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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多家权威机
构近日确认，2015年至2018年
是自100多年前有气温记录以
来最热的四年，其中2018年是
史上第四热年。

而一个国际研究团队最新
报告说，随着地球南极和北极
的冰盖继续融化，2019 年全球
各地的极端天气事件可能会更
多、更严重。

数份报告结论类似数份报告结论类似

世界气象组织6日发布报
告说，无论在陆地还是海洋，过
去四年的变暖程度都非同寻
常。“这是持续长期气候变化的
一个明显迹象，而持续长期气
候变化与创纪录的大气温室气
体浓度相关。”

而美国航空航天局、美国
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与英国
气象局同日发布的报告，以及
欧盟“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项
目”、美国伯克利地球研究所此
前发布的报告，都得出了类似
结论。世界气象组织的报告基
于英美两国气象机构采集的数
据。

未来四年可能更热未来四年可能更热

世 界 气 象 组 织 报 告 说 ，
2018年全球平均地表温度约为
14.68℃，比1850年至1900年的
工业化前基线高出近1℃，是有
气温记录以来的第四热年。报
告说，受强厄尔尼诺事件影响
的2016年仍是史上最热年，比
工业化前基线高1.2℃；2017年
和 2015 年的全球平均气温均
比工业化前水平高1.1℃，这两
年几乎难分伯仲，差异小于
0.01℃。总之，史上 20 个最热
年均出现在过去22年中。

英国气象局预测，2019 年
至 2023 年可能比过去四年还
要热，其中至少一年的全球平
均气温将有10%的概率比工业
化前水平高1.5℃。

连锁反应后果严重连锁反应后果严重

专家普遍认为，人类活动
导致的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
体排放增加是全球变暖的主
因，而这又导致热浪、飓风和寒
潮等极端天气事件日益频繁。

“许多极端天气事件与我
们对气候变化的预判是一致
的，”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彼得
里·塔拉斯说，“这是我们需要
面对的现实。温室气体减排和
气候适应措施应成为全球应对
措施的重中之重。”

而最近，一个国际研究团
队在英国《自然》杂志上发布的
最新报告中也指出，他们综合利
用气候模型及卫星数据模拟分
析发现，随着全球变暖，来自格
陵兰和南极冰盖的大量融水将
进入地球海洋水系，“对洋流造
成严重破坏，进而导致更多的极
端天气事件，每年的温度也会变
动更大。”领导这项研究的惠灵
顿维多利亚大学南极研究中心
副教授尼克·格列齐说。以北大
西洋为例，融水的汇入将导致大
西洋深层水循环显著减弱，从而
影响沿海洋流，造成中美洲、加
拿大东部和北极高地的气温升
高，与此同时西北欧的气候变暖
会有所减弱。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
门委员会去年 10 月发布报告
指出，如能实现“1.5℃”控温目
标，相比“2℃”目标，经常遭遇
极端高温天气的人口减少大约
4.2亿，遭遇异常高温天气的人
口减少6400万。

参与研究的新西兰地质与
核科学研究所专家利兹·凯勒
说，近年来，冰盖融化正在引发
全球海平面上升，这次的新研
究提示，未来如果能大幅减排，
或许人类还可以将危害控制在
一定范围内。这一研究团队呼
吁各国政府评估极端天气增多
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

新华社电 沙特阿拉伯外
交大臣阿德尔·朱拜尔10日澄
清，沙特政府与美国传媒公司
旗下小报曝光美国电子商务巨
头亚马逊公司首席执行官杰
夫·贝索斯婚外情“完全不相
干”。

贝索斯与美国传媒公司的
纠葛始于今年1月。贝索斯宣
布与妻子离婚不久，美国传媒
公司旗下小报《国民问询》周刊
披露他与一名前电视节目主持
人有婚外情，触发贝索斯调查
他与婚外情对象的短信和照片
如何流出。

贝索斯几天前在社交媒体
发文，暗示他掌控的《华盛顿邮
报》披露沙特记者贾迈勒·卡舒
吉遇害事件令沙特政府不满，
怀疑沙特与美国传媒公司“有
染”。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面向全国》栏目 10 日播出沙
特外交大臣朱拜尔接受采访的
视频。记者问及沙特政府是否
牵涉《国民问询》曝光贝索斯婚

外情一事，朱拜尔回答，“我们
与它无关……对我而言，它听
着像是一出肥皂剧”。

朱拜尔说，他“不了解”沙
特政府与美国传媒公司有任何
关系，不认为沙特方面会鼓动
美国传媒公司刊发贝索斯的负
面报道。

按照贝索斯的说法，《国民
问询》以曝光他与婚外情对象
不雅照片相要挟，要求他停止
调查并公开说明报道内容并非
出于政治动机。

美国传媒公司首席执行官
戴维·佩克的律师埃尔肯·阿卜
鲁莫维茨 10 日接受美国广播
公司《本周》节目采访，否认《国
民问询》以公开私密照片敲诈
勒索贝索斯。

阿卜鲁莫维茨说，婚外情
报道内容由贝索斯及其情妇所
熟悉的一名“可靠知情人士”提
供。在被问及美国传媒公司近
期完成4.5亿美元债务重组时，
他回答，其中来自沙特方面的
资金“不多”。

沙特称

“无关”贝索斯婚外情曝光

今年极端天气事件

将更多更严重

泰国选举委员会11日发布总理
候选人正式名单，前公主乌汶叻“榜
上无名”。

选举委员会发布声明说，王室成
员应当保持政治中立，不应担任公
职，因而没有赋予乌汶叻参选资格。

选举委员会审核45个政党推举
的总理候选人，继而发布名单。这一
机构原定15日发布名单。

泰护国党 8 日提名乌汶叻为这
一亲前总理他信·西那瓦政党的总
理候选人。乌汶叻接受提名。但
是，泰国国王玛哈·哇集拉隆功随
即发表公告说，姐姐乌汶叻参选总
理“不妥”，王室成员涉足政坛有违
宪法。

为什么公主参选在泰国会引起
这么大的震动？在这场风波中，谁会
获利？

泰国大选3月24日举行

泰国将迎来近 5 年来首次大
选。据现行选举制度，泰国选民将在
新一轮大选中选举 500 名下议院议
员，再由当选的下议院议员与全国维
持和平秩序委员会指派产生的 250
名上议院议员联合投票选出新一任
总理。

2014 年，泰国军方推翻了英拉
领导的“为泰党”政府，原陆军司令
巴育领导成立全国维持和平秩序委
员会，担任总理并执政至今。巴育
一直承诺将举行大选，但大选日期
屡次推迟。1 月 23 日，泰国国王哇
集拉隆功签署王室法令，选举委员
会当天下午宣布将于3月24日举行
国会大选。

大选登记于2月8日截止，泰国
各参选政党提名的总理候选人已全
部揭晓。这场大选主要有四股力量，
一方面是支持他信的“为泰党”及其
盟友，另一方面是支持巴育的党派，
另外两股力量是支持王权的“民主
党”以及其他新兴党派。

泰国现任总理巴育已接受泰国
“国家人民力量党”的邀请，宣布竞选
新一任总理。泰国老牌政党“民主
党”的党魁、泰国前总理阿披实作为

“民主党”提名的唯一候选人参选。
“为泰党”推选的总理候选人为该党
“大选战略委员会主席”素妲叻。

候选人中最出人意料的是泰国
国王哇集拉隆功的姐姐乌汶叻。她
接受“泰护国党”邀请成为该党推举
的唯一总理候选人参选。

“泰护国党”成立于 2009 年，向
来被认为是亲前总理他信的政党，曾
多次变更党名，党内现高层不少来自
为泰党。

国王要求公主远离政治

公主参政史无前例，有人支持

有人反对。正当舆论沸沸扬扬地
讨论公主参选的合法性以及对大
选的影响之时，泰国国王哇集拉隆
功 8 日深夜通过电视台发布御令
称，泰国王室是全体泰国人民的心
灵寄托，国王和每一位王室成员所
处的地位超越政治，所做的一切都
是为国为民，正如先王普密蓬·阿
杜德在位 70 年的时间里，一心为民
造福，以德治国，带领国家渡过一
次又一次危机。乌汶叻公主身为
先王普密蓬·阿杜德和王后诗丽吉
之长女、当今国王的姐姐，虽然已
经按照王室的规定正式放弃了王
室封号，但仍然是王室成员的一份
子。公主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为
百姓做了许多事情，深受百姓爱
戴。无论以何种方式让王室高级
成员参与政治，都违背既有的王室
宗规、风俗习惯和国家文化，是非
常不恰当的行为。

御令还指出，无论是过去还是
现行的宪法，都有关于王室的特别
规定，宪法承认王室的特殊地位。
因此，所有王室成员都应远离政
治、保持中立，不能担任任何政治
职务，否则就是违宪行为，且与以
国王为最高元首的民主体制相违
背。

9日早晨，乌汶叻公主在社交媒
体发文称：“感谢所有在过去一天给
予我关爱和支持的人，想再次真诚地
对大家说，希望看到国家进步，被世
界各国赞许和认可。希望每个泰国
人都能获得应有的权利和机会，安居
乐业、幸福生活。”

同一天，“泰护国党”也发表声
明，表示尊重国王的御令。据悉，“泰
护国党”还取消了原定9日举行的选
举活动。

名义上是平民 仍被尊称为公主

虽然泰国长公主最终难以参
选，但是其对泰国政局已经造成重
大影响。有分析人士指出，乌汶叻
公主横将杀出，当然是他信的政治
算计。

乌汶叻现年 67 岁，是泰国先王
普密蓬和诗丽吉王后的长女，现国
王哇集拉隆功的姐姐。早年在美
国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学士学位，之
后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取得硕
士学位。1972 年，她因与一美国人
结婚而申请放弃王室成员地位，获
准成为平民，这使她具备从政资
格。乌汶叻于 1998 年离婚，随后回
到泰国居住。虽然名义上已成为
平民，但泰国民众依然敬重并尊称
她为公主。

2004年印度洋海啸，乌汶叻公主
的儿子不幸丧生。从此，这位特立独
行的长公主开始投身慈善，并多次在

电影中出演角色，泰国对她的记忆从
“出逃公主”变成了“明星公主”、“慈
善公主”——综合而言，形象还是相
当不错的。

去年在俄罗斯举办的世界杯
足球赛中，乌汶叻公主曾被媒体捕
捉到和他信、英拉共同观赛的画
面。此次乌汶叻公主被泰护国党
提名为总理候选人，可能令泰国选
民认为他信阵营得到了部分王室
成员的支持，参与投票的热情会进
一步高涨。而公主被禁止代表泰
护国党参选后，选民的热情可能会
转而投向同属他信阵营、更有实力
的“为泰党”。如果说此前他信的

“为泰党”有七成胜算，经此一役，
“为泰党”的胜率应该已经上升到
八成甚至九成了。

他信阵营有何政治盘算

另一方面，他信阵营打出乌汶叻
公主的旗号，显示与泰国王室的特殊
关系，也是为了增加制衡泰国军方的
资本。

泰国是个军事政变多发的国
家。从 1932 年的第一次军事政变
开始，泰国到现在已经经历了大大
小小的政变有约 20 次。但政变影
响的只是政府，泰国王室一直岿然
不动。不仅如此，在每次政变之后
成为新任的领导人都必须去觐见
国王。只有国王同意了，这次政变
才具有合法性。

这是因为，与其他多数君主立宪
制国家不同，泰国国王绝不仅仅是一
个“摆设”。泰国宪法承认泰王是国
家元首、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以及宗
教的最高护卫者。因此，泰王手握多
项实权，如人事任免权（包括内阁总
理、军政人员和法官）、立法权（以批
准签署的形式）、解散议会（下议院）、
宣战、大赦等等。泰国的军队被称为

“泰国皇家军队”，虽然实际上军权是
由国防部和最高司令部控制，但泰王
一直稳坐幕后掌控政局。这一点在
普密蓬国王在位的70年间得到了充
分的体现。

以“为泰党”为代表他信阵营的
在2005年的大选后建立了一党独大
的政治格局，但在2006年，他信因政
变下台。2007 年和 2011 年的大选，
他信的密友沙玛、妹夫颂猜、幺妹英
拉相继出任总理，又在 2014 年遭遇
政变。因此，为泰党这次即使在大选
中获胜，仍有可能被泰国军方赶下
台，要想与军方制衡，获得泰国王室
的支持尤为重要。通过推选乌汶叻
公主，他信阵营也是在向泰国国王哇
集拉隆功示好 ，而在国王发声后迅
速服从，是在用实际行动告诉泰国国
王，自己唯泰王马首是瞻。

本报综合消息

泰国前公主无缘参选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