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死海，全球海拔最低湖泊，大自然赐予
神奇浮力，促成“死海不死”神奇，再加丰富
矿物质，吸引世界各地游客。

然而，水位每年平均下降大约1.2米，水面缩
减超过三分之一，6500多个天坑散落各处，现实
致使“死海将死”俨然成为一种预言。

管理不善、过度开发、气候变化、水源不
足，诸多因素令前景堪忧。

戈壁戈壁··天坑天坑

死海海拔为负423米，即低于海平面423
米，盐含量比地中海高出大约10倍，成就全
世界独一无二的自然景致。

死海地处内陆和沙漠，以色列、约旦和
巴勒斯坦交界处。

死海是湖，不是“海”。从耶路撒冷出
发，往东南方向一个多小时车程，可抵达不
与任何海洋相连的死海。

湖面碧绿，平静如镜；湖面之上，雾气腾
腾。只是，水面骤减，大片湖底裸露，寸草不
长，形成戈壁荒漠……死海，正在让人感觉

“陌生”。
以色列环境保护部近期报告，死海水位下

降速度“令人震惊”，现在每年平均1.2米左
右。二十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死海水位每年
下降大约0.7米；过去40年间，累计下降大约
30米。

水位下降，原来有水处形成盐块；盐块
在地下水冲刷下消失，地表显现窟窿，即天
坑；天坑会崩塌，构成危险。

伴随湖面不断缩减，天坑逐渐增加。二
十世纪80年代，死海出现第一批天坑；随后，
天坑数量持续上升，如今6500多个。

水位水位··岸线岸线

中东生态和平组织提供的资料显示，死
海水面面积迄今已经减少超过三分之一。

以研究为依据，一种极端预测是：死海
可能2050年干涸。

以色列环保部首席科学家西娜娅·内塔
尼亚胡博士接受记者采访时确认，死海正在
发生的变化不可逆转，湖面缩小是不得不接
受和适应的严峻现实。

同时，这名女科学家推断，死海水
位会进一步下降，但死海“足够深”，不
会消失。

水位下降，岸线日渐向湖心后退。过
去，游客走几步便可在死海“泡澡”；如今，不
少酒店不得不为游客准备交通工具。在未
开发区域，要想到达死海的岸线更加艰难。

记者尝试从连接死海和红海的 90 号
沙漠公路走下去，踩着砂石，弯弯曲曲，
耗费近半个小时，才走到可以接触海水的

地方。

源头源头··湖边湖边

死海环境恶化开始于二十世纪60年代。
持续缺水，促使以色列和约旦等国以

修建大坝方式截流约旦河，用于灌溉，而
约旦河是流向死海的最主要水源。

中东生态和平组织的数据表明，约旦
河流入死海的水量目前为每年 5000 万至 1
亿立方米，而截流约旦河以前为13亿立方
米；死海每年水量赤字 8 亿立方米。这意
味着，原本汇入死海的约旦河河水，超过
90%遭截流，致使死海持续处于严重“入
不敷出”状态。

中东生态和平组织约旦河和死海项目
主管米拉·埃德尔斯坦告诉记者，约旦、以
色列和叙利亚等国就水资源管理和使用缺
乏相互协调，需对死海现状负主要责任。

诸多企业在死海边投资建厂，所谓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用死海中的矿物
质制造肥料、药物和化妆品。埃德尔斯坦
介绍，不少约旦和以色列企业采用过时的
水密集型“蒸发”工艺，从死海提取矿物
质，耗费大量水资源，却不支付“水费”。

同时，湖区周边酒店和温泉疗养院鳞
次栉比，大量耗用水资源。

困境困境··应对应对

环保部首席科学家内塔尼亚胡认定，

全球气候变化是导致死海“萎缩”的关键
因素之一，而一系列经济活动打破了“微
妙的自然平衡”，造成灾难性影响和后果。

她说，随着气候不断变暖，死海蒸发加
速。“气候变化就在这儿，我们看到死海的水
越来越少。”

至于应对措施，用以摆脱死海所陷困
境，她说，“如果没有水源补充死海，我们看
不到解决方案，这是问题症结。”

2013年12月，以色列、约旦和巴勒斯坦在
世界银行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总部签署一
份协议，在约旦境内将建一座海水淡化厂，每
年产出8000万至1亿立方米淡水，充作饮用
水；另外，从红海亚喀巴湾汲取海水，经由海
水淡化厂和200公里输水管道，注入死海。

与死海每年水量赤字8亿立方米相关，世
界银行一项研究显示，以不造成损害为前提，
死海每年可以接收的最大浓盐水量是4亿立
方米。

所以，拟议中的引水工程看似“一举两
得”，一些环保人士却忧心，红海海水可能在死
海形成石膏晶体、催生红藻类繁殖，继而改变死
海生态系统。埃德尔斯坦认为，工程的环境影响
难以确定，须研究红海引入死海的海水。

他建议，可以部分恢复约旦河下游流入
死海的水源，同时对使用死海水资源的企业
征税，鼓励借助更先进、水消耗量更少的工
艺提取死海矿物质。

新华社特稿

死海将死俨然成为一种预言
一段视频在印度火了：一名下肢包

着绷带的男子躺在一家医院内，头底下
枕着一截腿，是手术中截下的断腿。

谁把断腿放在他的头下，院方和家
属各执一词，而4名医护人员已经受到
暂时停职处置。

这段手机视频10日拍摄。印度多家
媒体报道，这名男子是一所学校校车的
清洁工。校车行驶途中发生车祸，车上
十多个孩子受伤，男子腿部受伤。在一
家医院接受初步处理后，他转入北方邦
占西市的马哈拉尼·拉克米·巴伊医学
院，接受进一步治疗。

为了防止伤口感染扩大，医生截去
他的脚和一段小腿。过后，出现视频所
示情形。

新德里电视台援引男子一名亲属的
话报道：“我们赶到时，发现他被截下
的腿被用作枕头。我们一再要求医生介
入，但是他们没有理睬。过了两个小
时，我从市场上买了一个枕头，腿才被
拿走。”

医学院院长考希克11日说：“这名
男子立即获得治疗。医生想找个枕头把
他的头垫高，患者的陪护人员随后用了
那条断腿。”

考希克说，2 名医生和 2 名护士受
到临时停职处置，院方已经成立调查
组，将调阅监控录像，48小时后发布调
查结果。

北方邦副首席部长夏马尔说，政府
方面将依据调查结果严厉处分责任人。

如果证实责任在院方，将是北方邦
公立医院近来再遭负面新闻打击。去年
7 月至 8 月，49 名婴儿在北方邦法鲁卡
巴德县一家公立医院相继死亡。邦政府
说，死亡原因可能是氧气和药品不足。
另外，217 名新生儿和儿童同年 8 月在
北方邦戈勒布克尔县最大公立医院相继
死亡。印度媒体报道，至少数十名儿童
死亡原因是院方拖欠供应商费用，后者
切断医用氧气供应。院方称，死亡原因
与医疗事故或医疗用品匮乏无关，主要
由急性脑炎、早产等状况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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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青年萨姆·巴拉德原是橄
榄球球员，从未想到一条鼻涕虫会改变
他的人生，让他与轮椅作伴、无法言
语。

巴拉德现年 28 岁，2010 年在朋友
聚会时喝红酒，一人拿一条看似无害的
鼻涕虫问他敢不敢吃。他生吞下整条
虫，继续与朋友玩。不久，巴拉德感觉
不舒服，到医院后确诊感染鼠肺虫。

鼠肺虫通常寄生在老鼠肺部，幼体
随老鼠粪便可扩散至鼻涕虫和蜗牛体
内。多数人食用遭感染的宿主后不会出
现症状，但极少数人会因而罹患脑膜
炎。巴拉德就确诊患嗜酸性脑膜脑炎。

巴拉德起初病情好转，随后突然恶
化，昏迷420天。他醒来后发现自己四
肢瘫痪，无法说话和控制体温，只能插
管喂食，一些时候癫痫发作。

患病第三年，巴拉德坐着轮椅出
院。朋友们为他捐款，以支付每天24小
时看护所需费用。2016年，他母亲为他
申请由政府拨款支持的全国残疾保险计
划，每年可获 49.2 万美元 （约合 311.4
万元人民币）补助，用于支付护理费等
费用。补助去年9月削减至13.5万美元
（85.4万元人民币），一家人举债度日。

全国残疾保险计划9日告诉澳大利
亚 《每日电讯报》，正与巴拉德一家联
系，讨论如何提高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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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媒体10日报道，政府决定承认，先
前提供给国会的“地价门”相关文件遭篡改。

这一事态发展预计将使副首相兼财务
大臣麻生太郎、首相安倍晋三面临更大担责
压力。

丢丢““车车””
日本共同社等媒体报道，财务省打算最

快12日向国会承认，提供给国会议员审阅的
版本与原始文件不完全一致，多处内容遭删
除。

报道说，财务省虽然决定承认文件遭篡
改，但是尚未查
清时间、原因、当
事人等细节，将
继续调查并考虑
处分“地价门”事件责任人。

日本《朝日新闻》2日披露，“地价门”事
件中财务省近畿财务局的土地交易审批文
件遭篡改，“特例”等反映一家私人教育机构
获得政府土地过程中受优待的内容遭删除。

日本媒体去年2月曝光，政府部门以市
场评估价格大约十分之一的“白菜价”把一
块国有土地卖给森友学园，供后者盖小学。
事件逐渐被深挖，安倍及妻子被怀疑在这桩
交易中施加影响，使得森友学院以超低价拿
地。

森友学园曾以“安倍晋三纪念小学”名
义为这所小学筹款，安倍昭惠一度出任学校

的名誉校长。她还多次到森友学园旗下一
家幼儿园发表讲话。

森友学园时任理事长笼池泰典去年在
国会作证时“爆料”，称安倍昭惠在这桩土地
买卖交易中向政府部门施加了影响。另外，
她曾代表安倍晋三向森友学园捐赠100万日
元用于办学。

安倍坚决否认与“地价门”有关联，称如
果查出他有不当之举，就辞职。

《朝日新闻》作出报道后，财务省迫于各
界压力，6日向国会提交文件的复印件，但是

内容仍然与先前版本相同，而且没有就这份
文件是否遭篡改给出明确结论。

财务省的做法进一步受到在野党阵营
和舆论质疑。9日，麻生太郎宣布，国税厅长
官佐川宣寿向他提出辞职，他已接受。

佐川2016年6月起担任财务省理财局局
长，2017年7月升任国税厅长官。担任理财
局局长期间，佐川多次在国会就“地价门”接
受质询，然而被指在答辩中说谎。

另外，日本媒体9日报道，一名卷入“地
价门”的财务省近畿财务局官员7日被发现
死亡，初步判断是自杀。

安倍10日早些时候在一次视察活动期

间告诉在场媒体记者，已经责成财务省“全
力”调查文件是否遭篡改。

追追““帅帅””
共同社分析，财务省一旦承认文件遭篡

改，麻生可能将面临更大辞职压力，安倍内
阁也将进一步受到打击。

安倍10日没有直接回答麻生是否应担
责的问题。时事社援引一名执政党自民党
官员的话说，作为安倍内阁的骨干，麻生如
果辞职，安倍政府将受重创。

在野党阵营甚至要求安倍乃至整个内
阁辞职。希望之
党党首玉木雄一
郎说：“不仅麻生
不能免责，已进

入对安倍晋三首相问责的阶段。”而且，“如
果向国会提供造假文件，全体内阁必须担责
任”。日本共产党书记局长小池晃说：“这不
仅是麻生的问题，而是追究全体内阁责任的
问题。”安倍领导的自民党一名成员也推测：

“不可能把麻生单独抛出去，很有可能发展
为内阁辞职。”

时事社说，预计在野党阵营将在12日审
阅财务省等方面的报告后，确立推翻安倍内
阁的目标。

大约150人10日晚些时候在大阪市一座
车站前集会，要求追查，其中一些人呼吁安
倍下台。 新华社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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