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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冬之中流感疫情来势汹汹，不仅中国流感活动处于冬季高峰，北美、欧洲等
地的流感病例数量同样明显增多。流感高峰来临，接种疫苗是上策。

当前，北半球进入流感高发阶
段，美国和加拿大境内甲型H3N2
流感病毒肆虐。相对而言，中国以
乙型流感为主，欧洲乙型流感病例
的数量也超过甲型。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日前
表示，2017年末美国流感活动大幅
增加。从12月24日至30日，美国
临床实验室共确认9228例流感检
测阳性样本，其中甲型和乙型流感
比例分别占84.6％和13.3％。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首席公共卫
生官谭咏诗说，目前该国绝大部分
病例为甲型H3N2流感，同时乙型
流感病例数继续增加。截至去年
底，加拿大共有1050人因“与流感

相关”原因而入院治疗，34人死亡。
H3N2流感病毒是甲型流感病毒中
的一种亚型，这种毒株易对老人和
儿童等易感人群造成严重影响。

根据中国国家流感中心8日最
新发布的“中国流感流行情况概
要”，2017年12月25日至31日，全
国流感活动仍均处于冬季流行高峰
水平，且仍呈现上升趋势。该时间
段内全国（未含港澳台地区）共报告
流感样病例11253例。

中国国家卫生计生委提示，中
国今年流感活动主要呈现以乙型
Yamagata 系流感病毒为优势毒
株、甲型H3N2和甲型H1N1流感
共同循环流行的特点。

许多人常混淆流感与普通感
冒，从而忽视了流感的严重性。

流感多由甲型或乙型流感病毒
引发，与季节相关，北半球通常在每
年10月至次年5月间流行，2月为高
峰。流感症状出现较快，一般出现
突发高热、咳嗽、寒颤、严重的疼痛
或胸部不适，还可能引发严重健康
问题，如肺炎、细菌感染等并发症。

而普通感冒与季节无关，全年
均可发病，症状包括打喷嚏、流鼻
涕，很少发热和寒颤，乏力症状不明
显，通常不引起严重的健康问题。

当下，北半球多地遭遇严寒和
冰雪天气，导致人体抵抗力减弱，流
感病毒更易乘虚而入。

流感可通过达菲等抗病毒药
物治疗，但预防流感最有效工具
仍是疫苗。美国卫生部门数据显
示，2016 年美国供应了约 1.45 亿
剂流感疫苗，分别有 59％的儿童
和 43.3％的成人接种了流感疫
苗。与之相比，中国的流感疫苗
接种比例还有待提升。

由于接种一次疫苗后，产生
有效保护性抗体水平持续时间仅
为6至8个月，而流感病毒变异频
繁发生，流感疫苗需要每年接种。

另一方面，考虑到流感疫苗
半年左右的生产周期、对流感病
毒株的预测可能与实际流行毒株
存在差异，可能出现当前流行病

毒株与可用疫苗株不匹配的现
象。但世卫组织说，即使流行毒
株与疫苗株不完全一致，流感疫
苗仍可为健康成人提供保护。对
老年人来说，虽然流感疫苗对他
们的保护性较弱，但接种疫苗仍
可以降低疾病严重性，减少并发
症和死亡风险。

考虑到多种流感病毒正流行
或可能将在未来数月流行，专家
建议年龄在 6个月以上的人群接
种流感疫苗，同时采取多锻炼提
高身体抵抗力、注意个人卫生勤
洗手、室内常通风等措施。

（新华社北京1月8日电 记者
张淼）

每当出现极寒天气时，就会有
人对全球变暖产生疑问。

一些人将此作为质疑全球变暖
的“论据”，但他们可能不明白或故
意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天气”
和“气候”并不是一回事。天气指一
个地方较短时间内各种气象要素的
状态，气候则是长时间里的状态特
征。因此，某个地方特定一天、一周
或是一月内天气寒冷，并不能用来

否定长期的全球变暖。
美国总统特朗普是著名的全球变

暖怀疑论者，去年12月28日曾对这波
寒潮发表评论，质疑全球变暖。对此，
一些美国科研人员予以反驳，如加利福
尼亚科学院负责人乔恩·福利在社交媒
体上说：“不管你信不信，即使此刻特朗
普大厦外面很冷，但全球气候变化是真
实的。这就好比你刚吃过一个巨无霸
汉堡，但世界上仍然存在饥饿一样。”

全球整体气候正在变暖是不争
的事实。自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
年份排行榜前17位中有16个都出

现在本世纪。据报道，近年来随着
全球气温升高，过去常年被冰雪覆
盖的极地已出现越来越多的绿色苔
原，这是气温上升、积雪层减少所造
成的。英国《卫报》曾报道，一艘俄
罗斯油轮在无破冰船辅助的情况下
以创纪录的速度穿过北极海域，这
说明北冰洋的海冰大量融化，是全
球变暖的重要证据。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今年
新年致辞中突出强调气候变化对人
类的重大威胁，认为“气候变化的速
度已经超过了我们的行动速度”。

英国《自然》杂志曾刊登研究报
告说，如果温室气体排放一直保持在
如今的速度，南极冰盖融化将导致全
球海平面到2100年上升1米以上。

全球海平面升高会让一些近海
城市“沉”入海底。太平洋岛国图瓦
卢有可能成为全球第一个沉入海底
的国家，印度洋上的岛国马尔代夫
也面临重大威胁。

为应对气候变化，全人类正在
加速行动。国际社会2015年达成
《巴黎协定》，同意把全球平均气温
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控制在2摄氏

度之内，并为把升温控制在1.5摄氏
度之内而努力。全球将尽快实现温
室气体排放达峰，本世纪下半叶实
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这就要求人
们减少使用煤炭、石油等传统能源，
开发可再生的绿色能源，世界有可
能因此进入一个新能源时代。

古特雷斯说：“石器时代的结束
不是因为我们用光了地球上的石头，
所以我们也没有必要非要烧光所有
的矿物燃料以结束矿物燃料时代。”

（新华社联合国1月8日电 记者
王建刚）

极寒天气影响全球变暖吗?

受北极冷空气侵袭，美国东海岸多地7日创下最低气温纪录，自来水管冻裂，水管工一时间严重短缺。
而在南半球，正值夏季的澳大利亚悉尼酷热难耐，遭遇将近80年来最高气温，一些民众甚至尝试直接在马路上煎鸡蛋。

连日来，美国东北部地区遭遇
罕见极寒天气，多座城市的气温7
日刷新历史最低纪录。

美国国家气象局数据显示，马
萨诸塞州伍斯特7日最低气温为零
下23摄氏度，刷新了1942年零下
21摄氏度的最低纪录；罗得岛州普

罗维登斯7日最低气温为零下19摄
氏度，刷新1912年零下18摄氏度的
最低纪录；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7
日气温降至零下22.8摄氏度，刷新
1912年零下17摄氏度的纪录；马萨
诸塞州首府波士顿7日最低气温为
零下19摄氏度，与1896年最低纪录

持平。
此前一天、即6日，美国东北部最

高峰华盛顿山的气温跌至零下38摄
氏度，接近历史最低温度，在大风中的
体感温度则低至零下69摄氏度。

过去几天，暴风雪给美国东北
部一些地区带来 46厘米降雪量。

南卡罗来纳州最繁忙的查尔斯顿机
场正在加紧清扫跑道冰雪，以便恢
复正常运营。包括马萨诸塞、罗得
岛等东北六州在内的新英格兰地区
频繁遭遇自来水管爆裂、消防栓封
冻等情形，需要大量维修作业，水管
工严重短缺。

澳大利亚气象部门说，新南威
尔士州悉尼地区7日最高气温达到
47.3摄氏度，逼近1939年47.8摄氏
度的历史最高纪录。

不少澳大利亚网民在社交媒
体上“花式晒图”，例如各种动图，
以吐槽酷热天气。不少人尝试直

接在马路上“煎鸡蛋”，以展示高温
程度。

新南威尔士州气象局预测，悉
尼地区的气温今后几天可能继续上
升。悉尼警方呼吁市民避免暴晒、
注意补水，提醒说把儿童或宠物独
自留在汽车内是违法行为。高温

下，儿童或宠物若被独自留在车内，
非常容易闷热致死。

一些专家特别提醒澳大利亚
民众注意防晒，例如使用防晒霜、
穿长袖衬衫、戴帽子。澳大利亚
抗癌协会说，澳大利亚民众罹患
皮肤癌的几率在全球排名靠前，

一般认为过度晒太阳会增加患皮
肤癌风险。

新南威尔士州消防部门说，酷
热再加大风天气，容易酿成火灾。
截至 7 日夜间，全州发生 20 起火
灾，其中4起火势处于失控状态。

杨舒怡（新华社专特稿）

据统计，全球每年平均有2640
万人因自然灾害而背井离乡

美国东部近些天迎来一波寒冷天气

美国气象部门对东北部大约1.1亿人发出寒潮预警

预计有30多个城市将经历创纪录的极寒天气

部分地区最低温度可降到零下46摄氏度

澳大利亚 近80年来最热

美国 创下低温纪录

流感进入高发季

全球流感来势汹汹
接种疫苗是上策

流感并非普通感冒 别再妖魔化疫苗

到2025年，这个数字将有
可能达到2亿

特朗普推迟颁发“假新闻奖”
据新华社华盛顿1月7日电（记者孙丁 徐

剑梅）美国总统特朗普7日宣布，将原定8日颁布
“假新闻奖”推迟至17日颁发。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假新闻
奖”是非常重要的奖项，将授予那些“谬误与偏见
最多的”主流媒体。

特朗普上任以来，经常在社交媒体上驳斥“假
新闻”或批评媒体，《纽约时报》及有线电视新闻网
等美国主流媒体是其频繁抨击的对象。

作为对“假新闻奖”的回应，美国一家无党派
监督机构计划向特朗普政府官员颁发“最不诚实、
最腐败”奖项。

此外，美国多个夜间喜剧电视节目主持人还
调侃该奖，宣布竞选“假新闻奖”。

1月7日，在德国慕尼黑，乘客参加“不穿裤子
搭地铁”活动。

“不穿裤子搭地铁”活动2002年始于美国纽
约。此后，这项行为艺术逐渐演变为世界多个城
市的年度活动。 新华社/法新

世界多地举行
“不穿裤子搭地铁”活动

据新华社赫尔辛基 1 月 7 日电 据芬兰
MTV电视频道日前报道，当地民众已为即将于
18日抵达芬兰的一对中国大熊猫起好芬兰昵称：
雄性大熊猫“华豹”得名“皮吕”，雌性大熊猫“金宝
宝”则得名“卢米”。

芬兰MTV电视频道专门组织了为大熊猫
起名的观众投票，并从4000多个候选名字中甄
选出这两个昵称。“皮吕”是芬兰男性的名字，
意为“大雪纷飞”；“卢米”是芬兰女性的名字，
意为“雪”。

报道说，这对大熊猫的中国名字仍会保留，但
负责接收大熊猫的芬兰艾赫泰里动物园希望它们
同时也有芬兰名字，便于芬兰人称呼。

艾赫泰里动物园园长卡里·瓦伊尼奥说，昵称
非常适合这两只大熊猫，因为它们也可被称作“雪
熊猫”，“我们非常喜欢这两个芬兰名字”。

据悉，芬兰方面已派专人前往中国熟悉这对
大熊猫的情况，为它们迁居芬兰做准备。

芬兰人为即将抵达的
中国大熊猫起好芬兰名字

1月7日，在美国密尔沃基，
行人走在冰封的密歇根湖边。

近日，美国遭遇严寒天气。
新华社/美联

11月月77日日，，渔船停靠在美国纽约州蒙托克湖一处结冰的码头渔船停靠在美国纽约州蒙托克湖一处结冰的码头。。 新华社新华社//美联美联

1月7日，在利比亚的黎波里一海军基地，获
救的非法移民接受救助。

利比亚海军7日在西部城市加拉布里以北
10多公里处海域救起297名非法移民，并找到两
具遇难者遗体。加拉布里位于首都的黎波里以东
约50公里，是非法移民从利比亚偷渡的主要出发
点之一。 新华社发（哈姆扎·图尔基亚摄）

近300名非法移民
在利比亚西部海域获救

英国广播公司（BBC）中国新闻总编郭艾莉
宣布，由于收入低于男同事，她离开现任岗位。

BBC8日报道，郭艾莉是苏格兰人，在这家媒
体工作超过30年。她在一份公开信中说，BBC
存在“秘密且非法的薪酬文化”，面临“信任危机”，
三分之二年薪超过15万英镑（约合132万元人民
币）的雇员是男性。

郭艾莉说，她已辞去中国新闻总编一职，但将继
续留在BBC，回到之前工作过的电视新闻编辑室。

去年7月，BBC应政府要求公开年薪超过15
万英镑的员工名单。郭艾莉不在榜单之列。她发
现，两名男性国际新闻编辑上榜，比两名担任同等
职务女性的工资高出50%以上。郭艾莉随后和
BBC欧洲新闻总编卡佳·阿德勒签署信函，要求
男女薪酬平等。

BBC媒体总编阿莫尔·拉詹说，尽管BBC已
承诺解决薪酬不平等问题，但郭艾莉指责这一承
诺“是空话”。 刘曦（新华社专特稿）

抗议同工不同酬

BBC资深女编辑离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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