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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变暖的 个真相

正在法国巴黎召开的联合
国气候变化大会，正就人类未
来如何共同应对全球变暖寻求
答案。

按照一些科学家的说法，
地球正飞速滑向全球变暖的

“危险地带”，而这一全球性难
题包含多个相互催化的因素，
应对起来千头万绪。

以时间纵切为标准，打开
全球变暖的九个切面，看一看
全球变暖问题中的九个真相。

二氧化碳
“被子”越厚，地球越热

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像被子一样包裹住地球，留
住部分来自太阳的热量，为地球保温。工业革命以
来，人类活动导致排入大气的温室气体浓度增加，如
同被子加厚，使储存在地球表面的热量超出所需，地
球由此变暖。

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资源研究所等机
构的数据，全球由人类活动引发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呈上升趋势，2012年接近50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
2014年达到527亿吨二氧化碳当量。

温室气体包括二氧化碳、甲烷、一氧化二氮、含
氟气体等。其中，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增加尤为显著，
其最大来源是煤、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的燃烧。
此外，农业活动、水泥生产、牲畜饲养、森林开伐等人
类活动也导致二氧化碳排放增加。

甲烷
比“被子”更狠的是“毯子”

如果说，二氧化碳是“被子”，那同为温室气体的
甲烷就是“毯子”，保温效果更好。

自然环境中，牲畜消化、湿地、永冻土融化等都
会产生甲烷，但甲烷也可能来自垃圾填埋、水稻种植
等人类活动。工业活动在排放二氧化碳的同时，也
会产生大量甲烷。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统计，2014年大气
中甲烷的含量是工业革命前的2.5倍强。

相比二氧化碳，甲烷在大气中所占比重较小、停
留时间较短。但就阻隔热量的效率而言，甲烷远比
二氧化碳更“高效”，更保温。

工业活动
“碳平衡”打破容易重建难

自然环境下，二氧化碳由生物呼吸等多种方式
产生，也会通过海洋吸收、植物光合作用等多种方式
消耗，形成一个循环。

不过，随着人类工业活动增加，由此产生的二氧
化碳成为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最主要来源。如在美
国，工业活动产生的二氧化碳在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中所占比例约为82%。这种情况下，二氧化碳排放
量远超自然消耗能力，碳循环平衡被这一巨大的工
业活动副产品打破。

世界气象组织数据显示，工业革命前，大气中二
氧化碳含量约为280ppm（ppm是百万分率，1ppm
为百万分之一）；而到2015年，大气年均二氧化碳浓
度已经达到400ppm上下。

一些科学家认为，如果以地球升温幅度不超过
2摄氏度为红线来衡量大气中所能包含的碳含量，
人类目前的碳排量已经达到这一最大含量的三分之
二。而且，由于部分二氧化碳可能在大气中停留数
千年，即便立即采取大规模减排措施，也可能难以明
显降低大气二氧化碳浓度。

地表升温
“最热年”永远在前方

由于厄尔尼诺等现象的
作用，地球每年平均气
温 略 有 差 异 不 足 为
奇。但纵观 1880 年有
可靠记录以来的历年气
温状况可以看出，地球表面
温度呈爬高之势，10个气温
最高的年份都出现在1998年
之后，而2015年是目前为止最
热的一年。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数据，今
年9月全球平均气温比工业革命前
平均水平高出超过1摄氏度。按照
目前普遍认为的气候变化红线、即
全球平均气温比历史平均水平高
２摄氏度，地球已经在通往“危险
区域”的路上走完半程。

不少气候科学家认为，一旦
气温升幅超过２摄氏度，地球可

能出现比我们目前所知更为严
重的后果，如天气异常、动物

习性改变、疾病传播速度加快
等。“最热的一年”也将不再是

过去，而会变得永远在前方。

海水升温
波及极广泛，后果很严重

据美国独立机构气候总站统计，从1880年到
2014年，海洋表面温度每10年平均升高0.1华氏度。
如果按照海洋储存热量的变化来看，以10的２２次方
焦耳为单位、1971年为基准，1955年海洋储存热量在
负３个单位以下，2014年则超过13个单位。

海洋升温的后果，最直观的变化，是海水受热膨
胀，导致海平面上升。

但海洋升温的更多影响，不仅表现在海洋中，更
波及地球的各个方面：海水升温后吸收的二氧化碳
减少，消耗温室气体的功能削弱；鱼、蟹等海洋生物
为寻找温度较低的海水迁徙至极地附近，以此为食
的人可能被迫改变生活方式；温度较高的海水可能
为飓风提供更多能量，使风灾来得更猛；海水温度升
高还可能加剧冰川融化。

海洋酸化
生态要失衡，海洋要改变

碳循环中，二氧化碳产生多了，引发出另一个问
题——海洋酸化。

人类活动产生的二氧化碳中，超过四分之一被
海洋吸收。二氧化碳与海水发生反应，产生碳酸。
碳酸过多，海水的酸碱度发生变化。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数据显示，海洋平
均ｐＨ值已经从工业革命之前的8.21，变为如今的
不到8.1。这一数值变化表明，海水的酸度升高了大
约30％。

海洋酸化的后果在于，一些海洋生物赖以形成
贝壳、骨架或珊瑚礁的碳酸盐减少。这将影响小型
浮游生物，进而影响整个海洋食物链网。

冰原消失
没了“冰坨子”
气候洋流都要变

科学家认定，由于气温和海水温度升高的双重
影响，分别位于格陵兰岛和南极洲的地球两大冰原
正在消失。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喷气推进实验室收
集的卫星数据显示，2002年以来，格陵兰岛冰原每
年减少2870亿吨，南极洲冰原每年减少1340亿吨。

冰原融化产生的大量淡水涌入海洋，除了导致
海平面升高外，还可能引发全球洋流变化。比如，墨
西哥湾流将热带温暖海水传送到寒冷的北大西洋、
冷却下沉后向南返流的环流过程，被视为对西北欧
的“天然供暖”，是地球气候系统重要一环，而格陵兰
岛冰原融化可能扰乱这一洋流。

对附近陆地而言，冰原融化也危及植物和动物
以及人类赖以生存的淡水储备。

海冰融化
发愁的不止是北极熊

北极海冰每年夏季部分融化，冬季重新冻结。
但科学家近年发现，融化的海冰越来越多，重新冻结
为冰的越来越少，导致北极海冰覆盖范围比30年前
减少超过三分之一。

1979年以来，科学家利用卫星对北极海冰每年
最少量、即每年9月融化高峰时的海冰量进行观测，
发现这一数字正在以每10年13.3％的速度减少。
一些科学家预计，数十年后，夏季的北极可能不再有
海冰。

海冰融化可能引发一连串连锁效应。首先，冰
能够反射阳光，海冰减少将导致海水因吸收更多太
阳辐射而升温，进一步加剧海冰融化。另外，海冰融
化将改变鲸、海象、北极熊等北极动物的栖息、进食
和迁移习性，还可能影响全球气候模式。

海平面上升
不是结果，

仅仅是灾难的开始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戈达德航天
中心利用激光技术监测海平面上升状

况，发现全球海平面平均比1993年升高
超过83毫米。一些科学家预计，到本世

纪末，海平面还将上升2至4英尺（约0.6至
1.2米）。

海平面上升的原因与海水温度升高、海冰
融化等有关，后果则可能是波及沿海和低地居
民的大规模洪灾、伴随更强飓风而更深入内陆
地区的暴风雨，以及海水汇入淡水后对生态
系统和相关经济的破坏。

郜婕 凌朔（特稿·新华国际客户端）

巴黎气候变化大会汇聚了上百位
国家领导人，世界主要国家立场主张
如何？从领导人的讲话就可见一斑。

作为发展中
大国和世界第二
大经济体领导人，
中国国家主席习
近平在大会发言

中主张大会摒弃“零和博弈”，实现互
惠共赢。他对巴黎协议的达成明确提
出中国主张：有利于实现《公约》（即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目标，引
领绿色发展；有利于凝聚全球力量，鼓
励广泛参与；有利于加大投入，强化行
动保障；有利于照顾各国国情，讲求务
实有效。

俄罗斯总统
普京在大会发言
时说，新的气候协
议应基于《联合国
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具有法律约束力，能约束发达国
家和其他各国，它的落实应得到发达
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参与。

美国总统奥
巴马表示，美国是
世界最大经济体，
美国认识到自身
对造成气候变化

的“作用”，有责任加以应对。他认为，
可以建立一个透明系统，以督促相关
国家履行承诺，并向目前尚无能力减
排的国家提供支持。

欧盟委员会
主席容克说，仅有
各国美好的承诺
是不够的，世界需
要一份有约束力、

有力度、可持续的气候协议。这份协
议应着眼发展低碳经济的长期规划，
对协议执行情况应定期检查。

日本首相安
倍晋三认为，《京
都议定书》的签订
未能阻止全球平
均气温逐年升高，

应建立新的国际框架推动发达国家与
发展中国家一起行动。他希望巴黎协
议不仅包括长期目标，还要有一个审
核“国家自主贡献”的共同机制。

巴西总统罗
塞夫希望未来达
成的新气候协议
应“具有法律约束
力”，而不仅仅是

各方美好愿景的简单总结。这一新协
议应包括各方如何应对全球气候变暖
这一挑战的具体承诺和实现路径。

印度总理莫
迪则在发言中强
调“气候正义”，主
张发展中国家应
拥有足够的空间

进行发展，发达国家和地区则应根据
历史责任，在 2020 年前增强减排力
度，并尽快落实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
承诺。

加拿大总理
特鲁多也认为，气
候变化不仅是挑
战 ，也 是 历 史 机

遇，有利于发展基于清洁能源、绿色基
础设施和绿色就业的可持续经济。加
拿大政府将支持和发展低碳经济，引
入先进的碳定价模式。

（据新华社电）

最富有人群
碳排放量占全球五成

巴黎气候变化大会期间，慈善组织乐
施会2日发表报告说，世界上最富裕的
10％人口制造了全球约一半的碳排放量，
最贫困的35亿人的碳排放量仅占一成。

这份题为《碳排放极度不平等》的报
告对多个国家富裕人群和贫困人群的生活
消费碳排放量进行评估，阐述了全球、国
家间及国家内不同层面碳排放责任不平
等的程度，并呼吁发达经济体带头减排。

□1995 年 3 月底至 4 月初，柏林气
候大会，会议通过了工业化国家和发展
中国家《共同履行公约的决定》。

□1996年7月，日内瓦气候大会，会
议发表声明，争取在1997年12月前缔结
一项“有约束力的”的法律文件。

□1997年12月，京都气候大会，会议
通过《京都议定书》（简称《议定书》）。这是
设定强制性减排目标的第一份国际协议。

□1998年11月，布宜诺斯艾利斯气候
大会，会议制定了落实《议定书》的工作计划。

□1999年10月底至11月初，波恩气
候大会，会议通过了商定《议定书》有关
细节的时间表，但在《议定书》所确立的
三个重大机制上未取得重大进展。

□2000 年 11 月，海牙气候大会，因
无法达成协议，会议被迫中断。

□2001年10月底至11月初，马拉喀
什气候大会，会议结束了“波恩政治协
议”的技术性谈判。

□2002年10月底至11月初，新德里气
候大会，会议通过了《德里宣言》，强调应对气
候变化必须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内进行。

□2003年12月，米兰气候大会，会议
没有发表宣言或声明之类的最后文件。

□2004年12月，布宜诺斯艾利斯气
候大会，会议在几个关键议程上的谈判进
展不大，其中资金机制的谈判最为艰难。

□2005年11月底至12月初，蒙特利
尔气候大会，会议最终达成了40多项重
要决定，其中包括启动《议定书》新一阶
段温室气体减排谈判。

□2006年11月，内罗毕气候大会，会
议取得了两项重要成果：一是达成包括

“内罗毕工作计划”在内的几十项决定；二
是在管理“适应基金”的问题上取得一致。

□2007 年 12 月，巴厘岛气候大会，
会议取得了里程碑式的突破，确立了“巴
厘路线图”，为气候变化国际谈判的关键
议题确立了明确议程。

□2008 年 12 月，波兹南气候大会，
会议总结了“巴厘路线图”一年来的进
程，正式启动 2009 年气候谈判进程，同
时决定启动“适应基金”。

□2009 年 12 月，哥本哈根气候大
会，会议发表了《哥本哈根协议》，决定延
续“巴厘路线图”的谈判进程，授权《联合
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简称《公约》）及

《议定书》两个工作组继续进行谈判，并
在2010年底完成工作。

□2010年11月底至12月初，坎昆气
候大会，大会通过了《公约》和《议定书》
两个工作组分别递交的决议。

□2011年11月底至12月初，德班气候
大会，大会通过决议，建立“加强行动德班平
台特设工作组”（简称“德班平台”），决定实施

《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并启动绿色气候基金。
□2012年11月底至12月初，多哈气

候大会，大会通过包括《议定书》修正案、
有关长期气候资金、《公约》长期合作工
作组成果、德班平台以及损失损害补偿
机制等方面的一揽子决议。

□2013 年 11 月，华沙气候大会，大
会对德班平台进程、损失损害补偿机制、
资金问题最后作出了决定，取得了大家
都不满意但都能接受的成果。

□2014年12月，利马气候大会，大会
通过的最终决议进一步细化了2015年协
议的各项要素，为各方进一步起草并提出
协议草案奠定了基础。 （据新华社电）

历次气候大会
取得的主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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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最贫困的50％人口的人均碳排放量
仅为美国最贫困的50％人口人均碳排放量的二十分之一

中国最贫困的50％人口（约6亿人）产生的碳排放总量
仅为美国最富裕的 10％人口（约3000万人）碳排放总量的三分之一

报告
发现

全球最富裕的 1％人口的人均碳排放量
是最贫困的 10％人口的 175倍

报告
显示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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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领导人
在巴黎气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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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计算温度
地表探测温度

卫星探测温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