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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西欧的德国和比利时尧接
着中国河南尧 现在是美国田纳西州
的韦弗利渊Waverly冤县和纽约市遥 尽
管相距近万里袁 它们正在逐渐勾勒
出一个新气候现实的轨迹要要要气候
变化正在使得极端降雨和洪水越来
越频繁和常见遥

据叶纽约时报曳报道袁当地时间
8 月 22 日早上袁田纳西州部分地区
遭遇了破历史纪录的极端降雨和山
洪要要要短短 24 小时内袁降下了超过
430 毫米的雨量要要要占该地区年均
降雨量的三分之一遥

野一切都消失了冶
当地居民对这场突如其来的灾

难感到震惊遥 23 日袁随着洪水逐渐
退去袁 重灾区韦弗利县的街区露出
了几乎被野撕成碎片冶的废墟袁千疮
百孔的房屋里充满了泥浆和洪水留
下的腐臭气味遥然而袁当地民众却没
有时间悲伤袁 他们正忙着寻找失散
的亲人遥 紧急救援人员带着搜救犬
挨家挨户在野残骸冶中寻找失踪者遥
官员们表示袁至少有 21 人已确认死
亡袁另有大约 10 人失踪遥

据美联社的报道袁 遇难者中包
括了一对仅 7 个月大的双胞胎婴
儿遥当地警方称袁洪水冲过公寓大楼
时将他们从父亲的怀里扯了下来遥
家属后来证实袁这对婴儿不幸遇难遥

野我今年 61 岁了遥 冶阿曼达窑卡
普斯渊Amanda Capps冤对叶纽约时报曳
说袁她的家被洪水淹没遥 野一生的记
忆都消失了遥 冶她的曾祖父母和祖父
母留下的纪念品不是在水中遗失袁
就是落在淤泥里难以辨识遥

过去这个周末发生的致命洪
水是田纳西州今年发生的第二起
重大洪水事件遥 3 月袁暴雨淹没了
州 府所在 地 纳 什 维 尔 的 部 分 地
区袁造成至少 4 人死亡遥

就在此次田纳西州的灾难发生
前一个月袁 西欧的德国和比利时遭
遇极端降雨导致的特大洪水袁 数座
城市的街道遭到摧毁袁180 多人死
亡遥几天后袁中国中部河南省会郑州
遭遇极端降雨和洪水袁 超过 300 人
死亡遥

野在气候变暖的情况下袁这正是
我们可以预料会看到的越来越频繁
的事件遥 冶 世界资源研究所渊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冤北京代表处全球
水道项目主任罗天一此前在接受澎
湃新闻采访时说遥 根据最新的国家

气候评估袁1958 年
至 2016 年 间 袁美
国东南部的降雨
量增加了近三分
之一遥

创纪录暴雨
袭纽约

在田纳 西州
惊人的降雨量导
致山洪暴发的同
时袁热带风暴野亨
利冶22 日携带着狂
风和暴雨袭击了
美国东北部袁这导
致了罗德岛沿海
大部分地区停电袁
康涅狄格州被迫
疏散袁新泽西州数
十名驾车者受困袁
纽约市的单日降
雨量也打破纪录遥

据 叶纽 约时
报曳报道袁周日晚
些时候飓风在罗
德岛登陆后袁纽约
市降下倾盆大雨遥
根据国家气象局的数据袁在晚上 10
点到 11 点之间袁中央公园监测点录
得的降雨量为 50 毫米袁创下了单小
时最大降雨量的纪录遥当天晚上袁纽
约市总共降下 113 毫米的降雨量袁
也创下了自 1888 年以来的最高纪
录遥

整个东北地区超过 12 万户家
庭和企业断电遥 美国总统拜登批准
对遭受风暴袭击的罗德岛州尧 康涅
狄格州和纽约州进行经济救灾援助
行动遥

报道指出袁 美国大部分地区洪
水的风险可能远远超过政府此前的
估计袁 成千上百万人面临着一个隐
藏的威胁要要要而随着气候变化的恶
化袁这种威胁只会越来越大遥

气候变化是幕后推手
美国国家气象局的气象学家

Krissy Hurley 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
新闻网渊CNN冤采访时表示袁造成如
此极端降雨的最大因素之一是大气
中充沛的水分遥Hurley 表示袁气象学
家在田纳西州过去这个周末发射的
气象气球收集数据时发现袁 当地大
气 中的水 分 达 到 了 创 纪 录 的 水
平要要要这正是灾难性降雨的原因遥

该地区接连发生的几场风暴充分
野利用冶了大气中的水分并导致了极
端降雨的发生遥 人为活动造成的全
球变暖是上述现象的重要推手遥

据叶卫报曳23 日的报道袁一份最
新发布的研究表明袁 气候变化使得
7 月份西欧的暴雨洪水发生的可能
性增加了 9 倍遥研究表明袁人为造成
的全球变暖使该地区的降雨量加剧
了 20%遥 这份研究也再一次印证了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渊IPCC冤 本月发布的具有里程碑意
义的第六份报告的结论院有野明确冶
的证据表明袁 人类活动产生的温室
气体排放是极端天气恶化的主要原
因遥

科学家们在报告中表示袁随着
气温进一步升高袁西欧和中欧将面
临越来越多的极端降雨和洪水遥 如
果没有气候变化袁北美地区今年夏
天的持续高温天气几乎是不可能
发生遥 所有这些灾害造成的巨大人
力和经济损失清楚地提醒我们袁世
界各国需要为更多极端天气事件
做好准备袁我们迫切需要减少温室
气体排放袁避免气候危机的风险进
一步失控遥

刘栋

日本广播协会 24 日报道说袁据
相关人士透露袁 日本政府和东京电
力公司已决定通过海底隧道将福岛
第一核电站的核污染水排放至近
海遥 福岛县渔业协同组合联合会 24
日对此表示野坚决反对冶遥

受 2011 年发生的大地震及海
啸影响袁 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 1 至
3 号机组堆芯熔毁遥 截至今年 3 月袁
包括为冷却这些堆芯而注入的水和
周边不断汇入的地下水尧雨水袁该核
电站内已产生 125 万吨核污染水袁
且仍在继续增加遥 日本政府今年 4
月决定袁将核污染水经过滤尧稀释后
排放入海袁排放将于约两年后开始袁
预计将持续 20 年至 30 年袁 直至废

堆工作完成遥
日本广播协会 24 日援引相关

人士的话报道袁 日本政府和东电研
究过两种核污染水排放方案院 一是
通过海底隧道排放至距离核电站 1
公里左右的近海袁 二是直接从沿岸
排放遥相关人士透露袁日本政府与东
电已决定采用通过海底隧道排放至
近海方案袁 理由是这种排放方式更
易让核污染水在海洋扩散遥

报道说袁 由于开凿海底隧道需
要稳定的地下岩层袁 东电决定于 9
月开始对相关海底状况进行磁力勘
探袁 之后实施钻探调查以确认地质
结构遥 东电还将在 9 月向日本原子
能规制委员会提交实施该计划的申

请遥
日本福岛核污染水排海事关全

球海洋生态环境安全袁 事关各国人
民生命健康袁 国际社会普遍对日方
此举可能带来的影响表示强烈担
忧袁 以福岛县为首的日本各地渔业
从业者也一直强烈反对遥 福岛县渔
业协同组合联合会负责人 24 日表
示袁该联合会野坚决反对将核污染水
排放到海洋的立场没有改变冶遥日本
全国渔业协同组合联合会会长岸宏
24 日发表声明说袁该组织已要求日
本政府对核污染水排放入海方案进
行负责任的说明袁 但至今没有得到
具体答复遥

姜俏梅

·速 览·

据朝中社 8 月 26 日报道袁朝鲜最高人
民会议常任委员会 24 日发表公告袁决定将
于 9 月 28 日在平壤召开第十四届最高人
民会议第五次会议遥 朝鲜第十四届最高人
民会议第五次会议将讨论关于通过市郡
发展法尧青年教育保障法和修改补充国民
经济计划法的问题袁关于检查监督再生资
源法的执行情况和组织问题遥

董海涛

据塔斯社报道袁当地时间 8 月 25 日俄
罗斯联邦安全局对外宣布袁 在该部门的一
次特别行动中袁执法人员在莫斯科尧新西伯
利亚地区尧 雅库茨克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
边疆区等地拘留了 31 名极端组织分支机
构成员遥 消息说袁这些人负责在俄罗斯招募
和输送新人到战区袁 并资助叙利亚境内恐
怖组织遥 执法人员在行动中缴获了含有宗
教煽动内容的视频尧书籍以及通信设备尧银
行卡等遥 目前袁俄检方已针对这些人启动刑
事立案侦查遥

顾鑫

阿尔及利亚外长拉马姆拉当地时间
24 日在由国家电视台直播的一次新闻发
布会上宣布袁 由于摩洛哥长期以来不断采
取敌对阿尔及利亚的行为袁 阿尔及利亚决
定从即日起断绝与摩洛哥的外交关系遥 此
前袁阿尔及利亚总统特本曾表示袁摩洛哥针
对阿尔及利亚的敌对行为让阿方必须重新
检讨两国关系袁 并加强与摩洛哥边境的安
全控制遥

单既明

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组委会 8 月 23
日宣布袁残奥会相关人员中新增 13 人新冠
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袁 其中包括 1 名海外
选手遥 7 月 1 日以后袁与东京奥运会和残奥
会相关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已达 706
例遥

何欣蕾

24 小时降下一年三成雨量
美国田纳西州致命洪水致 21 人死

福岛核污染水将从海底隧道排至近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