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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官员预期美军“入境”
委内瑞拉执政党统一社会主义

党副主席迪奥斯达多·卡韦略27日
说，美国海军陆战队“可能”会进入
委内瑞拉境内，但没有提供支持这
一说法的证据。卡韦略同时担任委
内瑞拉制宪大会主席，当天在巴西
出席一场论坛时说：“我们人少、是
个小国，我们谦卑，美国海军陆战队
可能会进来……麻烦是如何出去。”

美国国防部暂时没有回应卡韦
略这一说法。

为逼迫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
斯·马杜罗下台，美国不断以经济制
裁、外交孤立和军事威胁等手段施
压，承认委内瑞拉反对派要员、全国
代表大会主席胡安·瓜伊多的“临时
总统”身份。美方官员把军事干预委
内瑞拉视为选项，拒绝排除启用这
一选项的可能性。

美国与委内瑞拉战机一周前空
中较量。美军说，美国海军一架
EP-3型电子侦察机19日遭委内瑞
拉一架苏-30型战机“挑衅性”尾
随，以致两架飞机“无法保持安全距
离”。但按照委方的说法，美方一架
侦察机侵入委方领空，委方出动两
架战机，拦截并把它“护送”出委方
领空。委方说，美国军机没有向委方
空管部门报告行踪，以致对那片空
域其他飞机构成威胁。

由委内瑞拉反对派控制的全国
代表大会23日以表决方式决定重新
加入《美洲国家间互助条约》，为要
求外国军事介入委内瑞拉局势作法
律铺垫。委内瑞拉最高法院26日裁
定，全国代表大会这项决议无效。马
杜罗27日说，反对派这一决定“非
法”“叛国”。 （新华社）

地球在变热，这不是错觉。世
界气象组织6月底说，全球变暖趋
势2019年仍在延续，没有减弱迹
象，2015年至2019年很有可能成为
有气温记录以来最热的5年。

逐渐增多的高温事件正给人
类社会带来伤害：

危害民众健康——据估计，
2000年至2016年间，全球遭热浪侵
袭的人数增加了1.26亿，由此造成
的健康风险包括中暑、脱水、心血
管疾病等，极端高温事件每年在全
球导致数千人死亡。

影响生产生活——极端高温
会威胁农业生产，并经常引发诸
如野火和电网故障等次级事件，
带来巨大损失。去年高温和野火
仅在美国造成的经济损失就高

达240亿美元。
改变全球生态——日前发表

的一项国际研究指出，按照如今的
气候变化速度，即便是那些“自我
调节”较快的动物，适应速度也不
足以保证生存，生物多样性会受到
巨大影响。

当下热浪与气候变化究竟有
何联系？专家认为，全球变暖的确
会使高温天气发生概率大幅增加。
正如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彼得里·
塔拉斯所言，我们越来越多地听到

“气候紧急状态”这个词，这已不仅
仅是气候问题。

“反常”是大自然的警示。人类
不仅需要适应与应对，更需要反思
和行动，莫让反常成为正常。

首先，持续采取有效措施，坚

定应对气候变化。全球变暖趋势客
观存在，且人类活动导致的温室气
体排放增加是其主因，这一科学共
识不容否认。所以，应对行动不能
是极端高温下的一时之“热”，决心
和行动不能轻易“凉”下来。

其次，应对气候变化、保护环
境与每个人息息相关，也需要每个
人的积极行动。在日常生活中注意
节约能源、减少使用一次性塑料制
品、坚持垃圾分类等，都是切实有
效的行动和贡献。

最后，席卷多国的热浪再次提
醒人们，人类是生活在地球村中的
共同体，休戚相关、命运与共。只有
完善全球治理，才能更好地解决气
候变化等人类共同面临的、关乎长
远命运的问题。

俄罗斯获准探视
伊朗所扣油轮船员

俄罗斯驻伊朗使馆27日说，
俄罗斯外交人员获准探视伊朗所
扣英国“史丹纳帝国”号油轮3名
俄罗斯籍船员。

伊朗外交部长穆罕默德·贾瓦
德·扎里夫同一天与阿曼外交事务
主管大臣优素福·本·阿拉维·本·阿
卜杜拉会面，商讨地区局势。

密切接触

俄罗斯驻伊朗使馆27日证实，
俄方外交官已经与“史丹纳帝国”号
3名俄罗斯籍船员见面。他们健康状
况“良好”，只是暂时仍需待在船上。

使馆发言人安德烈·加年科告
诉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史丹纳帝
国”号船员不缺生活必需品且可与
家人联络。使馆方面说，就俄罗斯船
员何时能够回家，俄伊双方正在密
切接触。

伊朗方面19日在霍尔木兹海峡
扣押英国“史丹纳帝国”号油轮，指
认它与伊朗渔船相撞并违反多项规
定。“史丹纳帝国”号油轮上有23名
船员，包括18名印度籍船员、3名俄
罗斯人、1名拉脱维亚人和1名菲律
宾人。

伊朗外交部先前说，将安排其
他国籍的船员与所属国家外交人员
见面。印度方面26日披露，印度外交
人员已获准探视“史丹纳帝国”号18
名印度籍船员。

加紧斡旋

美伊关系持续紧绷之际，一些
地区国家酝酿居中斡旋，缓和紧张。

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外
长扎里夫27日在德黑兰与阿曼外交
事务主管大臣阿拉维会面。这家媒
体没有详述两人会晤的具体议题，
只说双方就“双边关系、地区局势和
国际议题交换意见”。

阿曼与美国和伊朗均保持良好
关系，先前提出要在美伊之间斡旋。
阿曼外交部当天在社交媒体“推特”
发布文字，证实阿拉维与扎里夫磋
商议题包括地区安全和稳定以及霍
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状况。

扼守海湾的霍尔木兹海峡号
称全球能源大动脉，关联全球大约
三分之一的海运原油贸易。海湾产
油国严重依赖霍尔木兹海峡出口
原油。

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连续两个
多月发生油轮遇袭事件，数艘沙特
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挪威
和日本油轮遭到袭击。美国指认伊
朗是黑手，伊朗否认，指认美国做
局陷害。

美国去年5月退出伊朗核问题
全面协议并恢复和追加对伊制裁，
当前正寻求全面阻断伊方原油出
口。伊朗多次在海湾军演并发出警
告，若国家安全受威胁，将封锁霍尔
木兹海峡。伊朗上一次封锁霍尔木
兹海峡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与伊拉克
的两伊战争期间。 （新华社）

破纪录高温
导致北极圈100多场野火肆虐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自6月初以
来，欧盟“哥白尼大气监测服务”已在北极圈监
测到了100多场猛烈的野火。卫星摄影专家皮
埃尔·马克斯表示，该地区过去经历过火灾，但
从来没有这么多。

帕林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北极地区的气
温上升速度超过全球平均水平，为野火蔓延提
供了合适的条件。他说：“北极圈内野火的数量
和强度是不寻常和前所未有的。我们担心的是
野火发生在世界上非常偏远的地方，并且是在
一个被大家公认的原始环境当中。”

世界气象组织（WMO）研究人员克劳迪
娅·沃洛丘克说，西伯利亚今年6月平均气温几
乎比当地1981年至2010年的平均气温高近10
摄氏度，这里现在火灾肆虐。

野火燃烧
释放的二氧化碳加剧全球变暖

野火燃烧产生二氧化碳，会加剧气温升
高。研究人员估计，今年6月1日至7月21日，北
极圈内野火产生1亿吨二氧化碳。

沃洛丘克说，野火还释放了很多污染物到
大气中，这加剧了全球变暖的速度。她说：“当
烟雾粒子落在冰雪上时，（它们）会使冰吸收阳
光，从而减少了热量的反射，从而加速北极的
变暖。”根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一项研究，
2014年加拿大发生的特大火灾烧毁了700多万
英亩的森林，向大气排放了1.03亿吨以上的二
氧化碳。相当于加拿大所有植物和树木全年常
规吸收量的一半。

据了解，原始的北极环境特别敏感脆弱，
变暖速度比大多数其他地区要快。烟雾颗粒可
能会飘落在冰雪上，导致冰吸收阳光，而非将
之反射，从而加速北极地区的变暖。北极地区
的火灾又增加了释放甲烷这种温室气体的永
久冻土进一步解冻的风险。

随着全球变暖情况的加剧，北极开始
发生剧烈的变化，冰川开始融化，在冰山
上觅食的北极熊们也慢慢找不到休息的地
方了。

欧洲今夏持续遭受热浪侵袭。
欧盟“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项目”
数据显示，刚过去的6月是有记录
以来全球最热6月，欧洲平均气温
比正常情况高约2摄氏度。7月份气
温继续飙升，欧洲各国政府及其他
机构多管齐下应“烤”。

虽然欧洲的高温和常年经历
高温的其他地方相比，并不算特别
高，但对习惯了凉爽夏天的欧洲人
来说，这简直是难以应付。众所周
知，欧洲人没有使用空调的习惯。
据2017年的一份报告显示，只有不
到5%的欧洲家庭安装了空调。相
比之下，美国家庭的空调安装率为
90%。

从最热6月到最热7月
欧洲打破自1880年以来的纪录

外媒援引气象学家的话称，欧
洲已度过自1880年有记录以来史
上最热的6月，这个7月也将成为欧
洲史上最热的7月。

上周，包括比利时、德国、荷兰
等在内的国家均达到破纪录的高
温。7月24日，比利时东北部小镇小
布罗赫尔气温达39.9摄氏度。25日
下午，德国气象部门在下萨克森州
林根市录得42.6摄氏度高温。同
日，荷兰气温打破了75年的纪录，
达到40摄氏度。

6月28日，法国最高气温为46摄
氏度。如今再次进入高温预警，7月23
日，法国最高气温高达42.1摄氏度。

国土深入北极圈的芬兰，也为
可能发生的40摄氏度持续高温天
气制定了应急措施。因为持续的高
温，欧洲部分公共交通不得不暂停
服务。由于担心有脱轨风险，欧洲
数个国家的火车已经停运。7月23

日，从比利时开往英国伦敦的“欧
洲之星”发生故障，导致乘客们被
困没有空调的车厢中，气温高达
40℃摄氏度。

受影响的不仅是公共交通。在
法国南部，由于气温攀升至40℃以
上，EDF能源公司近日关闭了他们
的核电站。

欧洲人过去不愿安空调
如今对空调的需求大增

欧洲人为何不愿安空调？简单
来说，是因为他们过去不需要。据

《中国青年报》报道，正常情况下，
瑞士、德国等欧洲国家全年最高气
温都不会超过30℃。

严寒才是他们最大的敌人，因
此在房屋设计上，欧洲人都是考虑
如何达到更好的保温效果。至于空
调，几乎只能在商业场所找到。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
究员石岩也告诉成都商报-红星

新闻记者，欧洲人不安装空调，是
因为以前没有这么热，热的时间也
没这么长，但现在欧洲确实受到了
气候变化的影响。

有迹象显示，欧洲人对空调的观
点正在发生变化。据美国《连线》杂志
报道，欧洲人早就开始寻找降温的方
式了。在德国和意大利，空调的销量
分别上涨了12%，俄罗斯上涨了27%，
西班牙上涨10%，英国上涨11%。据报
道，2018年，欧洲共卖出了840万台空
调，相比2017年上涨了11%。柏林Kli-
ma空调公司负责人表示，人们购
置空调的兴趣从2018年4月份就开
始涌现，至今需求依旧旺盛。

未来几年内，欧洲预计的总体
需求增长量，但远比不上世界其他
地方对此的需求。空调和风扇已占
据欧洲10%的电力消耗量，但国际
能源署（IEA）预测称，除非空调的
能效得到显著提高，否则未来30年
内，相关能源需求会增长2倍。

北 极 野 火 肆 虐 前 所 未 有 欧 洲 空 调 销 量 上 涨

6月以来发生
逾百起野火

卫星图像显示，原本寒冷的北
极圈内今年6月以来发生100多起
野火，无论数量和火势凶猛程度都
“前所未有”。据欧盟“哥白尼大气
监测服务”记录，野火发生在格陵
兰岛、俄罗斯西伯利亚和美国阿拉
斯加等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24日援引这一机构资深研究员马
克·帕林顿的话报道：“北极圈内发
生野火的强度和数量不同寻常，前
所未有。”

研究人员认为，北极圈内野火
多发可能关联当地近来气温较高。

地
球
在
变
热
，这
不
是
错
觉

欧洲 遭遇高温“烤”验
有空调的好，他们终于能体会了

“气候紧急状态”已不仅是气候问题
报 告 显 示 ，

20世纪全球6月份
平均气温为15.5
摄氏度

今 年 6 月 全
球平均气温比这
一数字高0.9摄氏
度，同时也是连
续第414个比20
世纪同月平均气
温高的月份

过 去 140 年
间，6月气温最高
的10个年头中，9
年出现在2010年
以后

炎炎

成 都 商
报-红星新闻
记者 罗天 王
雅林 综合新
华社等报道

北极熊也受到全球变暖的影响 图据视觉中国

7月25日，人们在法国巴黎埃菲尔铁塔附近的喷泉中消暑纳凉 新华社发

近日，新一轮
热浪席卷欧洲，多
地气温超过40摄
氏度。7月25日，在
比利时德汉，人们
在海滩上散步

新华社发

▲

北半球 值爆表

北半球如今最“热”的新闻，莫过于“热”本身。从中国
到美国，从北欧到南亚，“炎值爆表”消息频传。极端高温
影响着民众健康和社会生活，也促使人们对大自然发出
的警示作出更深远的思考。

这个夏天，“本来就热”的地方更热了——6月中旬，
印度局部地区最高气温就已突破50摄氏度；“本不该热”
的地方也热了——热浪让从不需要空调的欧洲人不知所
措。此外，北极圈内今年6月以来发生100多起野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