷，擦痕在二者界线之上的

合。冰斗口狭窄，向北西 15°方向开口，出口处的左

“U”谷下方，同行的江西地质科学研究所的年青地

侧见冰槛残留，高出冰斗 20~30m，为后期侵蚀破坏，

质工作者登梯上去针对不同传说进行观察，认为 3

斗口右侧有一处小流水冲刷小缺口，直落于王家坡

条擦槽并非 3 条岩脉，也不是 3 条析离体，也未发现

谷地。遭冰期后水流侵蚀明显，不宜简单套用现代

断层，而且第四纪谷地不可能有如此规模的断层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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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庐山第四纪冰川遗迹分布图（据参考文献[16]和李四光绘制的原图修改）
Fig. 3 Distribution of Quaternary glacier vestiges in Lushan Mountain

痕，查证结果说明李四光的描述确切无误。

的庐山冰碛物都是泥石流。事实上，庐山全新世多

2.2

庐山第四纪冰碛泥砾的特征与成因

发暴雨型泥石流堆积物。据统计，1976—2015 年庐

施雅风先生认为“李四光教授的庐山第四纪冰

山地区共发生滑坡 173 处、崩塌 74 处、泥石流 19 处，

[31]

川是对泥石流的误读” 值得商榷。主要论据是他

规模均为小型。与更新世冰期沉积相比，层序、结

在中国西部见有大规模的泥石流，通过对庐山现代

构、颜色、规模都显著不同。

泥石流和大姑冰期羊角岭冰碛扇的观察及从报道

在李四光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众多地质工作者

中得知德安彭山山麓有红色泥砾，认为李四光划分

对 庐 山 第 四 纪 冰 期 与 间 冰 期 沉 积 物 的 层 序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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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时代、古生物、物质组分作了大量研究，取得了
丰硕成果。
（1）庐山第四纪冰期与间冰期沉积经多次调查
与钻孔揭露，层序、组成与分布（图 4）已很清楚，并
根据古地磁方法进行了比较确切的年代划分。笔
者在前人划分的基础上，综合已有调查成果，将其
与江西河湖型、残坡积型、洞穴型沉积作了综合划
分对比（表 1），认为庐山山岳冰川活动主要为早更
新世。灰白色泥砾与网纹红土组成清晰的冰期冰
川堆积与间冰期流水沉积序列。其中孢粉化石也
反映了气候的冷暖变化。而庐山及山麓地带，冰期
后有风积，全新世以来主要为残坡积与流水沉积，
暴雨型泥石流沉积分布十分局限。
（2）庐山发现的泥石流，规模均为小型，最大的
一次泥石流规模为 0.9×104m3，这些泥石流是伴随崩
塌或滑坡形成的，分布于庐山山体及山脚。这种由
雨水浸泡与山体重力势能引发的崩塌、滑坡、泥石
流作用，活动短促，与冰川侵蚀持续的搬运能力不
能相比。如庐山西北麓的大姑期羊角岭冰碛扇体
积约有 1.65×108m3，远在 10km 之外的九江市区施工
中，也挖掘出该期巨大的冰碛泥砾。鄱阳冰期冰碛
的规模更大，在鄱阳湖中的鞋山岛上李四光还发现
了莲沱组砂岩的漂砾。江西全省已发现的泥石流
354 处，属于巨型规模（≥50×104m3）的 20 处，规模最
大的龙南县黄沙村岗背南泥石流为 271.6×104m [23]。
施雅风先生举例的庐山西南 25km 德安彭山地区的
红色泥砾，为江西省地矿局 916 队施工中发现，该队
[43]

图 4 庐山地区第四纪地质图
Fig. 4 Map of the Quaternary geology in Lushan area
1—Qh 全新统；2—上更新统新港组（Qp3x）；
3—中更新统庐山泥砾（Qp2l）；
4—中更新统大姑组红土（Qp2y）；
5—下更新统大姑组泥砾（Qp1d）；6—下更新统鄱阳组泥砾（Qp1p）；
7—下更新统大排岭组（Qp1dp）；
8—基岩

[44]

马长信等 、余成就 作了报道，认为是泥石流成
因，而非冰碛。实测剖面总厚度 10m 左右，钻孔中

谷壁擦成较深的刻槽与擦痕，他从庐山山麓的泥砾

厚者 60m。上部为冲积的棕红色蠕虫状网纹红土

混杂堆积判断可能是泥石流所致，而非冰川沉积。

层，中部为洪积的棕红色粘土砾石层，下部为泥石

中国无疑有大规模的泥石流。但前已述及，江西省

流成因的棕红色泥砾层，分布面积约 2km 。这套地

内包括庐山全新世以来虽然多暴雨、泥石流频发，

层在江西称进贤组，时代为中更新世，大致相当于

但规模与庐山更新世干冷期形成的冰碛规模不能

大姑—庐山间冰期，在河流沿岸分布较广，由冲洪

相比。再者崩塌、滑坡可以磨擦出擦痕，是较常见

积红土砾石与冲积的网纹红土组成。这套地层在

的现象，但庐山山麓冰碛物中的条痕石，特别是鄱

彭山山麓形成于碳酸盐岩洼地，下部出现泥石流堆

阳湖畔白石嘴的大型冰溜面（图版Ⅰ-c）不可能是

积且厚度较大。916 地质队驻地在庐山山下，长期

崩塌、滑坡物。施雅风先生所说的 1984 年台风引起

在庐山、彭山地区工作。该队是庐山世界地质公园

的庐山暴雨引发的泥石流有长径 3.15m 的“巨砾”阻

申报文本的主编单位，马长信为主要编写人员。该

断山南公路。这种
“巨砾”
只停留在庐山的山南公路

队认为，
彭山泥砾为泥石流，而庐山泥砾是冰碛物。

上，
不能像冰川漂砾一样搬运到鄱阳湖畔的金锭山。

（3）施雅风先生说他在中国西部高山地区观察

庐山地区漂砾分布较广，保存较好。东面主要

到粘性泥石流可以驮运大石块，见到大规模滑坡在

见于金锭山、叶家垄、下青山、白石嘴、大排岭等丘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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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江西省第四纪地层划分
Table 1 Division of Quaternary strata in Jiangxi Province

岗及鄱阳湖滨；西部分布于羊角岭、十里铺。漂砾

均小于 1°，坡度比降值也在 2%以下，至金锭山堆积

成分为长石石英砂岩，含砾石英砂岩，其原岩来自

于低丘之上，那么是什么力量将如此众多的巨石长

庐山南华纪莲沱组。巨砾一般为 1~2m，最大可达

途搬运并搬上金锭山呢？有的“非冰”学者见此，也

7~8m，砾石表面多具压坑、风化网纹薄膜，漂砾搬运

感到
“非冰”说不好解释。

距离 4~5km，
远者可达 12km。

（4）庐山与江西各地发生于 4~6 月的暴雨型泥

有的漂砾见有擦痕，在羊角岭公路旁、白石嘴

石流，由于属崩塌、滑坡引发快速堆积的泥石流，一

剖面、庐山花径湖畔、庐山植物园办公室草坪等地

类以碎石碴为主，一类混入有棕红土、赫黄土、腐植

都曾见到漂砾擦痕。马长信根据景才瑞教授提供

土及大量植物的岩石碎块，这些碎块成分为就近的

的信息，在庐山张家老屋找到了由 10 多块条痕石组

各种岩石，多呈棱角、次棱角状。庐山经长久磨蚀

成的漂砾群（标本存放于庐山和江西省博物馆）。

的冰碛砾石多呈次圆状、浑圆状，成分以坚硬的砂

王家坡 U 谷中的条痕石，在坚硬的砂岩上刻划的擦

岩为主。泥砾颜色也大不相同，
“ 非冰”论者，以冰

痕之深（图版Ⅰ-b），
显示出很强的挤压磨擦作用。

碛泥砾为赭红色作为“非冰”依据，在 1976 年天津地

金锭山漂砾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45-46]

，位于庐山

质矿产研究所已报道了白石嘴、姑塘 2 处白色泥砾，

东南麓鄱阳湖滨，为波状低丘，海拔 193m，山顶平

1978 年孙建中在白石嘴观察到白色泥砾，潘建英

缓，呈浑圆状。漂砾呈面型分布，走向延伸 1000m，

1989 年在下青山发现了典型的新鲜白色泥砾[47]（图

蔚为壮观。漂砾大小不等，一般为 1~2m，最大直径

版Ⅰ-f），证明表层的红色为后期氧化所致。笔者

可达 5.3m（图版Ⅰ-e）。砾石成分为长石石英砂岩、

1995 年在施雅风先生认为是泥石流的羊角岭大姑

含砾石英砂岩，其原岩均来自庐山南华系莲沱组下

期冰碛层中见到修高速公路揭露出来的大面积灰

部，搬运距离达 8.5km，最远至鄱阳湖滨大岭山，搬

白色泥砾，发现其中有条痕石。大姑期冰碛泥砾中

运距离 11.5km。

孢粉化石极少，反映当时冰山之上缺少植物。冰与

从庐山白鹤涧-金锭山-鄱阳湖滨，各分段坡度

非冰沉积物差别如此之大，
岂是同类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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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ⅠPlateⅠ

a. 王家坡 U 谷；
b. 王家坡 U 谷中庵寺中更新统巨大漂砾上的冰川条痕(马长信摄)；
c. 白石嘴附近黄龙组灰岩之上冰溜面条痕
（据李四光，
1947）；d.大坳冰斗；e.金锭山（海拔 193m）上巨大的漂砾 ；
f.白石嘴大姑冰期白色泥砾剖面

3

庐山第四纪为什么能形成冰川
庐山第四纪冰川遗迹丰富，且成体系，与流水

地貌及其沉积物明显不同。为什么会存在第四纪

四纪山岳冰川的形成、遗迹的保存，与其独特的地
垒式断块山构造地貌、特厚特硬的岩层及特凉的气
候 3 个条件密切相关。
前已述及，庐山以地垒断块山耸立于赣北丘陵

冰川之争呢？问题不完全是冰川现象存在与否，更

平原之上。组成中北部山体的莲沱组厚层状砂岩，

在于庐山处于中低纬度、中低山、山体不大，是否具

在扬子区厚度一般仅数十米至一、二百米，而在庐

备形成冰川的环境条件。这一观点从 20 世纪 30 年

山却厚逾 900m。这种坚硬的块状砂岩，不但支撑了

代一直传承至今。

庐山残留山体，也保存了冰蚀地貌，形成并存留了

那么，庐山早中更新世时为什么能形成山岳冰

大量的冰川漂砾。早更新世，江西省东、南、西三面

川呢？据笔者所见所知，但凡点状分布的山岳冰

群山环绕，中部丘陵绵亘，北部平原坦荡的盆形地

川，都有独特的地质地貌气候条件。山的高度是一

貌已经成形。庐山处于江西盆形地貌的北口，西北

个条件，纬度也是条件，但不是绝对条件，不宜划线

近云梦泽，北临长江与彭蠡泽，水气较重，冬季西北

搞一刀切，也有特殊情况，庐山就是如此。庐山第

风沿长江中游和郯庐谷地南下，形成庐山的特凉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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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现今江西省年平均气温为 18℃，庐山年平均气

山岳冰川。在 20 万年冰川形成与缓慢运移过程中，

温 为 11.6℃ ，即 比 山 下 气 温 低 6.5℃ ，极 端 低 温 为

还可以不断从山上源区得到补充，因而能够形成一

-16.8℃，夏季 6~8 月平均气温为 21.2℃ ，故为国之

定规模的冰川活动。

凉都，避暑胜地。

4

[48]

至于庐山早中更新世冰期的温度，目前尚无确

结

语

切可靠的估算方法。何培元等根据大姑冰碛层中

综上所述，庐山第四纪冰川的形成与其巨厚坚

Fe2O3 的含量及 Fe2O3 与 FeO 的比值关系，推算出的

硬的砂岩组成的地垒式构造及局地小气候条件有

古温度为7.5℃。除去山上山下温差，
庐山之上年平均

关；第四纪冰期后，流水侵蚀作用强烈，对前期地形

[49]

[50]

温度应为0℃左右，
这一推断与傅逸贤 、
杨怀仁 、
竹
[51]

与地质遗迹进行了相当强烈的改造，庐山能保持为

淑贤 的认识相似。根据孢粉推测的长江中下游末

中低山而且保留了基本完整的冰蚀地形与冰碛物，

次冰期降温值 10~13℃ ，庐山山上冰期的年平均温

也与其抗风化能力极强的下南华统莲沱组砂岩有

度也在 0℃左右。这些研究表明，庐山山麓与长江

关。与黄山相比，庐山更新世冰期湿气大，更利于

中下游地区在早中更新世冰期气温较低，但正如何

积雪成冰；庐山冰期后山体隆升与黄山“回春式”山

培元先生 所指出的冰碛物 Fe2O3 与 FeO 之比会受

体快速隆升相比稍缓[52]，流水侵蚀稍弱，而山体中北

到间冰期，特别是冰期后全新世湿热作用的影响，

部的巨厚砂岩与黄山的花岗岩山体相比，抗风化侵

不难想象，冰期时庐山地区的年平均气温还要低得

蚀能力更强。所以冰川遗迹保存得比较完整。

多。众所周知，冰山上缺少草木，冰碛中所含孢粉

本文旨在说明庐山第四纪冰川存在的事实。

[42]

[15]

主要是山下混入之物，代表山麓温度。山体的温度
如何，只能推测。
杨明桂 2013 年到新西兰南岛南阿尔卑斯山脉
主峰阿尔库克山西麓的福布斯（Fox）和弗朗兹约瑟
夫（Franz Josef）2 条温带冰川进行考察。该地冰山呈
点状分布。其特殊成因是因为南阿尔卑斯山主峰，
海拔 3754m，来自西面印度洋暖湿气流受山体阻挡，
年降水量很大，冬季积雪量很大，夏季融雪量也很
大，冰水成河。但消融量仍小于积雪量，形成温带
冰川。冰川冬进夏退，谷地沉积物冰碛与冰水沉积
交错混杂。且冰水沉积多于冰碛，冰山上寸草不
生，山脚下为茂密温带雨林，沉积物混入较多山麓
植物断枝残叶。这对理解庐山冰碛泥砾中孢粉化
石稀少，且品种不够“冷”很有帮助。更重要的是，
该地冰雪由于冬积夏融，冰川与冰水沉积混杂堆
积。但庐山冰碛主体部分未见融冰现象。冰碛与
冰水混合沉积与冰水沉积仅见于冰碛扇前缘或外
侧。庐山东麓大姑期冰碛与冰水相混合沉积出现
在鄱阳湖西岸地带的白石嘴一带，以浆粕厂剖面最
清楚，距庐山姑岭 14.7km。这种现象表明，庐山冰
期时常年温度主要在 0℃以下。
庐山虽然山体较小，但气候特凉，湿气较大。
当常年大部分时间气温在 0℃时，山体积雪量只积
不融，假若每年积雪厚仅 3cm，3000 年积雪厚可达近
百米。大姑冰期 0.9~1.1Ma，历时 20 万年，可以形成

文中有不当之处，请同行们指正。
致谢：中国地质科学院陈安泽先生、地质力学
所何培元先生对文稿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英文
承江西省地质学会龙梅梅女士翻译，
谨致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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