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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7日的融冰，
可让美国佛州积水5公分

位于北极圈的格陵兰冰原正在经历最严
重的融冰，仅仅在7月27日的融冰，足以让整
个美国佛罗里达州积水约5.08公分。

美国有线新闻网（CNN）报道，这是过去
10年格陵兰冰原第三次重大极度融冰现象。
根据丹麦气象局，光在7月27日，格陵兰冰原
就损失了85亿吨表面融冰，从7月25日开始累
积达184亿吨。科罗拉多州国家冰雪数据中心
科学家特德史坎伯斯说：“这是很严重的融
化。7月27日格陵兰冰原的东半部很大的部
分，从北端一路融化到南端，很不寻常。”

这一现象背后是人类造成的气候变迁导
致的地球暖化，使得融冰越来越快速。根据

《冰冻圈》Cryosphere期刊，地球自1990年代中
期以来，已经失去了28兆吨的冰，大部分是在
北极地区，其中包括格陵兰冰原的冰盖。

据《联合早报》报道，2019年，格陵兰冰原
有大约5320亿吨冰融入大海。当年春天异常

炎热，加上7月的热浪，导致格陵兰冰原几乎
整个冰盖表面都开始融化，全球海平面也因
此永久上升1.5毫米。专家警告，格陵兰冰原
的表面如果继续融化，当极端气候遇上大潮
时，全球滨海城市可能面临风暴潮的淹水。目
前估计，在本世纪末以前，全球海平面可能会
上升2至10公分。

今天，有着“指环王”美
誉的土星要“冲日”啦！天文
科普专家表示，当晚美丽的

“指环王”整夜可见，届时如
果天气晴好，我国感兴趣的
公众可一睹其迷人风采。

土星是一颗非常美丽的
星球，它是太阳系中体积第二
大的行星，大小仅次于木星。
天文学研究发现，所有的类木
行星都有光环，但是土星的光
环最亮、最宽阔、最美丽。土星
的光环主要由无数个直径从
几分之一毫米到几十米不等
的冰颗粒组成，并以飞快的速
度围绕土星旋转，且随着观测
时间不同展现出不同的面貌，
令观赏者赞叹不已。

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
天文科普专家修立鹏介绍，当
土星的北极或南极正对太阳
和地球时，光环的反射率最
高，因此在地球上看起来也最
亮、最好看；相反，光环的边缘
正对太阳和地球时，在地球上
就会发现，光环几乎完全“消
失”了。土星的绕日公转周期
为29.5年左右，所以每过大约
15年，土星的光环就会“消失”

一次。最近的两次“消失”发
生在1996年和2010年。

土星“冲日”是指土星和
太阳正好分处地球两侧，三
者几乎成一条直线，此时土
星与地球距离最近，亮度也
最高，是观测的最佳时机。土
星的会合周期是378.09天，
也就是每378天左右会迎来
一次“冲日”。

“本次‘冲日’时，土星位
于摩羯座天区。日落时，土星
从东南方天空升起，午夜时分
到达上中天的位置，此时它的
地平高度角最大，受地面光线
和大气折射影响最小。”修立
鹏说，“冲日”时，土星的亮度
可达0.18等，与天琴座织女星
的亮度接近，如果天气晴好，
很容易找到它。“除了用肉眼
观测土星本体外，感兴趣的公
众还可以使用双筒望远镜或
者小型天文望远镜进行观测，
大约80毫米口径的天文望远
镜就可以欣赏到土星迷人的
光环；使用更大口径的望远
镜，还可以尝试寻找光环中那
条最大最明显的暗缝——卡
西尼缝。” （新华社）

近日，数千名科学家在一项研究中指出，资源过度开采
已经使地球的多项“生命体征”恶化至历史新低值，多个气
候指标的临界点即将到来，并呼吁采取紧急措施应对极端
天气现象。

据半岛电视台7月28日报道，数千名科学家签署了一
份要求宣布全球气候紧急状态的倡议，并在28日发表在《生

物科学》（BioScience）上。倡议指出，各国政府始终无法解决
“地球资源过度开发”的问题，这恰恰是气候危机的根源。

在文章中，科学家们通过多项“生命体征”来测量地球的
健康状况，包括滥砍滥伐状况、温室效应、冰川厚度以及海冰范
围等31个指标，眼下其中已有18个指标达到历史极值。

科学家们注意到，自2019年起，与气候相关的灾难以前所
未有的速度激增，如南美洲和东南亚的洪水、澳大利亚和美国
创下纪录的热浪和野火，以及非洲和南亚的破坏性气旋。

科学家们声称，“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我们正在接近一些
临界点。”比如格陵兰岛和南极洲冰川融化的速度比15年前增
加了31%，无论人类是否削减排放，都不可能在几个世纪内让冰
川复原。

科学家们指出，巴西亚马逊雨林的年损失率在2020年达到
1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其中火灾、干旱和砍伐导致的雨林退化
已经抵消雨林本身对二氧化碳的吸收，反而增加了大气中的碳
含量。

埃克塞特大学全球系统研究所的所长、该文章的合著者提
姆·伦顿（Tim Lenton）表示，“我们需要对这些现象采取措施，
让全球经济脱碳，并开始恢复自然。” （据澎湃新闻）

▲2020年8月16日拍摄的格陵兰北部旺德
尔海上的海冰，这片区域本来常年被海冰覆
盖，2020年8月14日的卫星图片显示这里的
海冰覆盖比率下降到了历史新低50%

丹麦研究人员说，受近期热浪影
响，覆盖世界第一大岛格陵兰岛的冰
盖正在大面积融化。研究人员说，格陵兰
冰盖2000年以后消融速度加快，最近几
年的融化速度比2000年以前增加约4倍。

此前，格陵兰冰盖最大规模融化发生
在2019年夏季。如果格陵兰冰盖全部融化，全
球海平面将上升6至7米。欧洲研究人员今年1月
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按照格陵兰冰盖当前融化速
度，全球海平面到2100年将上升10厘米至18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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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冰洋“最后的冰区”
发生创纪录融化

北冰洋格陵兰北部的旺德尔海通常覆盖
着坚密厚实的经年冰雪，人们预期在气候变
化之下，它会比北冰洋任何区域都能坚持更
久。这个地区常被称为北冰洋“最后的冰区”，
也是依赖冰面生存物种的最后避难所。

最新的一项研究则显示，“最后的冰区”
对气候变暖的适应力比以前认为的要低。华
盛顿大学海冰科学家Axel Schweiger及其同
时在《通讯-地球与环境》（communications
earth & environment）发表的一篇论文称，
2020年夏季，反常的夏季风和冰层变薄造成
了北极“最后的冰区”海冰大量消失，这一地
区是北极熊、海象和海豹的重要避难所。

研究结果表明，面对气候变化，最后的冰
区或许比此前认为的更为脆弱。在2020年夏
天，与气候预测相反，该地区出现了广阔的开放
水面。2020年8月，海冰密集度（SIC，海区内海冰
面积所占百分比数）曾低到了创纪录的50%。

是什么导致了意料之外的海冰消失？
Schweiger等人使用卫星图像和数学模型，其
中纳入了2020年旺德尔海的环境条件。他们
估计，2020年夏季大量海冰消失绝大部分由
反常天气引起，强力的夏季
风把海冰从最后的冰区吹
走了。Schweiger说，

“在2020年的冬春
季，有一些较老、较

厚的冰漂流到那里，但又有足够多薄而较新
的冰融化，露出了开阔的海洋。”

研究人员还根据1979年以来的数据对这一
地区进行了数值模拟，结果表明，长期以来气候
变化导致海冰变薄，促使2020年的冰层融化加
剧，使最后的冰区在反常气候条件下更为脆弱。

Schweiger等人建议，进一步研究应出于
保护目的尝试量化最后的冰区对气候变化的
恢复力，因为这一区域可能最终会成为依赖
冰面生存的哺乳动物最后的夏季栖息地。

“我们现在考虑的是，这个地区可能是依
赖冰的物种的最后避难所。所以，如果像我们
的研究显示的那样，它可能比人们想象的更
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这是很重要的。”
Schweiger解释说。

该研究对“最后的冰区”的生存能力提出
了疑问，但研究人员同时称，这里的观察结果
可能不适用于整个地区。仍然有很多问题没
有得到解答，可能最令人担忧的是这个地区
的融化将如何影响北极稀有的野生动物。

“我们对最后的冰区的海洋哺乳动物所知
甚少。”论文作者之一、Kristin Laidre说，“我们
几乎没有任何历史或现有的数据，事实上，关于
这些种群的未来，问题比答案多得多。”

（据澎湃新闻）

土星今天“冲日”
迎来观测“指环王”最佳时机

半个冰西瓜下肚，六旬老人险送命！

这样存放的西瓜太“脏”了……

▼2016年3月格陵兰北部一块厚厚的海
冰上停着一只北极熊。夏季冰盖消失，这
些较厚较古老的海冰便无法再完全保护
较大的区域

科沿前 技

对很多人来说，空调、
西瓜、wifi是夏日标配。西瓜
冰镇，一口下去甘甜爽口，
沁人心脾，简直是消暑利
器。但是有人却因此差点丢
了性命！

常州市民张女士平时
非常爱吃西瓜，六月底，天
气闷热不堪，她去超市一连
买了四五个西瓜，回家将其
破开，放入冰箱冷藏着慢慢
吃。某天晚饭后，张女士拿
出了其中半个冰西瓜，一口
气全部吃完了，睡前她突然
感觉一阵阵腹痛，随后症状
加剧，还出现呕吐、发热等
症，家人见状立即将其送至
了医院。经检查，张女士已经
出现了休克血压，小肠已经
出现坏死，有严重的细菌感
染。好在送医抢救及时，张女
士的病情逐渐稳定下来。

一口吃下8400个细菌
冷藏西瓜可以有多“脏”？

为什么会出现细菌感
染，大概率是未保存得当。四
川大学华西医院急诊科邓澎
医生告诉我们，西瓜富含果
糖、葡萄糖等营养物质，是细
菌生长繁殖的温床。

●混用菜刀砧板切西
瓜，滋生细菌：

近日，微博上一则关于
“隔夜冰西瓜一口吃下8400
个细菌”的话题，冲上了微
博热搜第一。

热搜话题的数据来于
央视《健康之路》中的一个
实验。视频中，实验室对多
种切西瓜的方法，进行了细
菌培养实验。实验人员用普
通切肉的菜刀切取西瓜，封
上保鲜膜隔夜保存后检测
西瓜面，检出每25克有8400
个细菌，也就是336个/克。实
验最后证明，切西瓜应该用
专用的菜刀砧板，如果细菌
数量过多，接触到致病菌，
就容易生病、拉肚子。

●和生肉一起放冰箱，
滋生细菌：

许多人在使用冰箱的
时候，不会分门别类的存放
食物，比如将生肉制品、果
蔬等放到一起。

但由于生肉制品自身
携带一些细菌，把它们放入
冰箱长期储存后，冰箱内部
也会残留有大量细菌，这个
时候若将切开的西瓜直接

放入冰箱，细菌就会附着在
西瓜上，并开始大量繁殖。
而当这些附着在西瓜上的
细菌达到一定的数量后，就
会致病，比如引起肠道感
染，严重者可出现感染性休
克，危及生命。

●长时间盖上保鲜膜，
滋生细菌：

通常情况下，短时间内
未覆膜的西瓜的菌量较覆
膜西瓜会略微有增加；但长
时间覆膜保存，反而可能为
细菌提供生长的环境，促进
细菌繁殖。

西瓜这样存放才安全

在30℃的室温下放置
超过8小时以后，菌落总数
会明显上升，所以西瓜切开
后需尽快食用。

对于切开暂时不食用
的西瓜的存放问题，邓澎医
生建议：

① 如 果 不 放 在 冰 箱
里，可放在室内通风处即
可，无需覆盖保鲜膜，但存
放时间尽量不超过8小时；

② 若喜欢冷藏的冰爽
口感，可选择放入冰箱，盖不
盖保鲜膜均可。但需注意：不
要和生肉、水产品放一起，
防止交叉感染。不要将西瓜
切成小块放冰箱内，这样使
细菌与西瓜的接触面积增
大。冷藏时间最好不要超过12
小时，最长不超过24小时。另
外，切瓜时，尽量用专用切水
果的干净的刀和砧板，尤其
不能用切过生肉的刀直接切
西瓜。总的来说，细菌繁殖是
需要时间的，所以买西瓜最
好吃多少买多少！

邓澎医生最后提醒：
食用西瓜切勿过量！

首先，西瓜吃多了容易
长胖。正常甜度西瓜含糖
5%，所以西瓜的热量很高
（250Kcal/kg），通过热量计
算，吃一个西瓜就相当于吃
了五六碗饭（一碗米饭大约
200Kcal）。

同时，西瓜的糖分虽然
是果糖，不会明显升高血
糖，但摄入过多，也会不知
不觉的导致血糖上升。

尤其是这两类人群千
万不要过量食用西瓜：

糖尿病者和严重肾功
能不全者。 （文静）

碳排放的另一种“成本”：
每3.5个美国人制造的二氧化碳

就可能致1人死亡
过去一个月里，欧洲的洪水、北美的热浪……最近这些导

致数百人死亡的极端天气都可以追溯到人们熟悉的一些概念
上——“碳排放”、“气候变化”、“全球变暖”等。

这些概念到底意味着什么？《自然通讯（Nature Communi-
cation）》杂志7月29日发布了第一份关于碳排放的“死亡成本”分
析，其结果堪称触目惊心：每3.5个普通美国人制造的碳排放就
足以致1人死亡。

《自然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杂志发布的这份“死
亡成本”分析参考了多个公共卫生研究，得出结论：如果以超过
2020年碳排放水平，每向大气中排放4434吨CO2，地球上可能就
有一个人因为由此造成的气温上升而提前死亡，而这仅相当于
3.5个美国人以当前生活方式所产生的碳排放量。

这份研究的作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教授丹尼
尔·布雷斯勒指出，这些估计的数据并不是确切的，实际数据

“有可能会低一些，也很可能是极大的低估”，因为他们只计入
了因气温上升致死的相关数据，还没有纳入气候危
机造成的洪水、暴风雨、粮食作物灾害及其他影响造
成的死亡数据。

今年2月，哈佛大学的一份研究就曾指出，燃
烧化石燃料造成的空气污染也在直接致人死亡，

全球每年有约800多万人因为有害空气造
成的健康问题而死亡。布雷斯勒教授指出，
尽管他的研究分析的是个体活动的碳排放
影响，但真正的焦点应该在于影响企业行

为的政策，以及能从整个社会层面上来影响碳排放的政策。如
果能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全球在本世纪内预计将有7400万人
由此获救。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林容

当地时间7月1日，联合国确认南极大陆去年曾录得18.3℃
的历史性高温。

据法新社7月1日报道，联合国下属专门机构世界气象
组织（WMO）表示，这一创纪录的高温是在2020年2月6日
于南极半岛上的阿根廷埃斯佩兰萨站（Esperanza re-
search station）录得的。另据阿根廷媒体报道，当时甚至有
科考站工作人员表示开始在中午穿着短袖工作。

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佩特里·塔拉斯（Petteri Taalas）
表示：“对最高气温纪录的验证十分重要，因为这有助于我

们在地球最后的边缘地带之一建构有关天气和气候的图景。”
塔拉斯指出，南极半岛是全球变暖速度最快的地区之一，

在过去50年里当地平均气温升高了将近3℃，“因此，这个新的
温度纪录与我们观测到的气候变化是一致的。”

此前南极大陆及其周边岛屿的最高气温纪录——17.5℃也
是在埃斯佩兰萨站测得的，时间是在2015年3月24日。而整个南
纬60度以南地区的最高气温是1982年1月30日在西格尼岛
（Signy Island）测得的19.8℃。

《印度斯坦时报》7月2日报道称，据世界气象组织介绍，
2020年2月的南极高温是巨大高气压系统造成的“焚风状态”引
发的，这造成了埃斯佩兰萨站和西摩岛等地显著的地表变暖。

最近的研究表明，气温若再升高2℃，可以使南极大陆西部
和格陵兰岛的冰层融化到达不可逆转的临界点，而这两个地区的
冰层若全部融化，足以使全球海平面升高13米。 （据澎湃新闻）

南极半岛是全球变暖速度最快的地区之一

“最后的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