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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夏季，高温总会以各种姿态刷
屏。去年是以“火炉城市”话题成为大家
茶余饭后的谈资，今年则是以国外避暑胜
地北欧，以及国内避暑胜地东北多地突破
高温记录蔓延开来。近日更有报道称，北
极圈内出现罕见高温，一度达到32℃，致
使冰川迅速融化。

今年夏天高温为何如此“强悍”？全
球多地“高烧”的原因又是什么？经济日
报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气象局有关专家。

热浪席卷北半球

7月份以来，我国多地发生
极端高温事件；与此同时，全球
大部分地区气温也较常年同期
偏高，尤其亚洲、欧洲、北美洲等
地极端高温事件频发

气象学上将日最高气温大于或等于
35℃定义为“高温日”。据统计，今年以
来，我国江南、华南部分地区高温天数超
过 20 天，其中黄淮西部、重庆中部、湖南
东部、江西南部、福建南部、广东东部等地
高温天数较常年同期偏多10天以上。

8月2日，中国气象局应急减灾与公共
服务司副司长李明媚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
透露，在刚刚过去的7月份，全国平均气温
为22.9℃，较常年同期偏高1℃。全国有94
个气象站发生极端高温事件，其中辽宁本
溪县（39.2℃）、吉林集安市（38.4℃）等24
个气象站，日最高气温突破历史极值。

事实上，我国的高温天气现象并非
“一枝独秀”。7月份以来，全球大部分地区
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其中欧洲北部、亚
洲西部和东北部、北美洲西北部和中部等
地偏高 2℃至 4℃；尤其北半球亚洲、欧
洲、北美洲等地极端高温事件频发。

“丹麦烤焦了”——欧洲航天局 7 月
25日以此为题公布了一组卫星图片。图
片显示，丹麦西兰岛的一处农田在 2017
年 7 月份时还是遍地绿色，而到了今年 7
月份，当地植被已被“烤焦”，棕黄成为图
片主色调。

世界气象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北欧
地区正遭遇持续高温，北极圈内气温已突

破30℃，挪威和芬兰也分别出现了33.5℃
和33.4℃高温。由于天气异常干燥，瑞典
在7月中旬已报告大约50起森林火灾；英
国部分地区今夏持续高温干旱，已创下半
个世纪以来最干旱夏天的纪录，并导致草
坪枯黄，水库水位迅速下降。

由于连日高温和大风，位于南欧的希
腊近期也森林火灾频发。7月23日，希腊
首都雅典遭遇 40℃高温袭击，城区附近
发生的森林火灾已使上百人受伤。

强降雨和热浪还接连袭击了日本。7
月上旬，日本西部的持续暴雨导致多人死
亡。此后，日本大部分地区又出现持续高
温，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 40℃。据日
本总务省消防厅统计，在7月16日至7月
22 日的一周内，有超过 2.2 万人中暑送
医。此外，韩国多地也发布了高温预警。

而多个北非国家的高温天气更是热
力十足——7 月初，摩洛哥出现 43.4℃的
高温，阿尔及利亚的撒哈拉沙漠地区最高
气温甚至达到 51.3℃。据世界气象组织
统计，这应该是阿尔及利亚可靠温度记录
中的最高值。

北美地区也未能从热浪中幸免。美
国加利福尼亚州死亡谷国家公园气象站7
月8日测出52℃高温；加拿大魁北克省持
续的高温高湿天气已导致多人死亡。

全球气候变暖是主因

专家表示，全球气候变暖导
致高温风险加剧，是今年高温热
浪异常的大背景。但在全球气
候变暖的大趋势下，每个地区的
增暖速度并不相同

世界气象组织专家认为，虽然很难将
近期出现的极端天气简单归因于人类活
动导致的气候变化，但从长期影响来看，
全球极端高温和降水增多这一趋势，无疑
是气候变化所导致的结果。

“从气候背景来看，全球气候变暖导
致高温风险加剧，是今年高温热浪异常的
大背景。”但国家气候中心气候服务室首
席艾婉秀认为，全球气候变暖的趋势并不
意味着每个地区的增暖速度都一样。

她说，全球气温上升速度呈不对称
性，具体表现为：一是北方升温速率高于
南方，在今年夏天北极地区高温的极端性

要高于低纬度地区；二是最低温度的上升
速率高于最高温度的上升速率。虽然今
年我国的高温天数是1961年以来的第三
位，但最低温度却是 1961 年以来的最
高。最低温度高意味着夜间温度不返凉，
加重了炎热程度。

那么，为何北极地区频发“高烧”？中
国气象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吕俊梅告诉
记者，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北极地区气
温的上升速度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大概是
其他地区的 2 倍，这种现象叫作“极地放
大效应”。

吕俊梅介绍，今年夏天发生在北极地
区的罕见极端高温，主要是由于今年冬末
春初，北极地区开始出现的气温异常偏高
现象：1月初，我国北极黄河站气温就已经
出现高于0℃的现象，气温比常年气候平
均偏高10℃左右。到3月份，北极地区气
温偏高的趋势更加明显。而且，这种现象
一直持续到夏季，导致冷空气活动减弱，
成为此次高温事件的主要原因。

受气候变暖影响，近年来，北极地区
冬季的海冰正在不断融化变薄。监测数
据表明，2018年1月份，北极冰层厚度达
到有记录以来的最低值。“海冰融化变薄
后形成碎片，从南方吹来的强风将碎片推
至北极中心，并将热量不断释放到大气
层，从而也促使北极地区温度升高。”吕俊
梅说。

相应的，北极地区气温异常偏高，向
南扩展的冷空气活动就弱。艾婉秀表示，
2018年4月份，拉尼娜事件结束后海温上
升很快，导致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明显
偏强，位置异常偏北，平均强度超过常年
同期1倍以上。同时，副高压南侧不断有
台风生成，推动副高压向北移动，我国华
北和东北刚好受副高压的控制，出现高温
天气，尤其10号台风“安比”影响过后，东
北地区气温迅速升高。

推动全球气候治理已刻不容缓

随着全球持续变暖，将来必
然会出现更多极端天气。专家
表示，这些极端天气事件凸显了
执行《巴黎协定》的紧迫性以及
加强该协定的必要性

面对极端高温事件，国家气候中心专

家认为应该辩证地看。偶然中的必然就
是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而必然之中的
偶然就要归结于今年极地环流和赤道中
东太平洋海温异常。

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曾吸引
了全世界的关注。然而，关于全球变暖
的威胁，往往都说得比较遥远而抽象，
使得关注度有所下降。如今，全球气候
变暖以高频率的热浪形式重新进入人们
的视野。

难怪世界气象组织副秘书长埃琳娜·
蒙娜恩科娃说，2018 年将成为有记录以
来最热的年份之一。目前，人们正在经历
的热浪和极端高温事件，都与该组织所预
料的温室气体排放引发气候变化而产生
的结果相一致。

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研究表明，1951
年以来，我国平均温度和极端温度都呈
显著升高趋势。其中，极端高温体现出
强度更强、出现更频繁、持续时间更长
的特点。

对此，英国雷丁大学气候研究专家
罗恩·萨顿表示，近期极端天气频发并
不让人感到惊讶——全球气温自19世纪
以来已经上升大约1℃，随着全球持续变
暖，将来必然会出现更多热浪等极端天
气。他说，“这些极端天气事件凸显了执
行 《巴黎协定》 的紧迫性以及加强该协
定的必要性”。

德国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所专家斯
特凡·拉姆斯托夫也持有相同观点。在他
看来，在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全球极端
天气事件在过去几十年中明显增多，并且
将来预计会越来越多，想要阻止这一趋
势，落实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
必不可少。

更有专家预测，未来我国夏季极端高
温事件的出现概率会大大增加，到 2025
年左右，至少有50%的夏季可能出现长时
间高温热浪过程。到本世纪末，在最坏的
可能性下，我国极端高温热浪事件的频率
将比目前高出5倍。

人类活动导致气候异常日益加剧，已
经成为全人类的共识。国家气候中心气
候服务室副主任肖潺表示，必须深入研究
全球变暖背景下高温加剧带来的风险，发
展低碳经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提高防
御和防范极端高温天气气候事件的能力，
推动全球气候治理。

近期全球极端天气频发，多地“高烧”不退，甚至导致多人死亡——

今夏高温为何如此“强悍”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郭静原

8月7日立秋，中央气象

台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

——这已是今年入夏以来，

该台连续第 25 天发布高温

预警。与此同时，全球大部

分地区气温都较常年同期偏

高，尤其北半球亚洲、欧洲、

北美洲等地极端高温事件频

发。面对热浪来袭，大家不

禁要问：今年为何如此炎热

国家卫健委公布的我国出生缺陷人
群监测结果显示，2017年，先天性心脏病

（简称“先心病”）发病率为 0.7153%。在
2007年至2017年10年间，先天性心脏病
发病率在所有出生缺陷疾病中持续排名
第一位，并在所有出生缺陷疾病所致死亡
中排名第一位。

“先心病是先天性畸形中最常见的一
类，约占各种先天畸形的28%。”在爱佑慈
善基金会日前举办的“爱佑童心”捐赠仪
式上，国家心脏中心、北京阜外医院小儿
心脏外科主任罗国华介绍说，先心病主要
是指在胚胎发育时期，由于心脏及大血管
的形成障碍或发育异常而引起的解剖结
构异常，或是出生后应自动关闭的通道未
能闭合的情形。

一般来说，在母亲怀孕5周至8周时，
是孩子心脏发育最敏感时期，也最容易受
到伤害。染色体异常、基因突变、电离辐
射、母体的病毒感染等，都可能导致胎儿
先心病的形成。

那么，先心病怎么预防？罗国华表
示，首先，女性在35岁以上怀孕就是高危
因素，一定要多做产前检查；第二，夫妻双
方要有心理准备，备孕前要戒烟戒酒半年
以上；第三，怀孕期间如果发生病毒感染，
一定要慎重考虑。此外，女性怀孕后要尽
量避免用药，并尽量少接触射线，避免
辐射。

“胎儿超声是预防先心病的最后一道
防线。”罗国华建议，先心病诊断的最佳时
间是怀孕 18 周至 22 周，如果超过 28 周，
胎儿已经发育得比较完全，就不容易诊断
出来。此外，诊断准确性还与医生水平、
仪器设备、胎儿条件、检查时机等相关。

值得关注的是，随着诊疗技术提高，
若能得到及时治疗，大部分简单先心病可
以彻底治愈；大多数复杂先心病患儿也可
以通过治疗，将生活质量基本提升至正常
人水平。据统计，目前我国很多医疗机构
的先心病手术存活率已高达97%。

“先心病的早期发现至关重要。”罗国

华说，对于简单的先心病，仅靠听诊器就
能听出来，诊断准确率达 95%以上。此
外，治疗时机的选择很重要，不同类型先
心病的手术时机是不一样的，比如大动脉
转位手术要两周岁前实施，法洛四联症的
最佳手术时间则为6至11个月……

然而，一旦错失最佳治疗时机，对于
先心病患儿来说是致命的。“5岁以前，最
多见的由出生缺陷引发的死亡疾病中，先
心病位列第一。”陆军总医院附属八一儿
童医院心脏科主任周更须介绍，目前，先
心病防治面临的困难主要在于基层医生
对新生儿先心病认识水平有限，难以做到
早期发现、诊断和及时治疗，约有20%至
30%的患儿在出生1年内因严重缺氧、休
克等并发症死亡。此外，由于先心病的治
疗费用较高昂，多数贫困家庭无力承担。

为资助孤贫先天性心脏病患儿的医
疗检查以及手术治疗，10多年来，“爱佑童
心”项目为我国先心病患儿不断伸出援
手。据爱佑慈善基金会副秘书长李艳平

介绍，截至2018年6月底，“爱佑童心”项
目已累计救助先心病患儿超过 5 万人。
如今，“爱佑童心”项目不断优化升级，除
传统救助外，还为开展先心病手术的医院
在培养人才方面提供帮助，提升先心病治
疗水平。

为让先心病患儿不错过最佳治疗时
机，国家卫健委近日也宣布，今年将在全
国启动实施新生儿先心病筛查项目，将在
河北、山西等24个省份为出生后6小时至
72小时的新生儿筛查先心病。

对此，专家提醒，先心病的筛查并不
是诊断，如果筛查结果呈阳性，应及时转
至医疗诊断机构进行确诊。由于先心病
的复杂性以及筛查技术本身存在的局限
性，少部分孩子可能出现假阴性的情况，
因此，建议筛查结果呈阴性的孩子，除了
常规体检之外，平时需注意是否存在呼吸
急促、多汗、反复肺炎、体重不增加等情
况，如果出现此类情况，应及时到医院
检查。

我国先心病手术存活率已高达97%——

早发现、早诊治是防御先心病关键
本报记者 吉蕾蕾

本报讯 记者吴佳佳报道：肝病是我国的高发疾
病之一，已成为全球性公共健康问题。为改善肝病患
者生存质量、提高治愈率，中联肝健康促进中心携手仑
胜医药日前启动“肝病与感染性疾病药物创新协作计
划”，针对我国高发的两类重大疾病——肝内胆管内皮
细胞癌和耐药菌引发的重症感染，打造新药创制平台。

“近年来，肝内胆管细胞癌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我
国和东南亚国家该病的发病率明显高于西方国家。”仑
胜医药CEO姜灿文介绍，流行病学调查显示，近30年
来，肝内胆管癌的发病率及死亡率增加了 20%至
30%。其中，亚洲国家发病率最高的是泰国，肝内胆管
癌发病率占所有原发性肝癌的80%，中国仅次于泰国。

解放军307医院消化道肿瘤科主任徐建明教授介
绍，肝内胆管癌是仅次于原发性肝癌的肝脏原发性恶
性肿瘤。它的症状隐匿、恶性程度大、手术复发率高、
化疗敏感度低、预后很差；并且，早期无明显临床症状，
大多数患者为体检发现，被确诊时已处于癌症晚期，表
现为乏力、厌食等全身消耗症状——这对其积极有效
治疗提出了更高要求。

“肝内胆管癌的病因及相关危险因素主要有5种，
分别是肝内胆管结石、病毒性肝炎、原发性硬化性胆管
炎、寄生虫感染和先天性肝内胆管扩张症。”徐建明说，
肝内胆管癌多发生于 50 岁至 70 岁，男性稍多于女
性。发病部位以肝左叶多见，与结石多发于肝左叶一
致，多为单发，双叶者占20%至25.8%。对50岁以上、
病史较长、反复胆管炎发作、短期内消瘦的肝内胆管结
石患者，应高度警惕并发胆管癌可能。

根治性手术是现阶段肝内胆管癌唯一可能治愈的
方法。“常用方法是切除受影响的肝段或肝叶。”徐建明
介绍，尽管目前已经有手术、系统性治疗、局部放疗及
化疗等多种治疗手段，肝内胆管癌治疗效果仍不理想，
手术或系统性治疗后复发率达 50%以上；而且，二线
治疗无标准用药推荐，采用现有药物治疗的患者总生
存期不到8个月。因此，亟需针对这一疾病的突破性
疗法以及相关药品的研发，为患者带来有效治疗选择。

著名肝病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庄辉表示，“肝病
与感染性疾病药物创新协作计划”将依托国内外专家
网络加速引进国际创新药物，并联合国内外科研人员
推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本土新药创制走向国际化，
促进新药临床应用，有望为肝内胆管癌患者带来临床
创新以及有效治疗选择。

“肝病与感染性疾病药物创新协作计划”启动

肝内胆管癌需突破性疗法

本报讯 记者沈则瑾报道：当造血干细胞遭遇“青
春期”，会不会迎来与主人相同的叛逆期？近日，中国
科学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周波研究组与上
海交通大学郑俊克研究组合作研究给出了答案。他们
在国际知名学术期刊《欧洲分子生物学组织期刊》上发
表论文，首度揭示人类青春期起始分泌的脑垂体激素
——促黄体生成素在造血干细胞数量稳定维持中的重
要调控功能。

与肿瘤细胞一样，干细胞在体内具有无限增殖的
潜力。但与肿瘤细胞不同的是，各个组织的成体干细
胞数量处于严密的调控状态。其中，骨髓内的造血干
细胞是负责生成人体所有血液细胞的始祖细胞。研究
显示，出生后，骨髓内的造血干细胞会进入高速扩增
期，而伴随着青春期的起始，这一发育进程驶入了“刹
车制动”阶段，造血干细胞的数量开始逐步达到稳定。
然而，迄今为止，科学家对人体如何调控这些成体干细
胞的数量仍然一无所知，这种数量调控的生物学意义
更是无从谈起。

据悉，促黄体生成素是自青春期开始由脑垂体分
泌的一种激素，它的“本职工作”是参与调控生殖系统
的成熟，但在本项研究中，科研人员发现促黄体生成素
的另一项功能——调节青春期小鼠造血干细胞数量，
保持造血干细胞的稳定。研究证明，骨髓造血干细胞
感应促黄体生成素的能力在青春期呈指数性增长。研
究人员进一步发现，能够感应促黄体生成素的“受体蛋
白”直接表达于造血干细胞的细胞表面。一旦造血干
细胞失去对促黄体生成素的“感应”，它们会在青春期
不断扩增，最终导致骨髓过度造血和白细胞增多症，随
之而来的是白血病进程的加速。

随后的动物实验表明，如果通过基因改造让小鼠
的造血干细胞无法“感应”到青春期的促黄体生成素，
小鼠骨髓内的造血干细胞将过度扩增，这直接证明促
黄体生成素在调控造血干细胞功能过程中发挥着关键
作用。此外，研究人员还发现，阻断促黄体生成素的信
号将加速白血病的发病速度。

这项工作揭示了机体内存在一个隐藏的“生物
钟”：造血干细胞一旦进入青春期就会被“紧急制动”，
如果这个“刹车”坏了，就会引发血液疾病甚至白血
病。而如何利用这套“刹车系统”干预或减缓白血病进
程，还有待科学家更深入的研究。

我国发现脑垂体激素能调控造血干细胞数量

当造血干细胞遭遇“青春期”

促黄体生成素是由脑垂体产生的激素，在造血干
细胞数量稳定维持中具有重要调控功能。（资料图片）

图为市民和游客日前在重庆洋人街水上乐园戏水纳凉。当日，重庆市气象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 （新华社发）

受全球变暖影响，北极冰川加速融化，
北极熊生存环境令人堪忧。（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