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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北方多地降雨量突破极值，南方遭受连续高温炙烤——

南涝北旱气候格局会改变吗
本报记者 郭静原

今年夏秋发生的两场特大暴雨洪涝灾害备受关注：先是

7 月份的郑州特大暴雨，后是 10 月份的山西暴雨，多地降雨

量突破历史极值。但值得注意的是，两场暴雨没有发生在传

统多雨的南方，而是出现在众人印象中干旱少雨的北方。

国家气候中心发布的报告显示，9 月以来，北方地区降水

量为历史同期最多，在连续降雨影响下，黄河 9 天内接连发

生 3 场编号洪水，都在传统主汛期之外；与此同时，南方则遭

受连续高温炙烤，江南中南部、华南中北部高温日数超过 20

天，10 余省份气温创下历史新高。我国常年“南涝北旱”的格

局正在被颠覆吗？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专家。

一直以来，人们常用“七下八上”（每年 7 月下旬至 8 月上

旬）来概括北方主汛期，而今年北方的雨比以往时候来得更

早一些。数据显示，华北雨季于 7 月 12 日开始，较常年偏早 6

天；于 9 月 9 日结束，较常年偏晚 22 天；雨量 276.4 毫米，较常

年偏多 103.2%。入秋以来，黄河流域降水量也异常偏多，为

1961 年以来历史同期最多值。

北方异常降水表现，是否说明我国主雨带正在北移？“自

2014 年以来，华北雨季降水量有明显增多趋势，但也表现出

明显的年际变化特征。”国家气候中心气候服务室首席叶殿

秀分析称，我国夏季降水分布型具有显著的年代际变化，

1950 年到 1970 年只有一条主雨带，主要位于黄河以北地区；

1980 年开始，夏季降水出现南北两条雨带，且这两条雨带呈

同步变化趋势；2010 年之前两条雨带均一致表现出南移的趋

势，2010 年之后雨带又开始出现明显的北抬北扩。因此雨带

北移，早有征兆。

造成今年北方多雨、南方高温的原因是什么？国家气候

中心气候预测室首席郑志海表示，这主要是受到较为活跃的

冷空气活动和偏强偏北的水汽输送的共同影响。强盛且持续

的南方暖湿气流与北方活跃的冷空气频繁在北方地区交汇，

导致黄河流域和海河流域降水明显偏多；长江中下游、江南及

华南等地则在副热带高压控制下，高温少雨，累计降水量较常

年同期显著偏少，部分地区甚至发生中到重度气象干旱。

如此偏强偏北的大气环流异常背后，还有推手。“这样的

大气环流异常特征与赤道中东太平洋的冷海温密切相关。”

郑志海告诉记者，2020 年 8 月至 2021 年 3 月，赤道中东太平

洋发生了一次中等强度的拉尼娜事件，而 2021 年 7 月开始，

赤道中东太平洋冷海温又再次开始发展加强，于 10 月进入

拉尼娜状态，可能于冬季再次形成拉尼娜事件。历史上的拉

尼娜事件容易导致欧亚中高纬环流呈经向型特征，冷空气比

较活跃，同时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也容易较常年同期偏北。

尽管山西、郑州发生暴雨，但也不能判断我国已经发生

“南旱北涝”的气象格局转变。“我们不能仅凭一两次或一两

年中的极端气候事件，来推断气候未来变化趋势。目前从年

际尺度特征来看，还不能得出我国北方暖干化向暖湿化转变

的信号。但全球变暖加剧了气候系统的不稳定和水循环，使

得大气不稳定增大，降水效率提高，强降水更加显著。”国家

气候中心气候服务首席专家周兵表示，极端气候事件对全球

增温的响应更加敏感，未来在全球气候变暖趋势不变的背景

下，极端气候事件频率和强度的变化对区域环境和经济社会

的影响还会更大。

北方雨水变多，会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什么影响？国

家气候中心气象灾害室主任王国复表示，相对于南方，我国

北方地区对极端降水事件的应对能力较弱，极端降水可能诱

发中小河流域洪水、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而北方中小河

防洪标准相对偏低，洪水对农业生产、交通设施、人民财产及

生命安全均带来一定的不利影响。此外，北方城镇化水平逐

年提高，但城市内涝防洪标准却普遍偏低，较易发生城市内

涝等灾害。

面对新形势下的极端气象灾害风险，北方城市该如何

防范？王国复建议，在监测预警方面要加强对极端气象灾

害的综合监测系统建设，提高预测预报能力和预警信息发

布能力；在信息管理方面需加强灾害管理全过程的信息获

取、传播、利用和反馈过程，提高灾害管理的效率和决策正

确性；在风险管理措施方面需立足防灾、备灾、减灾、救灾、

重建的灾害管理过程，改善极端气象灾害的孕灾环境、降低

承灾体暴露度和脆弱性、增强承灾体适应性和减灾能力，提

高对各类极端气象灾害潜在不利影响的应对能力；最后也

需要提高公众综合防灾减灾的社会意识，加强公众的防灾

减灾知识和技能。

□ 从年际尺度特征来看，还不能得出我国北方暖干化向暖湿化转变的信号。但全球变暖加剧了

气候系统的不稳定和水循环，使降水效率提高，强降水更加显著。

□ 相比南方，北方地区对极端降水事件的应对能力较弱，在监测预警方面要加强对极端气象灾害

的综合监测系统建设，提高预测预报能力和预警信息发布能力。

发挥优势加大供应
本报记者 曹 松

作为我国蔬菜重要产区，云南省凭

借地理气候优势，蔬菜生产四季相对均

衡，是“南菜北运”的主要生产基地。

10 月 29 日，记者来到位于昆明市东郊的王旗营蔬菜

批发市场，只见大小货车进出频繁，来自各地的蔬菜批发

商忙碌不停。作为西南地区规模较大的农产品交易市

场，王旗营蔬菜批发市场是云南各地州市农产品集散中

心，还辐射四川、重庆、广西、湖南、广东、北京等多个省

区市。

“最近的菜价一天一个样，今天买了 30 多个品种的

蔬菜，装满一车准备运往四川。”批发商刘俊说。

“近期蔬菜价格尤其是绿叶菜价格上涨较快，很多货

刚进市场就被冷库直接买走了。”昆明王旗营蔬菜批发市

场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段晓明介绍，由于前段时间全国多

个蔬菜主产区遭遇洪水、低温天气，加上近期又一波冷空

气到来，对蔬菜生长、采收及运输都造成不利影响，直接

加剧了蔬菜价格上浮压力。另外，最近适逢换季窗口，部

分蔬菜进入退市、上市衔接期，影响了市场整体供应，导

致价格出现波动。

段晓明表示，作为云南省重要的蔬菜供应市场，王旗

营蔬菜批发市场动员商户加快组织货源，保证市场正常

供应。目前市场每天上市蔬菜共有 15 个大类 100 多个品

种，每天约有 2700 车次进出市场，近一周日交易量在

3000 吨至 3300 吨，与上周基本持平。大白菜、玉米、土

豆、白萝卜、番茄、洋葱、大葱等蔬菜供应充足，完全能满

足市场正常需求。

北方气候遇冷，蔬菜价格一路高涨，云南昆明、曲靖、

玉溪、楚雄等地的气候优势显现，多地蔬菜种植基地加快

蔬菜生产。玉溪市通海县是云南最大的蔬菜种植基地，

被誉为蔬菜“国际港”。在通海高原农产品有限公司的

“001”生态蔬菜种植基地，鲜食玉米、大白菜绿油油一

片。蔬菜经纪人正把从田间收获的新鲜蔬菜一车车源源

不断送往公司的物流冷链中心。

据了解，目前云南全省蔬菜种植面积 1880 万亩，今年

前三季度，蔬菜产量增长 9.1%，全省近 70%蔬菜产品实现

外销。随着下一个蔬菜生长周期到来，云南将发挥“天然

温室”优势，以通海、陆良、砚山等为代表的重点蔬菜产区

将加快生产运输，充分开拓线上、线下两个销售渠道，供应

四川、重庆、贵州、广东等地区的 150多个大中城市。

加强指导稳产增产
本报记者 王金虎

“你这个芸豆有落花、落果的

情况，得喷洒点叶面肥，保护叶面，

补救及时的话，产量不会降低。”10

月 27 日，山东聊城市莘县董杜庄镇农技师王忠慧的

一席话，让种植户邵怀兵紧锁的眉头舒展开来。

针对前期不利天气及气温逐渐降低的情况，莘县

组织 30 余名专家深入田间地头，为农民在当前天气、

土壤条件下病虫害防治、补种茬口作物等问题做具体

技术指导。

临沂市沂南县的黄瓜种植面积和产量位居全国

第一。近段时间，这里的黄瓜市场收购价较上年同期

增长 210%。“主要是黄瓜产量比去年同期减少了很

多。”沂南县湖头镇姜家庄村黄瓜种植大户姜海龙解

释说，前期遭受涝灾，包括黄瓜在内的部分蔬菜死亡；

后来阴雨天较多，黄瓜病害增多，产量大幅降低。

对此，沂南县除对菜农提供技术指导外，还结合

秋冬蔬菜生产特点，根据市场需求引导菜农增加叶菜

和速生蔬菜生产，保障蔬菜市场均衡稳定供应。

聊城市冠县泉润农产品交易市场是冠县居民的

“菜篮子”，每日农产品交易量近百吨。冠县泉润农产

品交易市场管理运营部经理陈雷说，针对近段时间蔬

菜价格上涨的情况，他们积极对接上游市场，千方百

计寻找“基地菜”，直接从原产地进菜，在确保有充足

供应货源的同时，蔬菜价格平均每斤会低 0.2 元左右。

近期，蔬菜之乡山东寿光市的大棚蔬菜长势旺

盛，蔬菜市场供应量日渐充足，品种丰富、新鲜优质的

寿光蔬菜销往全国各地。

为确保蔬菜稳产增产，寿光市农业农村局组织专

业技术人员到田间地头为农户进行技术指导。另外，

寿光市还不断加大蔬菜调配力度，保障蔬菜供应。作

为全国蔬菜集散中心、蔬菜价格形成中心、物流配送

中心及信息交流中心，寿光地利农产品物流园有限公

司总经理助理国明茜告诉记者，他们充分发挥农产品

批发市场流通主渠道的作用，通过客户资源优势和市

场集聚优势，加大蔬菜品类及到货量的调配力度，引

导业户提高到货量，稳供保价。同时，利用公司电子

结算大数据分析及价格指数预警作用，监测交易及价

格异常现象，对蔬菜价格涨幅比较大的品种，多渠道

增加市场到货量，平抑价格。此外，还利用闲置库房、

冷库等加大蔬菜储备，切实保障蔬菜供应。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市场与信息化处副处长范群

英分析认为，受近期气温较低影响，预计短期内山东

省蔬菜价格仍会继续上行。随着大棚的秋菜陆续上

市，蔬菜价格会呈整体回落态势。

服务高效快进快出
本报记者 陈发明

10 月 28 日，河北邯郸市邯山区蔬菜技

术站站长张艳梅来到富成蔬菜专业合作社，

与合作社理事长张成林一起走进玲珑黄白

菜地里，察看白菜长势，“水灾过后，病虫害

防治一定要跟上，这样能最大限度保产量。”张艳梅说。

从 9月中旬开始到 10月上旬，当地遭遇持续连阴雨以及异

常低温，合作社蔬菜不同程度受灾。在农技人员帮助下，加上

近期天气条件好转，合作社的蔬菜正处于恢复生长期。

邯郸是我国北方重要的蔬菜种植和流通基地。截至 9 月

底，邯郸全市蔬菜播种面积达 110 万亩，同比增长 1.8%。邯郸

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全市蔬菜供应量逐日增加，

除保障本地需求，每天还有近 2000吨蔬菜销往全国。

据了解，当地蔬菜销售一部分通过合作社种植基地直接

出货，还有很大一部分经由蔬菜批发市场对外销售。邯郸联

邦农产品批发市场是一个占地达 600 余亩的大型蔬菜批发市

场，记者走进这里，看到一派繁忙的交易景象。作为一级批发

市场，邯郸联邦农产品批发市场蔬菜存储量达 5000 吨，每天

有上千吨蔬菜从这里销往北京、天津、河南、山西、陕西等地。

市场负责人刘国生说，前段时间持续低温阴雨天气，使本

地菜推迟上市，与此同时，有大量的外地蔬菜入场交易，像云

南的叶菜、东北的大白菜、内蒙古的土豆、甘肃的洋葱等，外地

菜的进场，有效弥补了本地菜暂时供应不足，蔬菜供应量可以

得到保障。

为提高蔬菜周转速度为提高蔬菜周转速度，，邯郸联邦农产品批发市场近段时邯郸联邦农产品批发市场近段时

间还优化了蔬菜进场流程间还优化了蔬菜进场流程，，为菜商进场交易提供方便为菜商进场交易提供方便。。蔬菜蔬菜

批发商王宗亮在市场经营批发商王宗亮在市场经营 2020 多年了多年了，，他说他说：“：“这个月我从云南这个月我从云南

进了西葫芦进了西葫芦、、绿甘蓝绿甘蓝，，从甘肃进了西芹从甘肃进了西芹、、娃娃菜娃娃菜，，从辽宁进了大从辽宁进了大

白菜白菜、、茼蒿茼蒿、、菠菜等菠菜等，，销量都很好销量都很好，，每天能出货每天能出货 8080 多吨多吨，，除了卖除了卖

给本地菜商给本地菜商，，还有周边省份的客户还有周边省份的客户。。市场管理人员在入场市场管理人员在入场、、菜菜

检等方面给我们提供了高效的服务检等方面给我们提供了高效的服务，，使我的菜能快进快出使我的菜能快进快出。”。”

记者从邯郸农业部门了解到记者从邯郸农业部门了解到，，当地冬春季蔬菜从当地冬春季蔬菜从 1111 月开月开

始陆续上市始陆续上市，，届时届时，，全市蔬菜供应会更加充足全市蔬菜供应会更加充足，，外销量将进一外销量将进一

步增加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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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地极端天气无碍蔬菜供应大局

黄俊毅

受前期秋季蔬菜主产区强降雨影

响，近来全国蔬菜价格涨幅较大。不

过，从各地蔬菜供应情况来看，极端天

气的影响只是暂时性的，后期供应会

有保障。

首先，极端天气造成蔬菜生长速度

减缓和采收不便，但只是短期扰动蔬菜

市场。今秋受大范围、长时间连续降雨影

响，辽宁、山东、河北、山西等多个北方蔬

菜产区出现菜田受淹现象，蔬菜采收困

难，收购成本大幅增加，导致菜价跳涨。

随着极端天气过去，这些不利影响也会

过去。上周前期，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

市场蔬菜价格继续冲高，到周后期逐渐

回落。前期涨幅较大的鲜嫩蔬菜，价格回

落幅度尤其明显。价格回落正说明极端

天气对蔬菜供应的影响只是一时的。

其次，随着入冬气温进一步走低，

我国蔬菜供应地将季节性南移。按照

往年规律，随着天气转凉，山东寿光、

河北张家口等北方蔬菜主产区逐渐进

入收尾期，海南、云南等地将逐渐成为

冬季蔬菜供应主力，而这些地方并未

像山东、河北、山西等北方蔬菜主产区

那样遭受大范围、长时间连续降雨等

极端天气。当前，南方产区蔬菜长势良

好，大部分蔬菜都能按期上市，全国夏

秋季蔬菜供应地转换衔接好于去年同

期，后期供应也会有保障。

最后，我国蔬菜种植面积大，可保“菜篮子”无虞。自上世

纪 80 年代实施“菜篮子”工程以来，我国蔬菜种植面积持续快

速增长。到 2020 年，我国蔬菜种植面积已达 3.2 亿亩，产量 7.22

亿吨，成为世界第一蔬菜生产大国和全球最大的蔬菜市场。今

年春季，全国蔬菜种植面积同比增加 1%左右。由于去年部分

蔬菜价格偏高，今年部分产区都有明显扩种。相较于充裕的产

能，局地极端天气对冬季全国蔬菜供应影响有限。

近段时间以来，多个蔬菜产地采取加强生产指导、增加到货量等方式保供稳价——

力 保“ 菜 篮 子 ”稳 稳 的

11 月 2 日，在天津市南开区物美超市华苑店，市民们正在选购

首批投放市场的冬储菜。 本报记者 商 瑞摄

10 月 31 日，江苏省海安市大公镇星河村农民在菜地里忙着采收、包装、运送大白菜。

翟慧勇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