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气候变暖影响下气候变暖影响下————

青藏高原冰川正在青藏高原冰川正在““哭泣哭泣””

“高原的气候变化是全球气候变化
的响应，近60年来，青藏高原温度上
升近 2.3℃，西北地区上升 1.8℃。西
北地区温度上升幅度较全球平均温度
上升幅度略高，但青藏高原升温幅度
是全球平均升温的两倍。”中国工程院
院士丁一汇日前表示。

作为“亚洲水塔”，青藏高原的任
何变化都会牵动专家学者们的神经。

在气候变暖背景下，青藏高原究
竟发生了哪些变化？继而对我国生态
安全和天气气候产生了哪些影响？我
们还能为“亚洲水塔”做些什么？

青藏高原影响了全球的天气气候？

日前，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
会 （IPCC）发布第六次评估报告第一
工作组报告《气候变化2021：自然科
学基础》。报告指出，进一步地变暖将
加剧多年冻土的融化、季节性积雪的
损失、冰川和冰盖的融化以及夏季北
极海冰的损失。

被誉为“世界屋脊”“地球第三
极”“亚洲水塔”的青藏高原也引发众
多关注。

青藏高原会影响全球的天气气候
吗？

是的。特殊地理位置决定青藏高
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

“青藏高原以其强大的热力和地形
动力作用，深刻影响着东亚大陆、南
亚次大陆与中亚广大范围内的天气气
候。”国家气候中心研究员任国玉说。

任国玉表示，青藏高原是世界同
纬度地带太阳总辐射量最大的地区，
并由此形成了一个“嵌入”对流层中
部大气的巨大热源，可以伸展到自由
大气中，显著影响着东亚大气环流和
亚洲气候。其热力作用主要表现在感
热加热和潜热释放，造成高原及其邻
近地区气流的上升或下沉运动；高原
热源的强度和分布不仅影响亚洲夏季
风，也对南亚高压等环流系统产生重
要影响。

另外，青藏高原如同一堵墙，挡
住了西风前进的道路。由于高原地形
的机械阻挡和摩擦，引起大气动力过
程发生变化，其导致的气流分支和急
流影响东亚大气环流。西风气流在流
动过程中遇到高原，一部分被迫抬升
穿越高原，另一部分在水平方向发生
偏转并绕高原南北边缘而过。

青藏高原还能引导热带季风转变方
向，侵袭藏东南、云贵高原，以及缅
甸、老挝等地，形成山地和高原雨季。

专家表示，如果没有青藏高原，
我国长江中下游地区可能是一片亚热
带沙漠，我国的新疆地区会直接受到
印度洋的暖湿气流影响而降水丰富，
西北地区将不会存在沙漠，黄土高原
不会形成，世界其他地区的气候都将

会发生巨变。

青藏高原正在变暖变湿？

原本“高处不胜寒”的青藏高
原，如今，正成为受气候变暖影响最
典型的地区之一。

“近 50年来，青藏高原暖湿化显
著，年平均气温增速超过同期全球的
两倍。”早在今年两会上，全国政协委
员、中国气象局原局长刘雅鸣就发出
了这样的警示。

数 据 显 示 ， 从 1961 年 至 2020
年，它的年平均气温每 10 年上升
0.35℃，超过全球同期增温速率的 2
倍，也是我国八大区域中升温速率最
快的地区。其中，羌塘高原和柴达木
盆地温升超过0.40℃/10年。

在气温不断上升的同时，降水也
呈现增多趋势，这使得青藏高原成为
我国变“湿”最为显著的区域之一。

数据显示，1961 年至 2020 年，
青藏高原年降水量平均每 10 年增加
7.9毫米。其中，高原中部三江源等地
受益最大，年降水量平均每10年增加
5~20毫米。特别是 2016 年以来，降
水量持续异常偏多，2016年—2020年
的平均降水量达 539.6 毫米，较 1961
年—1990 年平均值 （478.6 毫米） 增
加了 12.7%。过去的半个世纪里，西
藏年降水量累计增加33毫米。

青藏高原的冰川还好吗？

遗憾的是，青藏高原的冰川正在
“哭泣”。

“随着气候变暖加剧，过去 50
年，青藏高原的冰川加速退缩，储量
减少15%，面积由5.3万平方公里缩减
为 4.5 万平方公里。其中，喜马拉雅
山、横断山、念青唐古拉山和祁连山
冰川面积缩小 20%~30%。冰川退缩
将引起冰川末端冰湖的急剧增多和水
位上升，使冰湖决堤溃坝的风险加
大。”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青藏高原与
极地气象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任宏利说。

同时，高原多年冻土面积由 150
万平方公里缩减为 126 万平方公里，
减少了16%，这对青藏铁路、青藏公
路等基础设施的安全运行极为不利。

冰川“哭泣”的同时，青藏高原
的积雪也在慢慢减少，且空间分布极
不均匀。

1981 年 至 2010 年 ， 青 藏 高 原
92%的气象台站年积雪日数呈减少趋
势，且高寒内陆中东部和西南喜马拉
雅山脉南麓等高原历年积雪日数高值
区减少最为明显。

丁一汇则表示，即使在全球未来
升温上限为1.5℃情景下，青藏高原及
其周边地区将升温2.1℃，这将导致到
21世纪末，青藏高原及其周边地区冰

川的冰储量减少为目前的64%，而若
全球升温控制在2℃阈值内，“亚洲水
塔”的气温将增加 4℃，其冰川冰储
量，在青藏高原西部减少可达 98%，
在中亚地区达80%。

青藏高原上的湖泊在“变大”？

冰川退缩之时，青藏高原的湖泊
也在慢慢“扩张”。过去湖泊大量萎
缩，现在则“大肆”扩张以至淹没草
场……

据任国玉介绍，第二次青藏高原
科考队员对可可西里等高原湖泊的考
察也证明了这一点：近些年来，该区
域湖泊面积明显扩张、水量增加，多
数湖泊扩张 20%以上。其中，永红-
西金乌兰湖扩张最为明显，面积由第
一次科考时的416.1平方公里，扩张到
615平方公里。不少湖泊的盐度，也
随之下降。

青藏高原80%以上的湖泊出现扩
张，近 50年湖泊面积增加 5676 平方
公里。2005年以来，青海湖水位稳定
回升，至2020年达到 3196.34米，恢
复至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水位。

数据显示，青藏高原的湖泊占了
全国湖泊面积的52%左右。近50年，
青藏高原大于1平方公里的湖泊数量
从 1081 个增加到 1236 个，湖泊面积
从4万平方公里增加到4.74万平方公
里；雅鲁藏布江、印度河上游年径流
量呈增加趋势，中亚阿姆河、锡尔河
和塔里木河数十条支流径流量增长更
为显著。

更暖湿的青藏高原是好事吗？

“短期来看，高原的整体暖湿化，
令植被增多，空气湿润，生态系统总
体趋好。但长远来看，对高原生态来
说未必是好事。”任国玉说。

虽然，在暖湿化趋势下，短期内
水资源增加，使得青藏高原生态变好
了，但据预测，本世纪中叶冰川对河
流径流的补给将达到最大值，随后开
始减少！从长远看，未来水资源短缺
的潜在风险在加剧。相应的灾害风险
也随之而来，例如冰湖溃决、洪水、
泥石流等。

研究显示，近40年，高原大部分
地区极端高温事件、极端降水事件发
生频次显著增加，强降水、暴雪、冰
雹、雷电和大风等极端天气气候事件
增多，泥石流、滑坡、崩塌、冰湖溃
决等衍生灾害加剧。1983年以来，西
藏共发生严重气象灾害1244起，发生
频次呈增多趋势。

此外，专家还表示，很多生物在
越冬时积雪至关重要，而全球变暖引
起的青藏高原积雪减少，将导致物种
分布大规模转变，并且可能深度影响

生物多样性模式。因此，全球变暖的
未来，这些很脆弱或处在危机中的物
种群体可能面临更大的危机，并在全
球的生态系统中引发连锁反应。

气候变暖背景下，夏季青藏高原热
源将会增强，加之高原本身生态环境极
其脆弱，高原热源作用增强，会给全球
带来一系列不可逆转的深远影响！

青藏高原是亚洲众多大江大河的
发源地，全球变暖背景下青藏高原冰
川减少伴随着冰雪融化，这将影响其
下游长江、恒河等河流流量，进一步
威胁到下游城市的供水系统、食品安
全及能源生产，波及全球产业链。此
外，高原冰川、多年冻土的融化会以
二氧化碳、甲烷等形式，释放出远古
时期封存于其中的有机碳，进一步加
剧全球变暖。

保护青藏高原应该怎么做？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对于青藏高
原，要坚持保护优先，坚持山水林田
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和治理，加强重
要江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统
筹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守护
好这里的生灵草木、万水千山。

近年来，气候变化对青藏高原的
影响也得到有关部门重视。据报道，
目前，国家已投入300亿元打造西藏

“两江四河”流域集中连片的造林绿化
工程，实行了最严格的生态保护政
策，力求保护高原生物的多样性。

但刘雅鸣曾表示，“目前，我国对
青藏高原多圈层综合观测不足，气候
变化机理研究不够，对灾害风险预估
的科技水平仍有待提升。”

刘雅鸣为此呼吁，要进一步加强
青藏高原生态修复和环境保护，加强
高原生态环境变化和生物多样性监测
评估，保障青藏高原核心地及周边地
区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工程院院士徐祥德建议，“发
挥卫星遥感应用潜力，面对气候变
暖、高原冰川融化、冻土退化而生态
趋好等现象和问题，进一步发挥高原
生态、积雪、冻土等观测与冰川周边
气象长序列数据观测站网的应用潜
力，揭示高原积雪、冰川、生态与水
资源环境多圈层变化的‘强信号’及
其气候变化影响机制。”

全国政协委员葛全胜提到了要加
强碳汇工程建设。“青藏高原土地辽
阔、地貌多样、气候复杂，区域内宜
林土地占比 10.7%，宜牧土地占比
53.9%，生态系统碳汇潜力约3000万
吨 （碳）。2002年以来，通过实施退
耕还林、退牧还草工程，高原生态、
生活、生产环境明显改善。应基于现
有的生态保护措施，根据碳汇潜力分
布实施碳汇工程，为国家实现双碳目
标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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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资讯

本报讯（记者 王硕）海南省政府
近日发布了世界极度濒危物种——海南
长臂猿新添2只婴猿的喜讯，海南长臂
猿种群由5群33只增加至5群35只。

今年3月 2日、3月 3日，海南热
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海
南长臂猿监测队发现，海南长臂猿B
群和D群各新增1只婴猿，分别为7月
龄和 6月龄。监测显示，两只婴猿健
康状况良好，生长发育正常。

“本次喜讯传出，充分证明了设立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有利于海南长
臂猿的种群恢复，有利于海南热带雨
林的系统修复，有利于海南生态环境
的持续向好。”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管理局局长黄金城表示，未来将继续
按照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
的思路加快推进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
园建设，围绕海南长臂猿种群数量十
五年翻番的目标，继续实施栖息地修
复、生态廊道建设、长臂猿喜食植物

种植等工程。
海南国家公园研究院执行院长汤

炎非表示，为进一步保护海南长臂
猿，有关单位将在 5 年内建立专职、
专业监测队伍和监测体系，力争全面
准确掌握海南长臂猿种群动态及其栖
息地情况。开展国际合作和联合攻
关，对海南长臂猿行为、繁殖、营养
等方面进行系统研究，并开展社区可
持续发展研究。

海南长臂猿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评定为极度濒危，名列全球25种濒危
灵长类物种之一，目前仅分布在海南
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范围
内，是海南热带雨林原真性、完整性
的指示物种。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专
家判断，在全球20种长臂猿中，海南
长臂猿是唯一能保持种群缓慢增长的
物种。去年8月出生的一只婴猿和今
年出生的这两只婴猿，使这一论断得
到鲜活而又确凿的证明。

海南长臂猿添“新丁”种群数量恢复到5群35只

本报讯（记者 高志民）到
2025年，全国耕地质量等级达
到4.58；绿色、有机、地理标志
农产品认证数量达到6万个；农
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总体合格
率达到 98%……日前，农业农
村部等6部门联合印发《“十四
五”全国农业绿色发展规划》
（下称《规划》），这是我国首部
农业绿色发展专项规划，对“十
四五”农业绿色发展工作作出系
统部署和具体安排，为促进生态
改善、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
有力保障。其中，新增东北黑土
地保护利用面积1亿亩作为约束
性指标写入《规划》），表明了国
家保护好黑土地的决心，这也体
现了耕地保护要稳数量、提质量
的要求。

据介绍，近年来农业农村部
会同有关部门，将绿色发展作为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引领，
创新工作思路，强化工作举措，
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农业绿色发
展进展明显。但从总体上看，农
业绿色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需
要加大工作力度，推进农业发展
全面绿色转型。《规划》以高质
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构建绿
色低碳循环发展的农业产业体系

为重点，对“十四五”时期农业
绿色发展作出了系统安排。

据专家介绍，《规划》 把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穿于农业
绿色发展的各个领域，细化为具
体工作思路和重点任务，逐项落
实；聚焦绿色发展关键领域和薄
弱环节，提出加强农业资源保护
利用，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
加强农业生态保护修复，打造绿
色低碳农业产业链等“三加强、
一打造”重点任务；并针对科技
与政策两大制约短板，提出强化
科技动能和制度动能。

《规划》针对当前耕地保护
和质量建设出现的新情况、新问
题，提出了稳数量、提质量、保
生态的“三位一体”举措。其
中，稳数量就是要严守18亿亩
耕地红线，坚决遏制耕地“非农
化”、防止“非粮化”，加强和改
善占补平衡管理；提质量就是要
大规模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实
施好耕地质量保护提升行动，强
化退化耕地治理，分类分区解决
好耕地酸化、盐碱化问题；保生
态就是要治理修复耕地生态，促
进耕地休养生息和可持续发展，
实施污染耕地治理，力争到
2025年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
达93%左右。

新增东北黑土地保护利用面积1亿亩写入规划

“十四五”耕地保护
要稳数量提质量保生态

本报讯（记者 王菡娟）生
态环境部日前发布《中国移动源
环境管理年报（2021）》（以下简
称《年报》）显示，移动源污染已成
为我国大中城市空气污染的重要
来源，是造成细颗粒物、光化学
烟雾污染的重要原因，机动车污
染防治的紧迫性日益凸显。

《年报》显示，2020年，全国
机动车四项污染物排放总量为
1593.0万吨。其中，一氧化碳（CO）、
碳氢化合物（HC）、氮氧化物
（NOx）、颗粒物（PM）排放量分
别为 769.7 万吨、190.2 万吨、
626.3万吨、6.8万吨。

汽车是污染物排放总量的主
要贡献者，其排放的 CO、HC、
NOx和 PM超过 90%。柴油车
NOx排放量超过汽车排放总量
的80%，PM超过90%；汽油车
CO超过汽车排放总量的80%，
HC超过70%。

《年报》显示，2020年，各
地按照中央决策部署，落实《柴
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计
划》，全面开展清洁柴油车、清
洁柴油机、清洁运输、清洁油
品行动，在推进运输结构调
整、提升新生产机动车污染防
治水平、规范在用机动车排放
检验、强化非道路移动机械和
船舶环保监管、开展车用油品
质量专项检查、建立完善移动
源污染治理体系等方面取得了
积极成效。

下一步，生态环境部表示将
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谋划布局

“十四五”移动源污染防治，深
入推进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
战，统筹“油、路、车、企”，
提升移动源环境管理水平，有效
降低移动源污染物排放，增强人
民群众蓝天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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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科技馆中，来自北京市崇文小学的学生在“碳交易市场
2030”游戏区扮演“企业家”，通过游戏方式了解碳交易市场运作模式。

当日，以“百年再出发，迈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主题的全国科
普日活动在全国各地启动，活动将持续到9月17日。

今年全国科普日通过一系列展览、科普联合行动、“云上科普日”
等，打造多级联动、广泛参与、永不落幕的系列科普活动。生态教育是其
中重要主题。

作为亮点之一，“中国承诺 大国担当——‘30·60’碳达峰碳中和”
专题展览同步亮相中国科技馆。通过“黑色·困局”“红色·觉醒”“绿色·
行动”三个主题展区，引导公众深入思考气候变化带来的危机与挑战，
增强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践行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
式，助力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实现。 展览将在中国科技馆
展出至 11 月 14 日，之后还将参加“全国科普日优质主题展览全国巡
展”，服务全国更广大地区的更多公众。 本报记者 王硕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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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1年年55月拍摄的海南长臂猿月拍摄的海南长臂猿BB群幼猿群幼猿。。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供图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