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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全球极端天气频现，折射出严峻的气候变化形
势，由此引发的自然灾害正为人们敲响警钟。

形势不容乐观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当地时间3月11日，刊

登在《自然气候变化》期刊的一份报告指出，受全球变暖
影响，1987 年至 2016 年间，全球海洋每年出现热浪的天
数比1925年至1954年多了54%，且破坏力越来越强。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俄罗斯北极地区 2018 年
的年平均温度高出正常温度2.48摄氏度。全球气候和生态
研究所的资料显示，近 40 年来，俄罗斯北极地区变暖的
速度比全球变暖的速度快4倍。

据英国广播公司网站报道，英国智库公共政策研究所
称，自 2005 年以来，世界各地的洪水次数已经增加 15
倍，极端气温事件增加20倍，野火次数增加7倍。

专家普遍认为，人类活动导致的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
气体排放增加是全球变暖的主因，而这又导致热浪、飓风
和寒潮等极端天气事件日益频繁。

局地气候变化的原因与当地的生产力发展方式和气候
特征有关，不能一概而论。“但人为因素导致温度变化的
震荡曲线平衡态在不断地上升，对全球的增温产生了巨大
的影响。”兰州大学大气科学学院教授管晓丹在接受本报
采访时表示，气候变化影响了全球和局地的能量平衡和水
循环，改变了气象灾害发生的频率、持续时间和发生地点
等特征，最终导致极端天气现象的出现。

无人独善其身
气候治理关乎全人类的整体利益，没有人能独善其身。
2017年6月，美国宣布正式退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

《巴黎协定》，引发国际社会舆论哗然。
去年9月，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纽约参加第73届联合国

大会发布主题演讲时表示，面对气候失常，没有“投机取
巧”的捷径或简单的解决方案。那些质疑现实情况的人同
其他人一样承受气候变化的恶果。

去年 12 月，世界卫生组织在波兰卡托维兹举行的联
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发布题为《健康与气候变化》的报告
说，每年全球大约700万人因空气污染丧生，由此带来的
福利损失高达5.11万亿美元。

据今日美国网站报道，报告显示，2018年，美国国内
天气及气候相关灾害所造成的直接损失达到 910 亿美元。
气候变化正给美国的农业、能源、土地、水资源和民众健
康等多个方面带来损害。

“过去，局地天气灾害造成损失的范围有限，但今天
它将迅速波及全球。”管晓丹指出，近年来，随着经济全
球化的不断推进，局地气候变化在经济上的蝴蝶效应越来
越明显。

未来道阻且长
目前，尽管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仍在增加，全球增

温趋势并未扭转，但各国基本认识到温室气体排放和全球
升温后果的严重性，并采取了较为积极的态度。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2018年 10月发布
报告，呼吁各国采取行动，为把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之
内而共同努力。

1月25日，北欧国家芬兰、瑞典、挪威、丹麦和冰岛
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签署一份应对气候变化的联合声明。
五国在声明中表示，将合力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力度，争
取比世界其他国家更快实现“碳中和”目标。

有分析指出，利益博弈、技术水平、成本约束以及全
球气候治理机制激励和约束不足等问题，成为当前全球气
候治理面临的巨大阻力。

“经济发展与气候治理决不是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
管晓丹分析称，二者之间相互促进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才是
最合理的解决方案。各国需要转换思维，清晰地认识到国
家在世界气候变化中的角色和影响。

全球气候变化不断提醒人们，世界各国不仅在同一条
船上，也在同一条河里。只有摒弃零和博弈的狭隘思维，
树立人类共同体理念，积极行动，勇于担当，各尽所能，
方能推进全球气候治理多变进程，实现互惠共赢。

极端天气频现 唯有合力应对
徐莹莹

在印度，洒红节也叫胡里节，人们在
节日期间互相涂抹颜料，载歌载舞迎接春
天的到来。

上图：3 月 18 日，在印度加尔各答的
一所大学内，学生们在迎接洒红节的活动
上跳舞，迎接于3月21日到来的洒红节。

通帕·蒙代尔摄 （新华社发）
右图：3月16日，在印度北方邦楠德冈，

人们互相抛洒花瓣和颜料，喜迎洒红节。
新华社/法新

印度各地洒红迎春印度各地洒红迎春

斯坦福大学设人工智能研究院

当地时间 3 月 18 日，美国斯坦福大学宣布成
立“以人为本”人工智能研究院 （简称HAI），由
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科学家李飞飞和哲学教授约
翰·埃切曼迪联合担任院长，致力于推动人工智能
领域的跨学科合作，让科技以人为中心，并加强
对人工智能社会影响的研究。

斯坦福大学校长马克·泰西耶-拉维涅在研究
院揭幕论坛上致辞说，人工智能在改善人类生活
方面展示了巨大潜力，但同时也带来很多潜在风
险，HAI 的成立旨在减少人工智能的危害，更好
地利用人工智能提升人类生活质量。

阿拉伯国家“组队”研制卫星

当地时间 3 月 19 日，阿联酋副总统兼总理、
迪拜酋长穆罕默德在阿布扎比宣布，成立阿拉伯
国家太空合作组织，该组织首个项目是以阿联酋
为基地，11个成员国联合研制一颗人造卫星。

他表示，该组织的第一个合作项目是成员国
科学家在阿联酋联合研制一颗用于观测土壤、气
候和环境的人造卫星。这颗卫星将以“813”命
名，用以纪念阿拉伯历史上科技最繁盛的年代。

2015 年，阿联酋宣布将于 2020 年发射“希
望”号无人火星探测器。2017 年，该国又提出百
年火星战略计划，计划 2117年在火星建立适合人
类居住的城市。 （除署名外均据新华社电）

哈佛大学校长赴北大演讲

本报北京3月20日电 （徐莹莹） 20 日上午，
哈佛大学校长白乐瑞访问北京大学，并发表题为

《真理的追求与大学的使命》 的演讲。这是白乐
瑞自 2018 年接任哈佛大学第29任校长后首次来华
访问。

白乐瑞表示，包括哈佛在内的所有高等教育
学府的优点在于三个基本的价值理念：真理、卓
越和机遇。他认为，伟大的大学坚持真理，追求
真理需要努力和勇气；卓越不是与生俱来的特
权，而是需要通过不懈的追求和他人的帮助才得
以实现；人的才能均匀分布，但机遇并不如此，
高等教育应成为较低收入家庭提升经济地位的途
径，确保需要的人能够得到机遇。

北京大学校长郝平表示，在中美建交 40 周
年、两校交流合作百年之际，北京大学与哈佛大
学对合作、机遇与挑战的探讨将对两校谱写战略
合作新篇章发挥重要作用。

据悉，至今共有4位哈佛大学校长5次访问北
大。白乐瑞是 20 年间第 4 位访问北大的哈佛大学
校长。此次演讲为“大学堂·北大讲坛”之大学校
长系列第一讲。

图为哈佛大学校长白乐瑞在北京大学英杰交
流中心演讲现场。 徐莹莹摄

核污染水仍在增加

驱车行驶在福岛县内高速公路上，本
报记者看到，运输核污染土壤的大卡车一
辆接着一辆。汽车驶下高速公路，装袋之
后的核污染土壤堆积在一起，随处可见。
在昔日繁华的福岛县饭馆村主干道上，几
乎看不到人，一座座无人居住、几近废弃
的房子似乎在诉说着8年前的那场灾难。

“饭馆村看不到任何未来，福岛核辐射
问题很难解决。”在饭馆村加油站工作的松
冈政幸对本报记者说，宫城县和岩手县虽
然遭受严重的地震灾害和海啸袭击，但是
随着灾后重建进程的推进，很多人陆续返
乡，城镇也慢慢热闹起来，然而福岛县因
为核辐射问题，很多人都不愿回来。

饭馆村距离福岛第一核电站约 30 公
里，核事故发生后，日本政府向该村下达
了疏散令。2017 年 3 月底，日本政府解除
了对饭馆村的疏散令，村民可以返回饭馆
村生活。截至今年 3 月初，仅有 1034 人在
村里居住，仍有4624人在外地避难。

“尽管日本政府认为饭馆村核辐射值在
健康范围内，但是很多人都不相信。”松冈
政幸无奈地说，饭馆村几乎没有什么工作
机会，医疗、商业等相关的基础设施也不
完善，年轻人不愿回来，现在回到饭馆村
的人大都是 60岁以上的老年人。再过十几
二十年，随着他们相继离世，饭馆村将沦
为无人村，4年前开始重新运营的这座加油
站也将被迫关闭……

更令人担心的是，福岛第一核电站反
应堆的报废工作依然毫无进展。福岛第一

核电站核污染水依然在增加，总量即将达
到100万吨。核电站内矗立着950座盛放污
染水的巨大水罐，按照目前计划，两年之
内核污染水将无处盛放。尽管如此，日本
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尚未决定如何处理核
污染水，这都让福岛县民众忧心。

人口剧减制约重建

福岛县原本是日本著名的“鱼米之
乡”，大米、牛肉、水产、水果等农副产品
在日本家喻户晓，然而核事故让这一切成
为过去。

尽管福岛县政府声称该县生产的农副
产品已经过检测，符合法定安全标准，可
以放心食用，但日本民众似乎并不买账。
日本政府近期的一项调查显示，仍有约
13%的日本人在购买食品时，会在意其是否
产自福岛。现在在东京一些超市里时常可
以看到福岛县生产的大米、水果、蔬菜，
尽管价格比其他地方要便宜不少，但是很
多日本人依然对福岛县农产品“敬而远
之”。在三越、高岛屋等日本高档百货商场
经营的生鲜超市中，几乎看不到福岛县以
及附近地区种植的果蔬。

“为了支持福岛重建，我会买福岛产的
农产品，但是我不想让自己的孙辈去吃，
建议年轻人最好少买福岛及附近的农产
品。”一名年过七旬的日本朋友对本报记者
如是说。

鉴于不少日本人对福岛产的食品心有
芥蒂，导致福岛县恢复农业生产困难重
重，福岛县转而通过变更农田用途，种植
观赏花卉、发展太阳能发电来振兴经济。

据 《读卖新闻》 统计，截至去年年底已有
783公顷农田变为太阳能发电站。而在福岛
县葛尾村有一家花卉农业合作社，每年生
产4.8万株观赏用蝴蝶兰。

“现在灾区面临着人口减少问题，这严
重制约着灾后重建。”家住岩手县大船渡市
的市民新沼帅一对本报记者说。不仅是大
船渡市，其他灾区也都面临着类似问题。
据统计，地震之后，宫城县女川町人口减
少 40.7%，宫城县南三陆町减少 34.1%……
至少有二十几个市町村人口减少 10%以
上，这成为制约灾区恢复重建和经济发展
的重要因素。

对于遭受海啸袭击的地区来说，重建
的前提条件是堆建高台或修建防波堤。遭
受海啸重创的岩手县陆前高田市计划用土
堆积 12 米高的高台，然后再建造新的城
镇。该工程原本计划今年 3 月竣工，但由
于人手短缺等原因，还要花费两年时间。
虽然已过去 8 年，在陆前高田市遭受海啸
袭击的宽阔平地上，多台翻斗车和挖掘机
正在作业，在大船渡市海边，防波堤的建
设也仍在进行……

惨痛教训需要铭记

日本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频发，如
何将“3·11”大地震的教训传递下去、减
少自然灾害损失是日本面临的重要课题。
日本地震调查委员会近日表示，大地震发
生 8 年后，日本东北三县的余震活动依然
处于活跃状态，今后还有可能发生长时间
的强烈摇晃和海啸。而日本广播协会电视
台去年 12 月至今年 1 月对岩手、宫城、福

岛三县受灾者进行的舆论调查结果显示，
53.4%的受访者认为“‘3·11’大地震的教
训并没得到有效吸取”。

今年 3 月 10 日，日本宫城县气仙沼市
“3·11”大地震遗址传承馆正式建成开放，
馆中设有映像放映厅和图片廊等介绍地震
和海啸后情况，整个项目共花费 12亿日元

（约合 7271万元人民币）。位于传承馆旁边
的向洋高中校舍被改造为地震灾区遗址，
除了必要的加固处理外，基本上保持地震
发生后的原样。当年地震发生后，向洋高
中约 170 名学生都被及时带到高处避难，
后来海啸来袭之际，留在学校的教职工和
施工工人等 40多人爬上四层楼顶避难，得
以逃过一劫。

本报记者看到，一层教室地上到处是
散乱的建材，天花板上横七竖八地吊着电
线。在三层一间教室里，留有一辆底朝天
的黑色小汽车横在桌椅门窗残片中。“这里
高达 8 米，汽车是被海啸冲进来的，希望
通过这辆汽车增加大家对海啸的直观认
识。”气仙沼市震灾复兴企划部主任尾形庄
卫对本报记者说。在四层，尾形庄卫介绍
了当时的情形：海水灌进教学楼四层，附
近水产公司的库房被海啸冲过来，将教学
楼四层一角撞开一个大豁口。铁信箱下端
25 厘米锈迹斑斑，这就是海啸抵达的高
度，大概12米。

“海啸灾难的教训需要后人铭记。为了
向后代警示海啸的巨大威胁，非常有必要
将旧校舍进行保留。”尾形庄卫对本报记者
说，希望更多的人来这里参观，从海啸灾
难中吸取教训。

上图：日本岩手县大船渡市，防波堤
等工程建设仍在持续。

日本东北灾区重建路漫漫
本报驻日本记者 刘军国 文/图

8年前的3月11日，日本东北部海域发生9.0级
地震并引发特大海啸，共造成约1.6万人遇难、2533
人失踪；8年过去了，仍有5.2万人受福岛核事故的
影响不得不过着避难生活，另有约3000人居住在临
时住宅中……灾区重建复兴之路仍旧艰难。

日前，本报记者走访了日本岩手县、宫城县、福
岛县等受灾最严重的东北三县，发现海啸冲击后的
场面早已难觅踪影，铁路、住宅、学校等基础设施
大部分已经得到重建，但出于对核污染的担忧，很
多人迟迟难下决心回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