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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天，有关“北极圈附近地区气温飙
升至30℃以上”的报道广泛流传。记者正身
处北极地区，随队采访中国第九次北极科
考，从7月30日雪龙号科考船进入北极圈至
今，室外气温一直保持在-3℃左右，并未发
生气温异常上升的现象。针对上述报道谈
到的情况，记者采访了雪龙号随队科学家。

气温异常与气候变化概念不同
“由天气原因引起的气温异常，与通常

意义的全球变暖并非一个概念。”国家海洋
环境预报中心海洋气象首席预报员宋晓姜
说，天气观测是一天或几天范围内“小尺度”
的事，而气候的衡量尺度要大很多，二者没
有必然联系。“举个例子，几年前的冬天，我
国北方迎来过一次‘BOSS 级寒潮’，致华北
地区大幅度降温。但这只是天气尺度上的
异常降温。降温持续几天或十几天，并不意
味着我国北方的气候就由此变得更冷。事
实上，对比几年来我国冬季的平均气温，整
体是变暖的趋势。”

所谓天气异常，是用当地以往的数据作
对比，如果把气温、降水和风都算上，天气异
常的现象并不罕见。如“上海大年初一气温
超过20℃”“2008年中国南方冻雨”，宋晓姜
随口便举了几个大家熟知的天气异常的例
子。具体到“北欧陆地气温达到30℃以上”
一事，她同样认为这只是天气尺度上的异常
现象，具有很强的局地性，“可能是受持续的
暖高压影响，这种天气的成因是很复杂的”。

局地高温对海冰影响仍需观察
科考队首席科学家助理、海冰组组长雷

瑞波表示，虽然科学界普遍认同全球气候变
暖是导致北极海域海冰减少的主要原因之
一，但北欧局部地区的极端高温天气是否会
直接导致海冰减少还有待观测和研究。

“要正确看待北欧局地高温，这里要弄
清两个‘差别’。”雷瑞波告诉记者。第一是
局部地区和整个极区的差别，北欧这时出现
30℃以上的高温虽然罕见，但从空间上看，
这仅仅是一个局部的特例，和整个北极地区
相比它还是太小了。另一个是陆地与海洋
甚至与冰区的差别，陆地气温相对更容易波
动。

“北冰洋本来就不是北极地区夏季最热
或者冬季最冷的地方。在冰区或大海上，太
阳即便再猛烈，冰融化、海水蒸发都会吸收
大量的热，相当于是一个升温的缓冲，其温
度变化会相对平缓。夏季海冰消融，吸收太
阳辐射和热能，可缓解夏季北冰洋地区的升
温。冬季海冰‘生长’，释放热能，可缓解冬
季北冰洋地区的降温。”雷瑞波说。

北极2040年无冰是预测的均值
“近40年来，北极海冰快速减退是地球

表面发生的最显著变化之一。”雷瑞波坦言，
截至7月31日，今年北冰洋海冰的覆盖范围
已达到1979年以来的第四低值。“北冰洋海
冰覆盖范围最小值出现在2012年9月，今年
会不会继续消融至历史新低，还要看未来一
个月的天气。”

记者注意到，我国今年初首次发布的北
极白皮书中提到，有科学家预测2040年北极
或将无冰。情况是否真的如此严峻？

“国际上很多研究机构都会做气候数值
模式，但对比全世界这些模式对北极海冰的
模拟结果会发现，有的模式在预测海冰的某
一方面比较准确，有的模式在预测海冰的其
他方面比较准确。总而言之，世界上还没有
哪家的模式是绝对准确的。”雷瑞波说，而在
几个误差相对小的模式里取一个平均值，就
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2040年至2060年间，
北极地区可能会出现相对无冰的情况。

如何理解“相对无冰”？雷瑞波说，科学
家设定了一个最小值，即假设北冰洋的海冰
降低到100万平方公里以下，就认为北极相
对无冰。“如果我们把所有模式都算进来取
平均值，其预测结果的范围会更大，最早的
2030年就没有冰了，最晚的到2100年还会有
冰”。

为何不同机构做出的预测差异会如此
之大？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对北极海冰的观
测不够、了解不够。雷瑞波称，我们现在研
究北极参考的数据，多数还来自于北冰洋沿
岸国家气象站，但往更中心的地区则没有气
象站。“北极气候变化的复杂性正体现出我
们对它了解的薄弱，以及更大程度关注北极
地区的必要性。”

此外，针对媒体报道中“北极熊或因海
冰消融灭绝”的说法，雷瑞波不置可否。

“海冰的减少确实会影响海洋生物可利
用的光合作用总量，影响大型哺乳动物的生
存环境，北极熊或因此失去捕食场所。但这
个过程不是一两天就能完成的，北极熊在这
个过程中并非没可能找到适应新环境的办
法。”不过他也坦言，北极熊现在的生存状态

的确不容乐观。“北极熊难于观测和跟踪，我
们对其的研究多来自原住民的记载。对比
这些记载，现在的北极熊体型偏瘦，还出现
了吃同类甚至饿死的状况。”

面对有可能的变化和挑战，雷瑞波认
为，“我们只有对北极进行全面、深入的观测
和了解，才能为预测和应对提供科学支
撑”。 据《北京青年报》

北极圈气温至30℃需要担心吗

8月9日，在加沙城西部，巴勒斯坦人查看一处在以色列战机轰炸中倒塌的楼
房。以色列战机9日下午继续轰炸加沙地带，造成至少18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加沙
地带安全人士告诉记者，以色列战机发射数枚导弹，轰炸了加沙城西部一处人口稠
密区的一栋5层楼房。 新华社发（纳赛尔摄）

据新华社电为庆祝100岁生日，英国老人
悉尼·克罗斯兰最近在教练陪同下高空跳伞。

英国《每日邮报》9日报道，克罗斯兰与
教练共用一个降落伞，从相距地面4572米的
高度开始下落，保持60秒不开伞，在空中自
由坠落，最高速度达到每小时201公里。

克罗斯兰自述“感觉很奇妙”。教练亨
特·波斯特夸奖克罗斯兰极有天赋。波斯特
经验丰富，已经完成2.35万次跳伞。

克罗斯兰打算今后打破最高龄双人跳
伞世界纪录。这项纪录现在由英国老人凡
尔登·海斯保持，去年 101 岁 38 天时与教练
一起从距地面4572米高度跳伞而下。

印度尼西亚西努沙登加拉省龙目岛发
生7.0级地震后第四天，这一热门旅游地点9
日下午再度发生6.2级地震。

印度尼西亚抗灾署10日说，印尼西努沙
登加拉省龙目岛5日发生的7.0级地震死亡人
数已升至321人，该县75%的房屋被损坏。

【再震】
龙目岛 7.0 级地震后第四天，这一旅游

胜地9日下午再度遭受强震。这次地震造成
至少 2 人死亡、24 人受伤，多座建筑物被损
坏。

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网站消息
说，地震发生于当地时间12时25分（北京时
间13时25分），震中位于龙目岛北部陆地，
震源深度12公里。地震没有触发海啸预警。

法新社报道，一些经历了龙目岛 7.0 级
地震的幸存者9日再次感受到强震。在龙目
岛北部地区，在临时避难所里生活的人们惊
叫着跑了出来，街道上停放着的摩托车被掀
翻，一些建筑的墙壁坍塌。

一名救援人员告诉法新社记者，他们在
提供救援的途中遭遇地震。“突然，我们所乘
汽车后部受到袭击，非常强烈。”

印尼抗灾署发言人苏托波·普沃·努格
罗霍说：“街上的人们惊慌失措，从汽车里出
来，在道路中间朝不同方向跑开。由于地震
坠落的碎片导致24人受伤。”

【重创】
5日发生的7.0级地震重创龙目岛，伤亡

人数攀升。印尼抗灾署 9 日在一份声明中
说，龙目岛 7.0 级地震已致使至少 259 人死
亡。随着救援队伍陆续在废墟中发现遇难
者遗体以及亲属陆续上报已经掩埋的遇难
者，死亡人数将增加。

印尼政治法律安全统筹部长维兰托说：
“最新的数据是319人死于地震。”美联社报
道，这名部长在印尼政府多个部门召开救援
协调会议后给出这一数据，他强调“政府正
快速行动，有能力应对这场灾害”。

依据印尼抗灾署的统计，截至9日下午，
龙目岛 7.0 级地震已致大约 6.8 万座房屋受
损，27万人无家可归或临时安置在避难所。

法新社报道，在龙目岛北部一些地方，
可以看到一些地震幸存者站在路中间、拿着
纸板盒子讨要食物或者捐款。救援人员利
用重型设备在废墟中继续搜寻幸存者，有可
能找到幸存者的学校和清真寺越来越少。

“显而易见，5日地震造成罕见破坏，”红
十字会负责印尼龙目岛救援的项目主管克
里斯托弗·拉西在一份声明中说，“我昨天走
访了一些地震摧毁的村庄。”

龙目岛北部多为山地，加之地震导致道
路损毁严重，印尼政府和国际救援机构派出
的救援队很难接近震中地区。

印尼政府官员告诉法新社记者，震区急
需医疗救援人员和“长期援助”，地震重灾区
急需食物和医疗物资。

西努沙登加拉省抗灾署一名发言人说，
大约200辆载有食物、医疗设备和日常供给
物资的货车9日中午进入北部和西部受灾最
严重的地区。 新华社特稿

墨西哥当选总统安德烈斯·曼努
埃尔·洛佩斯·奥夫拉多尔主张收紧
财政、减少开支。他 9 日提及总统安
保团队改革，准备弃用惯常模式，缩
减保镖人数，组建一支 20 人的随行

“保镖团”。
洛佩斯上月赢得总统选举，选举机

构本月 8 日正式认定他当选。获得官
方“认证”后，洛佩斯 9 日发表公开讲
话，谈及安保事宜。

按照他的设想，他的随行保镖将有
男女各10人。他们不会携带枪支等武
器，一些人可能甚至并非专业保镖出
身，而从事律师和医生等职业。

洛佩斯称他们为“助理”。他说，他
已经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现任总统恩里
克·培尼亚·涅托。

“所有墨西哥人都会保护我，将不
再有（政府）特别机构保障总统安全，”
他说，“不论男女，所有墨西哥人都会照
顾我。我说的是所有墨西哥人，自然也

包括军队。”
路透社报道，现任总统涅托的安保

团队共计2000人，包括士兵、警察和平
民。

洛佩斯主张打击腐败、消除社会不
平等，收紧财政预算，提高民众薪金和
生活水平。他承诺上任后不住总统府，
不使用专机，还希望把自己的薪水减
半。他12月1日就任后，现有的总统护
卫将由国防部收编。

不过，墨西哥现有安全形势不容乐
观。墨西哥7月1日举行总统选举和数
以百计联邦、州和市一级民选职位选
举，上百名政界人士和候选人在竞选活
动期间遭遇谋杀，其中大多数涉及地方
政治。以米却肯州为例，塔雷坦市、阿
吉利亚市和奥坎波市先后发生市长候
选人遇刺身亡事件。据媒体分析，刺杀
候选人背后是有组织犯罪集团和黑帮
势力寻求影响选后政治版图。

新华社特稿

据新华社电 一家巴西智库 9 日发
布一份报告，揭示巴西去年谋杀案数量
创最高纪录，致死人数上升 3.7%至
63880人。

智库名为巴西公共安全论坛，在题
为《2018巴西公共安全年鉴》的报告中
列举一项数据，即巴西 2017 年谋杀率
为每10万人口30.8人。

与巴西相比，墨西哥 2017 年谋杀
率是每10万人口大约20人。

报告说，包括警察执法时遇害事
件，不少谋杀案发生在巴西东北部多个
贫困州。

北里奥格兰德州2017年谋杀率最
高，每10万人口68人；阿克里州排第二，
每10万人口63.9人。相对富裕的圣保
罗州凶杀率最低，每10万人口10.7人。

路透社报道，一些犯罪团伙越来越
暴力，与执法部门预算缩减和大规模腐
败丑闻曝光后政府管控缺失相关。巴
西即将迎来总统选举，暴力犯罪成为选
民一大关注焦点。

就如何处置暴力犯罪，巴西国民议
会极右翼议员雅伊尔·博尔索纳罗主张
放宽枪支管控，强化警察执法。

民意调查显示，同样身为总统候选
人，正因腐败犯罪而在监狱内服刑的前
总统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瓦尔
所获支持率最高，博尔索纳罗其次。

博尔索纳罗所获“声望”迫使一些
竞选对手与传统保守派人士联手，倡导
维护“法律和秩序”，以增加各自在选民
中的可信度，即他们一旦当选会着手遏
制暴力犯罪。

以色列战机继续轰炸加沙以色列战机继续轰炸加沙以色列战机继续轰炸加沙以色列战机继续轰炸加沙

总统选举前巴西谋杀案量创新高总统选举前巴西谋杀案量创新高

墨西哥当选总统要用另类保镖

印尼再遇强震
伤亡人数攀升

英国百岁老人跳伞庆生英国百岁老人跳伞庆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