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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厄尔尼诺再次来袭

按照国家气候中心监测，从 2014 年 5-10 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

水表面温度已经持续 6个月以上比常年同期偏高 0.5℃以上，这表明

一次新的厄尔尼诺事件正式形成。我国也是国际上首个确认厄尔尼诺

事件的国家。

本次厄尔尼诺将持续多久？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高级工程

师王启祎称，虽然厄尔尼诺曾有减弱的迹象，但最新数据显示，今年

3月，海表温度又开始升高，厄尔尼诺事件仍在持续中。

厄尔尼诺大约 2-7 年会发生一次。据历史记载，1950 年以来，

世界上曾经发生过 13 次厄尔尼诺现象。1997-1998 年的厄尔尼诺最

为严重，达到极强强度。据资料统计，当时的厄尔尼诺事件引发的灾

害至少造成 2 万人死亡，全球经济损失高达 340 多亿美元。从目前的

资料来分析，2014-2015 年的厄尔尼诺不会像 1997-1998 年的那么强，

大约为弱到中等强度级别。

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异常增暖现象，就像人体感冒发

烧了。大海“发烧”也会造成各种不适，因此需要通过海洋与大气之

间的能量交换来改变大气环流和温度分布，“治疗”的过程必然造成

气候出现一定的异常。

厄尔尼诺一“现身”，环太平洋地区几乎无一能平静躲过。当出

现厄尔尼诺时，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巴西等地会干旱少雨；而南

美沿岸的秘鲁、厄瓜多尔等地可能暴雨成灾；美国东部等地冬天则会

出现极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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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夏天以来，厄尔尼诺对全球气候扰动已经显现。据资料显示，

2014 年 6 月底，持续强降雨在南美洲引发洪水，巴拉圭、阿根廷等

多地 36万多人被迫离开家园。而水资源充沛的巴西却遭遇了 1930 年

以来最严峻干旱，936 个城市水资源告急。冬季美国中东部地区先后

遭遇 6 次大范围暴风雪天气过程袭击。

厄尔尼诺的影响也波及到了我国，气候很“凌乱”。据统计显示，

去年夏季，我国雨水“南多北少”，华北出现空汛。而刚过去的冬季，

全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 1.1℃，为 1961 年以来第 4 高年，是

名副其实的“暖冬”。

2015 年 4 月上旬，长江中下游地区天气却急转直下，遭遇“倒

春寒”，气温出现断崖式下跌，部分地区竟然四月飘雪。这其实并不

是厄尔尼诺的直接影响结果，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暖冬之后极易发生

“倒春寒”现象。

专家指出，根据历次厄尔尼诺年对中国气候影响的统计，厄尔尼

诺影响最明显的时期是其发生后的次年。在我国，厄尔尼诺发威的主

要地区集中在中东部，它的影响明显而复杂。

近日，国家防总发布消息称，根据预测分析，今年汛期我国长江

流域降水将总体偏多，中下游可能发生较重洪涝灾害。这就是厄尔尼

诺今年对我国的一个影响表现。“南涝北旱”可能在今年继续出现。

今夏长江中下游的雨季将会推迟，进入梅雨的日期可能偏晚，而华北

汛期将雨水偏少，较易发生干旱，甚至可能出现夏秋连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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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夏天我国气候趋势预测图）

在气温方面，今年华北地区可能迎来高温酷暑天气，夏季热浪袭

人。而东北地区则冷空气活动频繁，夏季气温异常偏低，遭遇“冷夏”。

长江中下游地区持续降水将会拉低气温，天气阴凉，部分地区将继去

年再次出现“凉夏”。此外，西北太平洋台风的产生个数及在我国沿

海登陆个数均会比正常年份偏少。

有媒体报道，2015 年热力可能再度刷新纪录，有望冲击有气候

记录来最炎热的一年。气温变化受多重因子影响，不过厄尔尼诺事件

会增加气温蹿高的可能性。

厄尔尼诺导致极端天气事件频发，这与气候变暖有关系吗？王启

祎认为，厄尔尼诺和气候变暖相互作用，共同影响了气候的变化。

厄尔尼诺年际尺度上对全球气候有增暖作用，它把海洋的升温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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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能量释放到大气之中，比如厄尔尼诺年容易出现暖冬。与此同时，

气候不断变暖、海温升高也增加了厄尔尼诺的强度和影响，导致强降

雨和干旱等极端气候频发。

厄尔尼诺直接或间接改造人类的生存环境。1925 年，受厄尔尼

诺影响，秘鲁沙漠地区雨量达到 400 毫米，而此前五年的总降雨量不

足 20 毫米。丰沛的雨水将几乎寸草不生的沙漠变成了水草丰美的绿

洲。王启祎认为，厄尔尼诺对我们人类的影响有利有弊，不过灾害远

远大于它带来的利益。

厄尔尼诺现象不仅会危害海洋生物及生态环境，还会引起气候异

常及相关气象灾害。据材料显示，1982-1983 年的厄尔尼诺事件导致

秘鲁的捕鱼量从过去的 1030 万吨锐减到 180 万吨，美国作为鱼粉的

代用品黄豆的价格暴涨 3倍，饲料价格上涨反过来又致使鸡的零售价

猛涨。同时，菲律宾干旱严重，导致椰子价格大幅度上扬，又使制造

肥皂和清洁剂的成本大大提高。世界气象组织报告指出，这次厄尔尼

诺造成全球 130 亿美元的直接经济损失。

沈娅瑜综合编辑

科学家：75%的化石燃料

必须留存于地下不可开采

据英国卫报近日报道，多位世界顶尖的科学家和经济学家共同组

成“地球联盟”小组，并在地球日当天发表联合声明称，人类若要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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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气候变暖引发的不良影响，必须保证现存四分之三的化石燃料留存

于地下，不再开采。

“地球联盟”敦促各国领导人兑现承诺，以遏制全球变暖。其成

员包括曾撰写经济和气候变化报告，颇有影响力的尼古拉斯·斯特

恩、气候科学家汉斯·约阿希姆·舍恩胡贝尔(德国总理安格拉·默

克尔的顾问)以及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今年第 21届联合国

气候变化大会将在巴黎召开。 联盟小组认为，各国首脑须在大会上

就全球气候变化问题达成协议，协议应包括以下内容：各国政府采取

行动，到本世纪中期实现温室气体零排放；采用碳排放定价机制；富

裕国家应起带头作用，最大幅度减少碳排放。

声明中提到，各国若想实现目标，将全球平均温度升高幅度控制

在 2℃以内，就必须将地球上现已探明化石燃料的 75%贮存于地下，

不再开采。该声明的主要起草人约翰·洛克斯蒂姆称：“从科学的角

度来讲，2015 年是关键之年，达成的全球协议将使我们离 2℃的目标

更近一步，这也是我们追寻理想未来的最后机会。”他说：“如果选

择一切照常的方式继续执行，不去减少碳排放，人们将会面临毁灭性

的结果。我们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不再利用化石燃料支撑世界

经济，转而采用更为安全、更有益于健康的能源。而全球变暖简直就

是噩梦，我们不希望看到地球与我们化友为敌，但不久这便将成为现

实。我们必须在未来的 10至 15 年内加大节能减排的力度，防止这一

切的发生。”

声明还称，如果各国最终未能遏制全球变暖，那么 2100 年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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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气温上升幅度达到 6℃以上的可能性则有 10%。其危险级别相当

于全世界每天有 1万架飞机坠毁。洛克斯蒂姆谈到，我们现已掌握足

够的科学依据，证明全球变暖的速度正在加快。两个典型的例证是：

北极永冻地区冰层融化，释放出永冻层封住的甲烷，导致温室气体增

多。而冰川的融化则说明了反射回大气层的太阳能减少，而遗留在地

球上的则逐渐增多，导致全球变暖加速。此外，声明还呼吁发达国家

按比例加大经济援助，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并将巴黎作为

战略计划的开始。

今年的地球日以巴拉克·奥巴马的每周电视讲话为标志。他说，

在周三世界地球日当天，他将参观佛罗里达州的埃弗格莱兹湿地。而

不断上升的海平面对这一地区环境构成威胁，这个湿地面临消失的危

险。总统声称：我们不能继续对气候变化问题掉以轻心。

冯春华编译，摘自英国卫报

http://www.theguardian.com/environment/2015/apr/22/earth-day-scientists-warning-fossil-fuels-

全球变暖减速或中断不影响长期趋势

刊载在最新一期《自然·气候变化》的研究报告表示,近来全球

变暖的减速或中断只是一种短期波动,对长期的变暖趋势没有影响。

全球变暖的减速或中断是指 2001 年以来，温室气体持续增加，

但全球的平均气温却基本稳定，没有明显增幅。

这篇报告的作者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气候系统科学研究中心首

席研究员马修·英格兰等人分析了约 200 个气候预测模型,并将它们

http://www.theguardian.com/environment/2015/apr/22/earth-day-scientists-warning-fossil-fu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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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两组,一组包含了近期全球变暖减缓的相关因素,另一组则不包

括。对于到本世纪末的全球升温情况,两组分析都预测在 5℃左右,其

结果相差不到 0.1℃,几乎可以忽略。

研究结果表明,虽然近期全球变暖速度放缓,但这对气候变化长

期趋势并没有多大影响,这种变化可能是一种短期的自然波动,而人

类排放温室气体的作用最终会抵消这种波动,使其影响几乎为零。

研究人员说,5℃的升温幅度已经超过了国际上公认的 2℃门槛,

如果全球碳排放量在未来几十年内没有骤降,气温会上升至十分危险

的水平。

过去一段时间里,国际上有观点认为由于近期全球平均气温上升

放缓,各国减少碳排放的行动就没那么必要了。英格兰表示,本次研究

证明长期来看全球变暖仍不可避免,一些人炒作全球变暖已经改观这

种论点,是为了分散人们对减排的关注。

胡周颖综合编译

报告全文链接：

http://newsroom.unsw.edu.au/news/science-tech/climate-%E2%80%98hiatus%E2%80%99-doesn
%E2%80%99t-take-heat-global-warming

世界银行 2014 年化石能源项目融资创新高

根据国际石油变革组织（Oil Change International）最新发布

的报告，尽管世界银行一再呼吁全球停止对石油、煤炭和天然气项目

提供资金支持，并反复强调反对为化石能源开发直接或间接提供资

金，但其在 2014 财年仍然增加了对化石能源开发项目的融资，向发

展中国家提供的贷款、拨款、担保、风险管理以及股权融资的总额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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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 34亿美元，较 2013 年上涨了 23%，创下四年来的新高。

国际石油变革组织执行董事史蒂芬·克莱兹曼表示，去年世界银

行对化石能源项目的融资总计超过了 30 亿美元，这些资金都被用于

对化石能源开发的补贴；世行应该以身作则，不应继续暗中资助这些

项目。

世界银行发言人则回应表示，对其中针对世行的一些说法不敢苟

同。该报告针对世行能源项目的分类方式与世行采用的方式也大相径

庭。

根据世界银行的自我评估，其 2013 至 2014 年对化石能源投资额

减少了近一半，与此同时，世行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则有了显著增长。

但世界银行也承认，其化石能源资助项目中没有包含名为“政策与机

构发展”的管理资金，而该笔资金中的一部分支持了化石能源项目的

开发。

国际石油变革组织表示，一项投资 1980 万美元的“石油与天然

气能力建设”项目已在加纳建成，另一项投资 2420 万美元用于提高

煤、石油、天然气开采管理能力的项目也已在莫桑比克建成。这些项

目都被归类为政策支持资金的经费支出，但都促进了化石能源的消

费。此外，建设化石能源发电的电力输送线路工程也促进了化石能源

的消费。

布雷顿森林体系研究项目（Bretton Woods Project）的环境项

目主管佩特拉·谢尔表示，“世界银行将很大一部分的资金支持用于

化石能源产业的基础建设，而非提高化石能源产能本身。国际石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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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报告的内容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研究项目此前有关世界银行资助化

石能源产业的调查结果一致。”

针对“资助建设输电线路就是支持化石能源消费”这一说法，世

界银行表示，在其对输电线路建设的资金支持中，一大部分是用于修

复和升级效率低下的陈旧输电网，以全面提高传输效率。

国际石油变革组织发现，世界在 2013 至 2014 年期间曾向涉及化

石能源开发的项目投入了 6.43 亿美元。对此世行发言人回应称：“一

些发展中国家难以负担高昂的可再生能源使用成本，并且缺乏足够的

可替代能源，这决定了化石能源依然会是其重要的能源之一，我们不

会通过约束欠发达国家的能源使用来应对气候挑战，而是应该让那些

排放量大的国承担应尽责任。”

海外发展研究所（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研究员希

拉·惠特莉表示，世界银行正在积极出台发展中国家的能源政策，为

绿色能源和低碳能源提供支持，但其财政资助却恰恰导致贫穷国家深

陷落后的污染型能源经济模式。因此，必须停止这种发达国家享用可

持续清洁能源而贫困国家死守污染型能源死胡同的平行发展状况。

韩俊编译，摘自英国卫报网站

http://www.theguardian.com/environment/2015/apr/17/world-bank-fossil-fuel-lending-leapt-in-20
14-despite-its-calls-to-end-subsi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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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生活之盐

1.自制漱口水。把半杯水与少许等量的盐、小苏打混合，调匀后

用来漱口，可清洁口腔、去除口气。

2.自制空气清新剂。找个敞口瓶或盒子，在里面间隔地铺上玫瑰

花瓣和盐，并置于室内角落处，以便房间弥漫玫瑰花香。

3.自制铜器亮光剂。先把等量的盐、醋、面粉混合均匀，再用软

布蘸混合物涂抹铜器表面，片刻后用温肥皂水冲洗，能除去铜器上绿

锈、恢复其原有亮光。

4.驱逐跳蚤。用盐水彻底清洗宠物窝，以赶走窝里的跳蚤。

5.驱走蚂蚁。在家里蚂蚁出没之处撒些盐，蚂蚁将从此绝迹。

6.洗掉油腻。在铁锅里油脂处撒点盐，静置一段时间后，把盐倒

掉再如常清洗，油腻可除。

7.洗掉血迹。在衣物上的血迹处撒些细盐，轻揉后用清水漂净，

血迹将消失。

8.清洗桃子。桃子用水淋湿，抓一把细盐撒其表面，轻轻揉搓，

再放在水中浸泡片刻，用水冲洗后即可洗掉桃毛。

9.快速解冻食物。冰箱冷冻室里取出的冻鱼、冻鸡、冻肉，放在

盐水中，不仅解冻快，而且能使其保持鲜嫩。

10.疏通排水管。把 1 杯盐、1 杯小苏打和半杯白醋混合，调匀

后倒入堵塞的排水管，10 分钟后冲下 1 盆沸水，随即打开热水龙头

冲水，直至排水管通畅。

11.易剥鸡蛋壳。往煮鸡蛋的水里加点盐，鸡蛋煮好后便极易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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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蛋壳。

12.使烫黄衣服恢复正常。棉织衣物易被烫黄，在烫黄处撒些细

盐，轻轻揉搓后置于阳光下日晒，再重新用清水洗净，焦痕将有所减

轻甚至完全消失。

13.使新餐具不易破裂。把新买的杯、碗等放入盐水煮一煮，餐

具将不易破裂。

14.防止藤制家具变黄。先用硬刷子蘸盐水刷洗藤制家具，再将

其放至阳光下晒干，可避免家具发黄变色。

15.清洁毛绒玩具：将半碗粗盐和脏了的毛绒玩具一起放入塑料

袋，系口，用力摇晃几十下即可。取出时盐因吸附了污垢而变成灰黑

色。这种方法既避免了水洗造成玩具毛绒打结，又能节水，快捷低碳。

此方法也可用来清洁棉服的毛绒领子和毛绒靠垫之类的小东西。

16.保存豆腐。众所周知，豆腐很容易变质，不易保存。但如果

把豆腐放在盐水中煮开，放凉之后连水一起放在保鲜盒里再放进冰

箱，则至少可以存放一个星期不变质。

金晓芳综合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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