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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伊拉克摩苏尔7月10日电（记者魏玉
栋）伊拉克总理阿巴迪10日在位于摩苏尔前线的反
恐部队指挥部宣布，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摩苏尔
的统治已被彻底推翻，这个城市于当天全面解放。

伊拉克政府当天下午在反恐部队指挥部外举
行了简短的庆祝仪式，阿巴迪在仪式上发表胜利
演说。阿巴迪说，伊拉克军队在付出巨大牺牲之
后终于在当天全面解放了摩苏尔，“我要向全世界
宣布，‘伊斯兰国’在摩苏尔的统治已被彻底推翻，
这个恐怖组织全面瓦解”。

摩苏尔是伊拉克第二大城市，是尼尼微省首
府，位于首都巴格达以北约400公里处，2014年6
月被“伊斯兰国”占领，成为“伊斯兰国”在伊拉克
境内的大本营。

伊拉克政府军2016年10月发起收复摩苏尔
的攻势，今年1月收复东部城区，2月发起收复西
部城区的军事行动。今年6月18日，伊拉克政府
军从多个方向攻入“伊斯兰国”在摩苏尔的最后据
点西部老城。

伊拉克总理正式宣布

摩苏尔全面解放

7月11日，美国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前左）
抵达卡塔尔多哈。

蒂勒森计划10日至13日穿梭于科威特、卡塔
尔、沙特阿拉伯三国，就卡塔尔断交危机加以斡旋，
希望能促成各方坐到谈判桌前。 新华社/美联

就卡塔尔断交危机

美国务卿进行“穿梭外交”

新华社北京7月11日电（记者
董峻）“三伏天，晒冒油。”本月12
日，我国将迎来“高温、高湿、高热”
的“三伏天”。

近期我国北方天气的“主角”
高温，今后十天将扩展到整个中东
部地区——伴随南方地区强降雨
过程的暂时休整，中东部地区将迎
来今年以来最强的一次高温天气
过程。

据中央气象台监测，10日河北
南部、山西中南部、陕西中部、新疆
中南部等地最高气温有40至42摄
氏度，新疆吐鲁番达47至49摄氏
度。新疆、宁夏、甘肃、陕西、四川
等地有31个县市日最高气温突破
历史极值，其中吐鲁番的49摄氏度
超过了当地47.8摄氏度的历史最
高气温极值。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
北方地区的高温将继续蔓延发
展；同时伴随着副热带高气压带
的西伸，南方地区的高温也将逐
日扩张地盘。预计13日，全国高
温面积将达到 364 万平方公里，
覆盖21个省份，高温天气过程将
达到最强时段。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孙军
说，此次高温天气的特点是持续
时间长、局部强度大，北方的高温
以晴热为主，而南方的高温以闷
热为主，因此南北方地区的公众
在体感上也有所不同。他同时表
示，本次高温与历史同期相比并
没有偏强。

据了解，三伏指的是初伏、中
伏和末伏。每年初伏、末伏各占10
天，而中伏则为10天或20天不等。

据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赵之
珩介绍，“三伏天”常出现在小暑至
立秋后，即7月中旬到8月中旬这
一个月里。今年7月 12日交“初
伏”，7月22日交“中伏”，8月11日
交“末伏”，8月21日“出伏”。同前
年和去年一样，今年的“三伏天”同
样是40天。

“三伏天”是一年中气温最高，
并且潮湿闷热的日子。

气象专家提醒，本次高温天
气，湿度也明显升高，高温高湿将
导致人体免疫力下降，中暑可能性
加大，公众需做好高温中暑的防
御；前期南方受灾严重的地区还需
加强卫生防疫工作。

在2016年夺走“史上最热年份”的头衔后，曾有专家预测2017年会稍微“冷”一点。
尽管2017年上半年的全球气温并没有打破纪录，但全球多地在进入夏季后持续出现高温、暴雨等

极端天气事件，烧烤模式和大雨滂沱交替上演。

在今年2月，南半球的澳大利
亚东南沿海地区就经历了高温考
验，部分地区刷新了150多年来的
高温纪录。

6月21日夏至，北半球正式
进入炎夏，葡萄牙因高温引发的

“干雷暴”导致森林大火，迄今已
导致62人死亡。

在巴尔干半岛，包括布加勒
斯特在内的罗马尼亚东半部地区
7月1日最高气温达42至44摄氏
度，气象部门7月1日发布最高级
别的高温红色预警。

在北美，美国西部和加拿大

西部地区持续遭受热浪侵袭，打
破当地的高温纪录，并导致山火
肆虐。6月下旬，美国亚利桑那州
凤凰城当地温度一度升至近50摄
氏度，路牌热到融化、小狗出门穿
鞋套、开车戴隔热手套的图片一
时“火”遍各大社交媒体。

进入7月，洛杉矶市的气温打破
131年来的最高纪录。高温导致美国
加州及加拿大西部的不列颠哥伦比
亚省出现了共约200处山火，数千家
庭被迫疏散。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在8
日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该省上一次因
山火进入紧急状态还是在2003年。

法国巴黎在热浪之后于10日
遭遇有降水记录以来最大的一次暴
雨，1小时内降雨量达到49毫米，
超过正常 7月 3个星期的降雨总
量。大雨导致街道淹水、交通混乱、
地铁站暂时关闭。法国气象局已对
包括大巴黎地区在内的12个行政
区发出24小时“橙色警告”，预警出
现暴雨和雷暴。

在日本，九州地区自5日以来
连降暴雨，截至当地时间 9日 22
时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超过20
人失联，灾区仍有约250人受困，
近 1700 人被迫离家避难。日本

官房长官菅义伟9日表示，政府正
积极核查灾区详细受灾情况，以判
断是否将此次暴雨认定为“特大灾
害”。日本气象厅呼吁民众警惕山
体滑坡、低地渗水、河流泛滥等自
然灾害。

6月中下旬以来，印度多地进
入季风雨季，雷电暴雨天气频发。
在印度东北部因季风暴雨导致的泥
石流灾害致死人数升至27人，另约
有50万人受灾。根据阿萨姆邦灾
害管理部门公布的数据，该邦有
1096个村庄被洪水淹没，4.1万多
公顷农作物在洪灾中受损。

世界气象组织在谈到今年5月和
6月的气温时说，今年的热浪来得比
往年早一些，欧洲部分地区、中东、北
非和美国在这两个月的气温偏高。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数据
也显示，欧洲、美国及包括中国东部、
日本和韩国在内的东北亚部分地区
在今年3月到5月间的气温偏高。

今年1月，美国航天局戈达德空
间研究所负责人加文·施密特曾表
示，由于2017年出现了与厄尔尼诺
现象相反、但“非常温和”的拉尼娜现
象，今年的气温可能会小幅下降。“由
于（地球气温加速变暖的）长期趋势
是这么明显，我们的分析认为它（年
平均气温）还会是前五名。”

施密特强调，各机构的年度气温
数据可能存在细微差异，但都“捕捉
到同样的长期信号”，即20世纪中后
期以来，地球气温正在加速变暖，并
且陆地变暖速度高于海洋，北半球变
暖速度高于南半球。北极变暖速度
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至3倍，快于世
界其他任何地区。

发表在英国《自然·气候变化》杂
志上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目前全世
界每3个人中就有1人暴露在可能导
致死亡的热浪环境中，各国政府如不
采取措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这个数
字到本世纪末还会上升。

（据新华社北京7月11日电）

全球多地遭遇高温、暴雨极端天气

热浪席卷北半球 高温后大雨滂沱

今年热浪来得早

今日“入伏”高温来袭

中东部地区将迎
预计明日全国高温面积将达364万平方公里，覆盖21个省份

据新华社西安7月11日电（记
者张晨俊）记者11日从陕西省气象
局了解到，7月上旬以来，陕西省大部
分地方出现持续高温天气，渭河沿岸
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已超过历史极值。

根据气象部门统计，7月上旬
陕西关中地区平均气温较往常偏
高1至2摄氏度。7月10日16时，
陕西全省有19个站点的气温超过

40摄氏度，渭河沿岸的杨凌、扶风、
眉县、乾县等地区气温超过41摄氏
度，均已超过历史极值。

陕西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侯
建忠表示，关中地区最高气温一般
出现在6月，而近期天气持续晴好，
太阳直射角度大，在青藏高压增
强、东移，大气湿度较小等因素的
影响下，高温天气仍将持续。

据新华社北京 7 月 11 日电
（记者倪元锦）北京市预警中心、北
京市气象台11日16时 30分继续
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
12－14日，北京市大部分地区最高
气温将达到35℃以上，体感闷热。
这是继9日北京市发布“高温黄色
预警”信号后的第二次连续发布。

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郭金

兰介绍，高温黄色预警的启动条件为
“单日最高气温将升至39℃以上”或
“连续三日气温将升至35℃以上”。
此次高温天气或将前后持续一周。

根据中国气象名词相关表述，
“高温天气”是指地级市以上气象
主管部门所属气象台向公众发布
的日最高气温35℃以上的天气。

北京市气象台11日17时发布的

“天气快报”称，北京市西部已出现局
地发展的“对流云团”，预计未来对流
云团将逐渐东移影响北京市大部分
地区。受其影响，11日傍晚有分散
性雷阵雨天气，局地伴有短时大风。

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正研级高
工李迅说，夏季天气炎热，白天光照
强，气温高，能量累积较好，加之北京
特殊的地形，容易导致强对流天气。

高温天气持续

部分地区气温超历史极值
继续发布高温预警

未来三天仍将超过35℃

“高烧”天气
预防中暑有三招

针对持续不退的“高烧”天气，
国家卫生计生委专家从中暑症状、
救治方法、高温作业防护等方面，向
公众科普如何预防中暑。

要遵守高温作
业规程，避免长时
间滞留于高温、高
湿、密闭环境中。
夏季室外作业，应
积极采取防晒措
施，避免长时间暴
露于高温、高湿、密
闭环境中。

应保证足量饮
水 ，每 天 1.2 － 1.5
升。不能等渴了再
喝，大量出汗后应适
量饮用盐水。此外，
注意劳逸结合，加强
体育锻炼，增加身体
的环境适应能力，可
减少中暑的发生。

一旦出现中暑症状，要积极应
对。如果出现中暑初期症状，要及时
降温、休息和补水，重症患者应及时就
医。出现中暑先兆或轻度中暑，应及
时转移至阴凉、通风处静卧休息，密切
观察体温、脉搏、呼吸和血压变化。可
饮用淡盐水、冷西瓜水、绿豆汤等进行
补水，同时服用仁丹、十滴水或藿香正
气散等防暑降温药物。（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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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烤

7月10日，一辆载有中国游客的大巴在泰国南
部普吉府巴东发生翻车事故。 新华社发

新华社曼谷7月11日电（记者汪瑾）中国驻
泰国普吉领事办公室11日向新华社记者证实，当
地时间10日晚11时30分左右，一辆载有32名中
国游客的大巴在泰国普吉府巴东疑因刹车失灵导
致翻车，造成2人遇难，另有24人受伤。

据泰国媒体报道，当时这辆旅游大巴行驶在
普吉巴东地区，撞上停在路边的摩托车后发生侧
翻。受伤的24人中有6人需住院观察治疗，但无
生命危险，其余受伤游客已经出院。

大巴司机是一名36岁的普吉当地人。他说，
当时车子正驶往巴东一家酒店，刹车系统突然失
灵，由于正处在下坡路车速很快无法控制，车子撞
上路边的摩托车后侧翻。

司机本人没有受伤，体内未检测出有酒精和
毒品。

据报道，事故发生地段非常陡峭，已经发生过
多起车祸。上月29日，一辆载有中国游客的大巴
在刹车失灵后撞死一名骑摩托车的人。

载有中国游客的大巴
在泰国普吉岛翻车
造成2死24伤

11日，在印度北方邦安拉阿巴德，一名儿童在雨中卖花。印度近日雨
季雷电暴雨灾害频发，致50万人受灾。 新华社/法新

受高温天气影响，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部比尤特县的山火10日继续蔓
延，目前导致约400人被迫疏散。图为消防员进行灭火工作。 新华社/法新

新华社发

泰国内阁批准泰中铁路
合作项目曼谷－呵叻段

新华社曼谷7月11日电（记者杨舟）泰国政
府官员11日表示，泰国内阁当天批准了泰中铁路
合作项目曼谷－呵叻段，建设工程预计将于今年
9月动工，工期4年。

泰国总理府副部长戈沙在内阁会议后对媒
体说，内阁已批准由泰国铁路局推进曼谷至呵叻
府的铁路。这段铁路全长近253公里，设计最高
时速250公里，由曼谷邦似站始发，经停廊曼机
场等站后抵达呵叻府呵叻站。预计工程耗资约
1794亿泰铢（约为358亿元人民币），全部由泰
国政府承担。

按照程序，这一项目还需经过泰国立法议会
表决。如获通过，中泰双方将签署相关合同，随后
工程分段招标开工。

泰国总理巴育当天在内阁会议后对媒体表
示，曼谷－呵叻段为泰中铁路合作项目一期工程，
此后政府将继续推动建设二期工程，即呵叻－廊
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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