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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蚊子成都蚊子““热热””少了少了
蝉鸣蝉鸣““热热””响了响了

近来全球多地又见极端热浪，一些
地方高温打破历史纪录，民众健康、农
业生产、生态环境等受到威胁。究其原
因，在短期的直接气象因素之外，专家
普遍认为长期的气候变化导致极端高
温事件更频繁出现。科学界近年热议
反映人类活动影响的新纪元“人类
世”，可以说气候变化给这“一世”敲响
重要警钟。

这些年几乎每个夏天都有热浪消
息，今年欧洲7月的高温格外突出。英国
气象局7月中旬发布有史以来第一个异
常高温红色预警，伦敦希斯罗机场19日
气温达到破纪录的40.2摄氏度。法国气
象部门说，该国18日有64个城市打破了
当地最高气温纪录。

“热会致病，热应激和高浓度地面
臭氧会对健康产生严重影响。”德国医
生协会主席克劳斯·赖因哈特谈到欧洲
这一波热浪的影响时说。法国卫生部门
说，热浪期间民众因体温过高、脱水等
原因就诊次数明显增多。在美洲，美国
国家气象局天气预报中心7月19日说，
全国各地有超过1亿人口处于各类高温
警告地带。

对于这一波热浪的原因，气象观测
可以提供直接、短期的解释。比如法国
气象部门表示，最初位于亚速尔群岛和
欧洲大陆之间的低压系统向比斯开湾
运动，通过吸收伊比利亚半岛上空已经
存在了一周的炎热空气而成为强热的
来源。韩国气象厅分析，从6月下旬开
始，北太平洋高压扩散至济州道南部附
近，高温多湿的西南风沿着北太平洋高

压边缘强烈流入，使得气温高于往年。
多国专家普遍认为，人类活动导致

的长期气候变化是深层原因。美国加利
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环境健康科学
系教授朱怡芳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
时说，气候变化会导致越来越多极端天
气发生。

工业化以来人类活动造成的巨大
影响，在许多科学家看来，已经让地球
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纪元——“人类世”。
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下属的“人类世工
作组”指出，这个概念强调了“工业化以
来显著加剧的人类影响”，相关现象包
括全球变暖、海平面上升、海洋酸化等。

尽管关于“人类世”的具体起点、内
涵外延等还存在一些争论，但毫无疑
问，人类燃烧大量化石燃料排放温室气
体而导致的气候变化，是其重要特征。

历次联合国气候大会传递的信息
表明，如果不加强减排等行动，在“人类
世”等待我们的将是一次又一次像前面
那样或更加恶劣的气候灾难。联合国政
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今年4月通过
第六次综合报告中第三工作组报告时
说，世界处于一个“机不可失”的十字路
口，如果采取行动，仍有可能到2030年
前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比2010年至
少降低一半，并实现《巴黎协定》提出的
将全球升温水平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
并力争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的目标。

正如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彼得里·
塔拉斯日前谈到7月热浪时所说：“我希
望这是能唤醒各个政府的警钟。”

（新华社）

热搜第一：今年的蚊子好像少了

“大家有没有感觉到今年的蚊子有点少了？”25日，网友简单的
一问，引发了许多人的兴趣，答者如云，相关话题“今年的蚊子好像
少了”则冲上微博热搜。截至发稿前，话题阅读次数达到3.7亿次，讨
论次数3.3万次。

网友@你我都在对的时间点：适者生存，明年不会是耐高温的
蚊子吧。网友@开心笑笑乐：今年蚊子真的少了，我们的电蚊香都没
派上用场，也没被蚊子咬过。网友@炒米冷清清：要不先别开空调
了，先把蚊子热死？

对此，不少市民也反映，最近蚊子确实少见了。有人猜测，是不
是蚊子受不了高热环境，今年都迁徙到凉快的地方去了，或者因为
无法耐高温停止发育了？

昆虫学家：许多昆虫都受到高温影响

对此，华希昆虫博物馆馆长赵力告诉记者，有研究发现，最适
合蚊子生存的温度在22℃~32℃之间。当水温在25℃左右时，蚊
子繁殖发育最快。当水温超过35℃，蚊子卵、幼虫、蛹在水里就
会停止发育，甚至大量死亡。特别是持续高温天、户外水塘、积
洼的水不断被蒸发，暴晒后水温很高，蚊子根本无法产卵。

赵力说，不仅仅是蚊子，蜻蜓、竹节虫、螳螂、萤火虫等许多
昆虫都会受到高温天气的影响。比如蜻蜓，“青城山有的地方的
蜻蜓幼虫因为高温发育停滞了”。6月初，赵力在青城山一处水洼
里见到很多角斑黑额蜓幼虫，这个种类在青城山和龙门山的低
海拔沟渠很常见。当时，它们陆续羽化，但是在6月底、7月初的高
温天气阶段，幼虫的发育似乎停止了，没有继续羽化。

在前段时间的高温天气中，赵力饲养的竹节虫也因为高温停
止蜕皮，“中国巨竹节虫在日最高气温达到34度以上之后，就会停
止发育和蜕皮。”此外，还有螳螂、蝴蝶等昆虫，甚至连8月底、9月初
才出现的樱花水母，今年7月就被发现了，提前了整整一个月。

气候变暖 对昆虫弊大于利

但是，蝉却是独特的例外。“有没有发现今年的蝉鸣更响亮了？”赵
力告诉记者，在高温天气里，蝉从地下钻出来的数量反而增多。这是因
为地下的气温变化比较慢，蝉幼虫要达到一定平均温度以后才从地下
钻出来，而高温天气能提前催化蝉的幼虫集中到达地面。就成都来说，
今年很多蝉的爆发时间明显比前几年提前了半个月左右。

这可以理解为，往年要到很热的时候，蝉才会从地下钻出来，因
为今年热得早，它们提前破土，而且如果后续温度合适，还有更多的
蝉出现。另外，青城山萤火虫的出现也提前了十来天。

总的来说，全球气候变暖对整个生态影响是很明显的，“我前段
时间去折多山和贡嘎山考察高山蝴蝶，发现一些种类的高山蝴蝶，
由于气温变化，数量大幅度减少了。”赵力说。

气候变暖，对生物来说是弊大于利的。赵力认为，虽然生态系统
有自动调节的能力，一般来说可以自动修复，但高温确实打破了很
多生物原来的发育节律，极端温度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是肯定的。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戴佳佳

根据蚊虫监测显示，今年3至6月
份，江苏蚊虫密度整体上比前几年低。

南京市民王女士说，往年6月底、7月
初的时候，蚊子特别多，“但是今年入夏
后，很奇怪，竟然没有感觉到蚊子的存
在。”家住徐州的杨女士，近来也发现，蚊
子变少了。“我家住在低楼层，每年夏天，
都要在家门口点蚊香，不然蚊子总往家
里钻。今年买的蚊香却没怎么用。”

“根据全省蚊虫的监测结果，今年
3至6月份蚊虫密度整体上比前几年
低。这主要是因为蚊虫的孳生离不开
水体，但近几个月雨水比往年偏少，
气温也比较高，这些都是蚊虫孳生繁
殖的不利因素。”江苏省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消毒与媒介生物防制所所长
褚宏亮介绍，“温度对蚊虫活动的影
响比较大，温度过高或过低都会降低
蚊虫的活跃度。”

“气温和雨水是影响蚊虫数量和
活跃度的重要因素。如果降水仍然偏
少，蚊虫的整体数量就会偏少。即使
气温下降到舒适的范围内，蚊虫的活
跃度增加了，感觉上可能蚊虫增多
了，但实际上蚊虫的整体数量并没有
增加。”褚宏亮说。

值得注意的是，高温时蚊子并没
有被热死，而是躲进了草丛、树荫、楼
梯道等凉快的地方“避暑”去了。所
以，蚊子被热死的说法并不准确。只
是高温导致了一些路面的积水变少
了，蚊子缺少了产卵的优渥环境。

蚊子是一种危险的动物，号称动
物界第一大杀手，可传播登革热、疟
疾、流行性乙型脑炎、寨卡病毒病、基
孔肯雅热等传染病。虽然近期因高温
少雨，蚊子的活跃度降低了，但也要
警惕环境“舒适”后，蚊子“卷土重来”。

一般蚊子的孳生离不开水体，没
有水，蚊虫就无法孳生，所以寻找并
清理蚊虫的孳生水体是控制蚊虫的
治本措施。“科学家们一直在研究对
付蚊虫的各种新方法，有辐射致蚊虫
不育、利用沃尔巴克氏体控制伊蚊数
量并减少登革热传播，一些新的诱杀
方法正在研发过程中。”褚宏亮说。

（据新华网）

7月25日，记者从杭州市疾控
中心获悉，从监测数据来看，7月杭
州的蚊虫数量比去年同期少了
30%-40%。

杭州市疾控中心传染病防制
所金彬彬医师介绍，每年4月到11
月，杭州市疾控中心每个月都会监
测蚊虫密度。从监测数据看，今年7
月的蚊密度低于6月。

以诱蚊灯法监测为例，这个月
的监测密度大概是3.82只/（灯·
夜），上个月的密度大概是4.72只/
（灯·夜），这个月的蚊密度比上个月
下降了30%左右。与去年同期相比，
蚊密度也大概下降了30%-40%。

蚊子跟人一样怕热也怕冷，超
过35℃活动能力就大大减弱，到了
40℃基本就活不了。

此外，湿度对蚊子的存活影响
也很大，一般合适的湿度（相对湿
度）是60%-80%，湿度低于40%蚊
子活力就很差了。

金彬彬说，我们都知道蚊子的
生活周期分为卵、幼虫、蛹和成虫
四个时期，前三个时期都是在积水
里面，室外气温高导致地面小积水
温度高，水分蒸发快，蚊虫无法完
成一个生长周期（从卵到成蚊大约
1-2周）。

7月的杭州室外温度基本都在
35℃以上，地面温度更高。在这样
的高温环境下，蚊虫的活力确实会
大大降低，那么活力一降低，它寻
找宿主吸血的欲望也降低了。

金彬彬说，受高温影响，有一
部分蚊虫可能是因为气温高，死掉
了；还有一部分蚊虫因为活力降低，
找到一些阴凉的地方栖息起来，等
到气候适宜的时候，又出来寻找宿
主叮咬、繁殖，完成它的生命周期。

有人会问，空调房里比较凉快，
温度适宜，适合蚊子繁殖生长吗？

金彬彬医师说，空调房里温度
虽然适合蚊虫生长繁殖，但是空调
房里往往比较干燥，房间的湿度不
利于蚊虫生长繁殖和长期存活。

（据澎湃新闻）

14岁的童童还在成都
读初中，最近却有了一个

“小糖人”的身份。“孩子平
时喜欢吃肉，长得比较胖，
没想到这么小得了糖尿
病。”童童的妈妈李女士带
着孩子在医院检查发现，
童童的各项身体指标都显
示是2型糖尿病患者。

长期以来，糖尿病、高
血压、脑卒中等疾病被认
为是“老年病”，患病群体
以老年患者居多。然而，记
者近期调查发现，一些二
三十岁甚至十几岁的年轻
人也患上了“老年病”。

“老年病”年轻患者增多

记者近期在四川多家
医院相关“老年病”科室走
访发现，看病的不少是年
轻人。多位一线医生说，糖
尿病、高血压等过去被视
为“老年病”，现在确诊患
者越来越年轻化。

“门诊发现年轻的‘糖
人’越来越多了，不少年轻
人血糖都偏高。”成都市第
三人民医院内分泌代谢病
科副主任李华琦告诉记
者，近年来，该科室确诊的
糖尿病患者呈年轻化趋
势，不少二三十岁的青年
人也患上了糖尿病。

21岁的小陈在成都一
家互联网公司工作，最近
总感觉头晕乏力，以为是
工作较累休息不够，到医
院检查被告知已经是个

“糖人”，空腹血糖严重超
标，需要立即吃药干预。

“平时很喜欢吃甜食，
经常喝奶茶，有时候一天
好几杯。总觉得年轻身体
好，没想到居然得了糖尿
病。”小陈说。

记者调研发现，除了
糖尿病以外，高血压、脑卒
中等传统的“老年病”也

“盯”上了年轻人。不少医
院的临床数据显示，在过
去30年里，高血压、糖尿
病、脑梗、心梗等通常被认
为是“老年病”的疾病，初
发年龄持续下降。

国家卫健委脑卒中防
治工程委员会组织专家编
写的《中国脑卒中防治报
告（2020）》中，2012至2016
年“国家脑卒中高危人群筛
查和干预项目”数据显示，
40岁及以上脑卒中患者首
次发病的平均年龄为60.9
至63.4岁，首次发病年龄构
成中，40至64岁年龄段占比
已经超过66%。该报告还指
出，发达国家脑卒中患者平
均发病年龄在75岁左右。从
总体上看，我国脑卒中发病
呈现年轻化趋势。

“临床上看，这几年二
三十岁的年轻脑卒中患者
增多了。其中甚至不乏18
岁以下的青少年。”成都市
第三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主
任柳华说。

国家心脑血管病联盟
发布的《中国中青年心脑
血管健康白皮书》显示，我
国大约每6个心脑血管疾
病患者及高风险者中，就

有一个是“90后”。

三重原因
致“老年病”年轻化

为何“老年病”的年轻
化趋势日益凸显？

——年轻人不良生活
方式的“催化”。

李华琦、柳华、张震等
专家告诉记者，现在，工作
节奏快、生活压力大，很多

“老年病”的年轻患者，有
一些不良生活习惯。例如，
熬夜、久坐、吃外卖、三餐
不规律、暴饮暴食、酗酒
等。除了易感基因的遗传
之外，很多年轻患者确诊

“老年病”，都是由于这些
后天不良习惯导致的。

——知晓率低、检查
率低、治疗率低。

以糖尿病为例，全国
流行病学数据显示，目前
中国糖尿病患者的知晓率
在30%左右，诊断出患有
糖尿病之后，患者的治疗
率为26%左右，而采取降
糖治疗的糖尿病患者中控
制率能达标也仅为40%左
右。加强糖尿病患者的管
理，还有很大的空间。2019
年发布的《中国中青年心
脑血管健康白皮书》指出，
近年来，我国心脑血管疾
病年轻化趋势明显，64.4%
的人并未接受过医学治
疗。

——年轻人营养健康
意识淡薄。

记者采访发现，不少
青少年喜欢购买各种“垃圾
食品”，有的家长采取放任
的态度，认为只要吃了不生
病就没多大关系。多位医生
表示，这种行为将给孩子们
的身体健康埋下隐患。

加强提前干预管理

避免越来越多的年轻
人患上“老年病”，需要全
社会共同努力。专家呼吁，
加强健康营养知识的普
及，提升“老年病”在年轻
人中的知晓率，让更多人
了解和掌握常见“老年病”
的预防措施。

《“健康中国2030”规
划纲要》指出，要构建国家
医学科技创新体系，建设
心脑血管等临床医学数据
示范中心。专家呼吁，要加
快建设心脑血管、糖尿病、
脑卒中等“老年病”的临床
医学数据示范中心，加强
国家层面的年轻人健康风
险干预管理。

专家表示，风险预测
模型在心血管疾病、糖尿病
等“老年病”预防中能起到
重要的作用，可加快对年轻
人、老年人等不同风险人群
制定不同的干预管理方案。

张震等专家认为，糖
尿病、高血压、脑卒中等

“老年病”的管理，是随着
病程进展不断进行调整的
长期过程。随着医疗信息
互联互通，人工智能等高
科技的融入，“互联网+医
疗”更符合年轻患者的看
病习惯。 （新华社）

今年到底有好热？

以色列研究人员近日
在英国《自然·神经学》杂
志上发表论文说，睡眠期
间大脑也会分析听到的声
音，但与清醒时相比，某些
波段的脑电波明显减少，
因此难以产生相应意识并
对声音做出反应。

人在睡眠时，听觉等
感官刺激很少触发行为反
应或有意识的感知。为研究
大脑在睡眠时如何处理声
音信号，以色列特拉维夫大
学等机构研究人员将播放
各种声音的扬声器放在13
名癫痫患者床边，在其清醒
和不同阶段睡眠状态下，观
察大脑不同区域的神经活
动和脑电波情况。这些患者
因治疗等需要在大脑中植
入了电极，监测脑电波更方
便。研究历时8年。

分析显示，大脑在睡
眠期间对听觉的反应比预

期的要强烈，但是脑电波
α-β波段的活动水平较
低。正是这一波段，构成了
大脑在清醒状态与睡眠状
态下对听觉反应的主要区
别。研究人员因此认为，在
睡眠期间，大脑会分析听
到的声音，但难以识别声
音并保持专注，也缺乏相
应意识并做出反应。

研究人员表示，未来
或可通过改进测量α-β
波段的技术、结合脑电图
等非侵入性监测手段，评
估一个人在各种情况下的
意识状态。特拉维夫大学
教授尤瓦尔·尼尔举例说，
这可用于分析外科麻醉手
术过程中患者是否处于无
意识状态，监测痴呆症患
者意识，以及判断一个看
似昏迷、无法交流的人是
否真的对其所处环境一无
所知等。 （新华社）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今年的蚊子是不是少了啊……”7月25日，网友发布的
微博话题“今年的蚊子好像少了”意外登上热搜榜第一位，不少网友纷纷表示同感，很
多人发现之前准备的花露水和电蚊香都落灰了。

蚊子真的变少了吗？7月26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联系到昆虫学家，得到了
肯定的回答。原来，当水温超过35℃，蚊子卵、幼虫、蛹在水里就会停止发育，甚至大量
死亡。不仅仅是蚊子，蜻蜓、竹节虫、螳螂、蝴蝶等昆虫都会受到高温天气的影响。

高温之下高温之下

今年3至6月
蚊虫密度

整体上比前几年低

监测数据显示：
7月份蚊子

同比减少3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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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动物园
给动物们花式降温
摄影 王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