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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暖的另一个坏处是：

以后可能喝不起咖啡了

今年种植咖啡豆的农民又将迎来一个丰收年，全球有望创纪录收

获超过 1.53 亿规格袋为 60公斤的咖啡豆。然而，这样的好光景可能

持续不了多久了。

我们知道，种植咖啡的国家主要分布于南北 25度之间的区域。

由于咖啡已经适应了特定的气候带，因此哪怕是 0.5 度的温度上升，

都可能会对其产量造成巨大影响。比如因为极端天气和非季节性降

雨，2002-2011 年期间印度的咖啡豆产量下降了近 30%。

目前专家们普遍认为，气候变化将在未来 80 年里严重影响咖啡

作物的生长。受全球变暖以及降雨模式变化的影响，这些目前种植咖

啡的土地将逐渐变得不适合咖啡生长。根据美国国家科学院统计，仅

在拉丁美洲，就有 90%用于种植咖啡的土地可能“报废”，而作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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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第六大咖啡生产国，埃塞俄比亚有可能在 2050 年失去 60%适宜咖

啡豆生长的土地。

气候变化带来的另一个后果是真菌的出现。近年来，“咖啡叶锈

病”正在墨西哥和中美洲蔓延。这种由真菌引发的疾病曾在 40 多年

前席卷过全球咖啡业，而今在逐渐变暖的气候中，它又卷土重来。病

的咖啡植株会因失去养料而枯死，易于感染此病的阿拉比卡咖啡豆，

正是商业咖啡中最重要的品种。墨西哥农业科学家 Carlos等人预测，

照此趋势下去，世界上有一半的咖啡豆都将在 2050 年前绝种。

无力控制病虫灾害的农民只能选择其他不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

作物，比如品质较差的罗布斯塔咖啡豆，那么咖啡的质量将大受影响。

你可能觉得 2050 年还很遥远，但在那之前，你可能就喝不起咖

啡了。目前咖啡豆的期货价为 1.28 美元/磅，但很有可能在近年内反

弹至 3.39 美元/磅的历史最高价（1977 年）。

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咖啡危机，各国也在采取行动，咖啡生产国

正在试图采用更加环保的种植方式，另一个办法则是扩大咖啡的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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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科学家 Quartz 认为随着气候变暖，加上新技术的发展，加拿

大可能会成为下一个生产咖啡的地方。

好吧，趁着还未涨价，赶紧囤点咖啡吧，说不定以后连便利店的

咖啡都喝不起了。

冯春华综合编辑

牛津将创建英国首个“零排放区”

“零排放区”计划示意图

据《泰晤士报》日前报道，牛津市市政委员会和牛津郡市政委员

会拟定的创建英国首个“零排放区”计划提出，到 2020 年牛津市中

心将限制汽油和柴油车行驶。该计划还提出，到 2020 年将牛津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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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污染道路的二氧化氮排放量减少一半。

该计划提出，从 2020 年起只允许电动汽车在部分城区街道行驶。

该项计划与伦敦市的区别在于，伦敦规定，只要支付一定数额的费用，

排污车辆仍能在市中心街区行驶。

英国政府今年 7 月曾宣布，从 2040 年起将停止销售新的柴油、

汽油汽车和厢式货车，但拥有内燃发动机的旧汽车未来数十年内仍能

上路行驶。同时，英国政府要求地方当局都需要应对不合法律规定的

污染等级问题，并规定在 2018 年 3 月底之前，所有地方当局必须提

出初步方案；2018 年 12 月底制定出最终计划。牛津是首个对此政策

有积极响应的地方当局——它率先针对改善空气质量提出了综合性

计划。

根据牛津市政当局的计划，到 2020 年在“零排放区”内，少数

街区将禁止非电动汽车、出租车、轻型商务车和公交车行驶；到 2030

年所有城市中心街区将禁止上述车辆行驶。当局将利用自动拍照识别

相机进行监控，对无视这些禁令的司机处以最低 60英镑的罚款。此

外，针对柴油卡车替代方案引进速度较慢的特殊情况，对重型货车

（HGVs）的违规处罚将从 2035 年开始。

钱晶晶综合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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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讨论“负排放工程”应对全球变暖

科学家们认为，为应对全球变暖问题，全球应启动大规模的“负

排放”工程，直接移除大气中的二氧化碳。

负排放（negative emissions）是通过“碳捕捉”的方式回收减

少大气层中的二氧化碳。这类结合碳捕集与储存的新技术，目前仍处

于早期实验阶段，不仅成本高昂，还具争议性。一些专家也担心，大

量发展负排放技术，或变相导致世界各国在减排方面所承受的压力变

轻，使各国的减排速度放慢下来。

尽管如此，柏林科学与政策研究所“气候分析”所长海尔认为，

负排放是应对碳排放的唯一选项，因为“其他方法都不管用”。在英

国伦敦一个气候变化会议上，海尔说：“要解决珊瑚礁白化、生物多

样性损害和极度贫穷地区的粮食生产问题，大规模采取负排放技术将

势在必行。”

英国智库“查塔姆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科学家也认为，地球

需借助“吸碳”技术，才能实现巴黎气候协定定下的目标。

海尔说：“你也许不想承认，但这终究是个不争的事实——要实

现气温升幅不超过 1.5 摄氏度的目标，我们就必须在 2030 年代中期

前启动地球工程。”地球工程是指通过工程技术让地球降温，这主要

涵盖捕集、利用与封存三个步骤。

其中一个方法是先大面积种植吸碳森林，然后收割木头用以发

电，最后把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注入地下深部。一些科学家也对此研发

机器，直接从大气中收集二氧化碳，再把它注入地底。但至目前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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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二氧化碳注入地底的工作没有取得多大的进展;而扩大森林面积的

做法也存在缺点，会引发粮食安全和土地权益的争议。

东英吉利大学气候研究中心主任乐凯芮呼吁各国专家专注于已获

得验证的方法，包括提高能源效率、促进清洁运输技术、少吃肉类与

加大发展可再生能源等。

韩俊编辑，来源新加坡《联合早报》

空气污染使人变笨？

目前，我国对雾霾危害的认识还仅停留在肺、口鼻腔、心脏、消

化系统等身体层面上，而西方心理学界已经开始关注空气污染对人类

心理健康和认知功能的长期危害。空气污染不仅损害生活满意度，影

响主观幸福感，还可能通过血液进入大脑，进而导致神经系统结构和

功能的损伤。

空气污染损害大脑结构

早在 20世纪初，研究者就注意到了空气污染对认知功能的危害。

墨西哥国家儿科研究所神经科学家莉莉安发现，墨西哥城的狗在晚年

表现出越来越多的痴呆症状，不仅方向感越来越差，它们甚至连自己

的主人都很难认出。墨西哥城是墨西哥的首都，人口总数约为 2120

万，是西半球人口第二大城市。墨西哥城的臭氧和可吸入颗粒物浓度

均超出南美洲规定值，因“雾霾”而闻名。莉莉安和合作者发表在《毒

性病理学》的研究就是以生活在墨西哥城的狗为研究对象。相比生活

在几乎没有空气污染的城市的狗，研究者在墨西哥城的狗身上检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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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严重的呼吸道炎症，以及呼吸道黏膜和嗅黏膜屏障功能的损害。

病理解剖分析的结果显示，墨西哥城的狗的大脑结构也表现出炎症增

加的倾向，出现更多的淀粉样斑和神经元纤维缠结。已有研究证实，

这种淀粉样沉淀物的增多与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病机制密切相关，虽然

这一研究并没有直接指出空气污染和痴呆的关系，但也提示高污染可

能会导致作为大脑免疫细胞的神经胶质细胞出现异常活跃的发炎症

状。

莉莉安等研究者又进一步采用核磁共振扫描技术来考察空气污

染对儿童的大脑结构的影响。他们比较了长期居住在墨西哥城和长期

居住于波洛蒂特兰市（该市空气质量远好于墨西哥城）的儿童，发现

居住在首都墨西哥城的儿童其颞叶和顶叶的白质体积均低于波洛蒂

特兰的儿童，并且在词汇和数字广度测验中的成绩显著低于对照组，

因此表明空气污染不仅损伤个体的认知功能，还能够带来大脑结构的

异常。此外，从墨西哥城因事故而去世的儿童、成年人的大脑切片中

也观察到了淀粉样斑块的增加，以及神经胶质细胞的过度活跃，这表

明空气污染对人类大脑功能和结构存在持续性的危害。

空气污染增加痴呆风险

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全球约有 4750 万痴呆症患者，且每年

新增约 770 万病例，探寻痴呆发病的机理成为各国科研机构的研究重

点。上述研究已将空气污染和痴呆联系起来，而且得到越来越多实证

研究的支持。加拿大科学家进行了一项以人群为基础的大型队列研

究，2017 年初发表在英国权威医学刊物《柳叶刀》上，研究分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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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安大略省 650 万名年龄在 20～85 岁的居民的数据，以期找出

居住在交通繁忙路段与痴呆、帕金森症和多发性硬化病三种老年人群

常见疾病间的联系。研究结果表明，相比居住于离主干道 200 米开外

的人，居住在主干道 100～200 米的个体发展为痴呆的风险增加 2％，

居住在主干道 50～100 米的个体发展为痴呆的风险增加 4％，而居住

在主干道 50米以内的个体患痴呆的风险更高，增加了 7％。

大城市人口密集，交通拥堵严重，人们为了出行方便更倾向于选

择居住在距离主干道较近的地方，而居住在交通繁忙的主干道旁，与

之相伴随的空气污染和噪音污染却对个体的认知功能有潜在的危害。

空气污染与负性情绪体验

越来越多的个体已感知到空气污染所带来的负面情绪，包括抑

郁、焦虑以及对空气质量的担忧等。韩国首尔大学的研究团队 2012

年发表在环境心理学顶级期刊《环境与健康展望》上的研究，以韩国

首尔某社区中心 537 名老年人为研究对象，考察了空气污染与抑郁的

相关关系。该研究在进行数据分析时，为了排除老年期常见的心血管

疾病（包括高血压、中风、心肌梗死和高血脂）的影响，研究者将个

体的疾病史作为协变量加以控制，结果发现空气污染越严重，个体在

抑郁量表中的得分越高。

为了考察空气污染与负性情绪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美国俄亥俄

州立大学的科学家建立了相应的动物模型，研究者将小白鼠暴露在高

浓度 PM2.5（平均浓度为 94.38 微克/立方米，是当地 PM2.5 浓度的 7

倍）的空气中，一个星期 5次，每次 6 小时，以模拟人类在烟雾弥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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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居住或工作所经历的可能存在的暴露，10个月后，他们发现，

暴露于高污染空气的小鼠表现出类似于抑郁症的迹象，它们变得食欲

不振，对任何活动都提不起兴趣。另外，这些小白鼠会花更长时间来

学习一个迷宫任务，犯错误的次数也更多，表现出空间学习和记忆能

力的下降。对这些实验鼠的大脑进行解剖后发现，与记忆密切相关的

海马区观察到显著的神经细胞结构上的变异，顶树突的密度和树突分

支减少，并且还在海马区观察到促炎性细胞因子的过度表达。

相信你了解了上述研究后，可能会更加担心居住地的空气质量以

及空气污染对身心健康的危害。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个体通常会基于

自己直观判断和主观感受形成对空气污染的风险感知，因此会出现公

众感知的空气质量与客观数据存在偏差的现象，这些风险感知偏差继

而影响后续的判断与决策。在上述研究中更多的是关注客观检测数据

对认知功能及大脑的危害，如何建立个体对空气污染的合理风险感

知，如何降低空气污染对人类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的危害则是目前亟

待解决的问题。

胡周颖综合编辑

超实用毛衣洗护手册

天气冷了，又到了穿毛衣的季节。毛衣的洗涤、保养和收纳都可

以学起来啦！

洗涤：

1.先将适量的洗涤剂倒入水中，水温一般不超过 30度，把毛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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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水中完全浸湿，大约浸泡 3分钟。

2.用手轻轻挤压毛衣，切记揉搓，大约洗 3 分钟，就可以用清水

进行漂洗。

3.洗干净后用干毛巾覆盖，再一同卷起，吸干挤压毛衣上的水分。

4.用专门晾晒毛衣的架子摊开，平铺于干燥通风处，是毛衣最佳

的晾晒方式。如果直接放在太阳下暴晒，只会导致毛衣褪色，失去弹

性。

保养和收纳：

1.收纳前将毛衣折叠整齐，用保鲜袋装好放置，这样可以减少毛

衣和其他衣物之间摩擦，能有效防止起球。

2.毛衣刚出现起球问题时，不要用剪毛器或粘毛的胶卷，因为它

们可能会剪掉或粘走更多完好的毛料。可先用浮石，就是去角质的石

头，轻轻刮毛衣起球处，它能带走大部分脱落的毛球和毛发。

3.毛衣起球较多时，可以将毛衣在桌上展平，用剃须刀轻轻在毛

衣表面刮几下，毛球就都被刮起来了。剃须刀上都有保护层，将凸起

毛球刮下来的同时，不会刮掉毛衣上的毛。

4.毛衣一旦出现蛀了的问题，基本无法复原，所以毛衣保养一定

要防蛀。推荐使用干花香囊，比如说：薰衣草、桉树、丁香、迷迭香、

干百里香、薄荷、柠檬或月桂叶，它们的香味都有很好的防蛀虫效果。

5.毛衣穿久了出现松垮问题时，可以用热水把毛衣烫一下，水温

最好在 70-80℃之间。水过热，毛衣会缩得过小。如果毛衣的袖口或

下摆失去伸缩性，可将该部位浸泡在 40-50℃的热水中，1-2 小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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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捞出晾干，其伸缩性即可复原。或者用吹风机热风档，吹袖口处，

毛纤维就会收缩。

6.毛绒制品容易滋生细菌，而导致发霉，变臭及异味。用白酒混

合水做成喷雾，均匀喷洒在毛衣上，晾挂风干后再折叠收纳起来，可

有效杀灭毛衣隐藏的细菌。

7.把毛衣叠好后放入冰箱冷冻 24小时，可防止掉毛。

8.如果收纳毛衣到衣柜里，一定要在平整的地方折叠毛衣，根据

毛衣摆放的位置，调整毛衣的宽度，还要控制毛衣叠好后的厚度，防

止产生褶皱。

金晓芳综合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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