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水火”两重天

超强厄尔尼诺来袭，在世界各地
引起自然灾害，联合国紧急呼救：全球
6000万人需要援助。

在埃塞俄比亚沃洛省北部，当地
一个部落首领古玛·侯赛因失望地注
意到，虽然早过了丰收时间，地里高粱
压根没有抽穗。“这些庄稼一点儿用都
没有，喂动物都不行，”侯赛因说。

埃塞俄比亚是当前这轮超强厄尔
尼诺的重灾区，出现了半个世纪以来
最严重的旱灾，庄稼欠收，饥荒肆虐。

由于旱情严重，埃塞俄比亚去年的农
业收成几乎全无，全国有800多万人
吃不饱肚子，近千万人需要援助。

持久不散的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
极端天气在世界各地造成灾难。从非
洲到亚洲，从拉丁美洲到太平洋地区
的13个国家因此遭受严重损失，营养
不良的人数激增，疾病传播加速。

联合国负责人道主义事务和紧急
援助协调的副秘书长斯蒂芬·奥布莱
恩说，全球有6000万人受厄尔尼诺直

接影响，仅非洲就有3200万人需要援
助。由于每一轮厄尔尼诺的影响滞
后，预计“还有数百万人将面临危险”。

然而，即使需要援助的人数不再
增长，国际社会提供的帮助也非常有
限。联合国估计，要改善厄尔尼诺引
发的食物紧缺、农业欠收、医疗援助和
紧急供水以及清洁等需求，至少需要
投入36亿美元援助。

虽然奥布莱恩警告，这还是最保
守的估计，目前全球只筹得14亿美元

援款。“目前，已经筹得援助远远低于
所需，”奥布莱恩说，“不少挽救生命的
项目，包括埃塞俄比亚的粮食供给计
划，很可能因此中断。”

“我们必须在几周而非几个月内
解决问题，”他说。

1997年5月至1998年5月那轮
超强厄尔尼诺现象的“杀伤力”令人难
忘，共导致2.1万人死亡，造成全球经
济损失360亿美元。

袁原（新华社专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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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尔尼诺是指太平洋赤道海域海水大范
围持续异常升温的异常现象，往往引起太平洋
周边多个地区气候异常，要么暴雨如注，要么
高温干旱。这种复杂的气候现象最早由南美
洲的渔民发现。

几百年来，秘鲁渔夫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现
象：每隔几年，赤道太平洋东海岸海水持续变暖，
秘鲁亚卡俄沿海庞大的鳀鱼鱼群会突然失踪，以
此为食的海鸟因为失去食物纷纷死去。一时间，
往日繁荣的渔场变得萧条，原本充满生机的海滩
一片凄凉，渔民们也难谋生计。

由于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水变暖，在圣诞
节前后表现尤为显著，渔民们因此将这种奇怪
的现象命名为“小男孩”，意指天主教中的“圣
婴”，西班牙语发音“厄尔尼诺”。

20世纪初任职印度气象局局长时，英国数
学家沃克爵士对印度季风颇有研究，为后来研
究厄尔尼诺现象奠定了基础。他因此又获得

“厄尔尼诺之父”的美誉。直到1997年，一颗
全球定位系统卫星捕捉到东太平洋赤道海面
温度升高的图像，“厄尔尼诺”这一科学术语才
正式进入公众视野。 袁原（新华社专特稿）

这次最强厄尔尼诺现象虽然已呈现衰退之
势，气象学家们却仍然捏着一把汗。因为，历史
记录显示，超强厄尔尼诺结束之后，拉尼娜现象
往往接踵而至，同样会引发极端天气，加大厄尔
尼诺过后赈灾难度。

厄尔尼诺的“小妹妹”

拉尼娜是与厄尔尼诺正好相反的天气现
象，在西班牙语里意为“小女孩”。

厄尔尼诺现象是太平洋赤道海域水温异常
升高引起的一种异常气候现象，往往带来干旱、
洪水等灾害。拉尼娜现象则与之相反，这部分海
水温度异常降低。

与厄尔尼诺相比，拉尼娜出现频率较低，
周期更短，破坏力也远不及厄尔尼诺。然而，
这种异常气候同样与全球气候密切关联，导致
极端天气出现的几率增加。严重的拉尼娜现
象也会造成洪灾、干旱和飓风，威力不可小觑。

厄尔尼诺的“小妹妹”拉尼娜有多厉害？哥
伦比亚总统胡安·曼努埃尔·桑托斯体会最深。

受一次中等强度的拉尼娜现象影响，哥伦
比亚在2010年至2011年期间遭遇强降雨。
连绵不断的雨天像极了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
马尔克斯魔幻主义现实作品《百年孤独》中出
现的场景：一座虚构城镇大雨下了4年。

哥伦比亚因这次拉尼娜现象遭受重大损
失。仅3个月时间内，哥伦比亚就因强降雨死
亡114人，2010年经济损失高达51亿美元。

拉尼娜在路上

多个国家气象部门最近预测，本轮厄尔尼诺
现象结束后，出现拉尼娜现象的几率超过50％。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下属“气候预
测中心”发布拉尼娜预警报告说，目前太平洋
赤道海域水温已经逐渐减退，海水温度下降趋
势愈加明显。根据预警，今年7月至9月间出
现拉尼娜的概率为60％，到今年冬季时，概率
更是上升至70％。

美“气候预测中心”称，如果真的出现拉尼
娜，也与历史趋势相一致，即强厄尔尼诺现象出
现后往往会伴随出现拉尼娜现象。勒赫解释说，
强厄尔尼诺现象的一个特点是跳转非常迅速，如
果随后要形成拉尼娜现象，会形成得非常快。

通常，拉尼娜的危害会弱于厄尔尼诺。今
年一旦形成拉尼娜现象，势必加重我国夏季汛
情。在世界其他地方，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
巴西等国将面临更多降水，而美国北部今年冬
季将比往年更冷、南部更加干热。

袁原（新华社专特稿）

气象专家预测，持续了近20个月的厄尔尼诺现象将在5月结束。这轮厄尔尼诺现象持续时间长、多项气象指数走高，堪称
1951年以来威力最强。厄尔尼诺要走了，它引发的极端天气、自然灾害到头了吗？大自然下一次发威又是何时呢？

肆虐近20个月，1951年以来威力最强

最强厄尔尼诺“李小龙”要走了

进入4月以来，泰国气象部门每
天都录得超过摄氏40度的高温，北部
程逸府气温一度高达44.5摄氏度。

即使对于习惯了热带气候的泰国
人而言，今年 4月的天气也热得离
谱。泰国自1950年开始有全国天气
记录，上次气温这么高还要追溯到
1960年。

虽说进入今年以来已过峰值，这
轮厄尔尼诺现象仍然威力十足。受此
影响，高温干旱天气在东南亚和南亚
已经持续了相当一段时间。

在柬埔寨，一头大象因为高温中
暑而死，另有65吨死鱼浮向洞里萨
湖湖岸，因为大旱天气，湖水水位实
在太低。

在印度，由于干旱缺水，地方当局
出动火车运水，一些地方因结婚用水告
缺只能举办集体婚礼……

每次厄尔尼诺均会经历形成、发
展、成熟和衰减四个阶段，本次厄尔尼
诺正进入衰减阶段，但余威犹存，近期
世界各地出现“水火两重天”的极端天
气就是最好例证。

3月初，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及
其周边地区遭遇特大暴风雨袭击，
沙漠之城“秒变”水乡，这在当地40
年来罕见。几乎同时，美国连年干
旱的加州遭受暴风雨袭击，而加州
北部塔霍湖地区则出现强降雪。在
南美洲，阿根廷南部因暴雨导致的
洪水将大量毒蛇冲上岸，一些旅游
景点被迫关闭。非洲埃塞俄比亚则
出现了几十年来最严重的干旱，粮
食产量下降了一半。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

最新报告显示，今年2月全球气温再
创新高，成为有气温记录以来的最热
2月，全球气温已连续第10个月破同
期单月全球气温纪录。

预计5月将结束的这轮厄尔尼诺
现象被美国气象学家命名为“李小
龙”，因为它无论持续时间、累积强度
还是峰值强度，都达到了65年来最高
水平。厄尔尼诺“李小龙”威力巨大，
在世界各地引发极端天气，威胁人们
的生产生活甚至生命，但相关援助却
远远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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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警惕厄尔尼诺次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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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5月，这轮持续周期横跨3个年头的厄尔尼诺现象终将消退。对于中国而言，真正的挑战才
刚刚开始，须高度警惕洪涝灾害发生。原因在于厄尔尼诺对于中国的影响，大多发生于次年。

最强厄尔尼诺也在中国掀起异
常天气，主要表现为去年的暖冬和南
方强降雨。

刚刚过去的冬天，我国经历了一
个罕见的暖冬。在有的地方，本是

“三九四九冰上走”的季节温暖如春，
部分地区更是出现“贫雪”。据国家
气候中心统计，冬季全国平均气温较
常年同期偏高1.1摄氏度，特别是在1
月和2月，平均气温刷新历史新高。

对我国来说，厄尔尼诺现象发生
当年，南方秋季多雨，北方地区冬季
易出现暖冬。去年10月以来，我国南
方先后出现了 10 次暴雨过程，比
2000年以来同期平均偏多1倍，降水
量较常年同期偏多50％，为历史同期
最多，部分地区出现罕见冬汛。

今年3月以来，南方桃花盛开，多
地持续暴雨，汛期提前。广东省防总
宣布，自21日起广东全面进入2016
年汛期，比往年提前一个月入汛。

由于持续时间长，当前这轮厄尔尼
诺现象去年发展至峰值时，中国夏汛时
间已经过去，所幸没有出现大规模洪涝。

这次厄尔尼诺“圣婴”孕育初期，
海水升温来势汹汹，国内外气象学家
判断，可能形成强厄尔尼诺现象，但
后来却经历了一波三折的发展阶段。

海水表面温度持续3月以上比常
年同期偏高0.5℃，即可断定出现厄尔
尼诺现象。中国国家气候中心监测，
进入2015年的前三个月，厄尔尼诺强
度持续走低，海表温度与平均温度的
差距在代表厄尔尼诺现象出现的最
低阈值0.5℃上下徘徊。

到了去年3月底，海表温度又一
改疲倦姿态，大幅加强。去年5月中
旬，厄尔尼诺指标达到1.4℃，到9月以
后更发展非常迅速。去年11月，厄尔
尼诺达到峰值，海温偏高达到2.9℃。

从萌芽成长到巅峰状态，这轮最
强厄尔尼诺现象经历了近两年时间。

今年1月以来，厄尔尼诺现象呈现
衰退之势，但对我国的影响力未必减
弱。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力有一定滞
后性，对我国的影响更多发生在次年。

以前两次出现超强厄尔尼诺现
象次年，我国都曾发生严重洪涝。

1997年5月至1998年5月厄尔
尼诺现象次年，在1998年夏季，我国
长江流域、东北地区发生流域性特大
暴雨洪涝。

1982年5月至1983年6月厄尔尼
诺现象次年，在1983年夏季，长江中下
游发生严重洪涝，东北出现低温，黑龙
江6月气温为1951年以来同期最低。

中国国家气候中心气候监测室
高级工程师周兵认为，厄尔尼诺次年
需关注汛期我国主雨带活动区域，长
江流域尤为重要。

国家气候中心预计，受本轮厄尔
尼诺持续影响，今年夏季我国可能出
现“南涝北旱”。

除了相似的超强厄尔尼诺背景，
去冬今春我国出现罕见的冬汛和早
汛，也与1998年的情形相似。这让人
担心，今年夏天会重演1998年发生的
特大洪涝灾害吗？

专家认为，当前降雨形势和1998
年各有特点。相同的是，在超强厄尔
尼诺背景下，入秋后的降水偏多，部
分地区甚至出现罕见冬汛。

不同的是，1998年3月下旬至4月
下旬，暴雨过程仅为2次，较今年同期明
显偏少。历史资料表明，1998年汛期，整
条雨带围绕长江下个不停，使长江洪水形
成“峰连峰”的态势，抗洪形势极为紧张。

气象部门预测，今年主汛期期间，
我国可能有两条多雨带，一条位于江
南北部、江淮、江汉及西南地区东部，
一条位于东北北部和内蒙古东北部。
预计汛期（4至10月）长江流域降雨偏
多，其中主汛期（6至8月）长江流域降
雨明显偏多。 袁原（新华社专特稿）

南雨北暖 错过峰值 次年效应 特大洪灾重来？

近日在广东省防总召开的2016年三防形势分析会上，专家们认为，目前广东已出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今年三防形势十分严峻，韶关、清远等地或出现50年一
遇特大洪水，登陆或影响广东的台风达4至6个。图为厄尔尼诺发生期间，广东徐闻县遭受台风“海欧”肆虐的资料照片。

厄尔尼诺的前世今生

厄尔尼诺走了，
拉尼娜会来吗？

六千万人需要援助

三次超强
厄尔尼诺
事件对比
自从1951年以来，

全球共发生14次厄尔
尼诺现象，其中有3次
达到超强级别。

第一次

起止年月：
1982.5～
1983.6
持续长度：

14个月

起止年月：
1997.5～
1998.5
持续长度：

13个月

起止年月：
2014.9～目前
持续长度：

19个月

（仍在持续）

海温
比常年
偏高

2.8℃

第二次

海温
比常年
偏高

2.6℃

第三次
海温
比常年
偏高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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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在津巴布韦马斯温戈省拍摄的干枯
的庄稼。

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5日宣布，由于厄尔
尼诺现象引发异常大旱，该国农牧业自去年以
来遭受重创，遭遇旱灾的地区自即日起进入
“灾难状态”，以确保当局能更有效地调动资
源，采取应急措施，减少损失。 新华社发

津巴布韦:

厄尔尼诺现象
引发异常大旱

（峰值）

（峰值）

（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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