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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北京进入今冬“最冷周”，北
风呼啸，寒意彻骨，气温一天比一天低，
人们纷纷将口罩、帽子、手套、羽绒服、雪
地靴穿戴起来，全副武装迎战低温天气，
但这仅仅是个开始。

目前，西伯利亚正有一股“霸王级”
的寒潮蓄势待发，预计未来一周，北京的
气温都将维持低迷状况， 最高气温普遍
维持在零摄氏度以下。 除了新疆和东北
地区的东北角， 这股强劲的寒潮将影响
中国大部分地区。

中央气象台预计，21 日至 25 日，西
北地区东部、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南
部、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华南及西南
地区东部的气温都将先后下降 6 摄氏度
至 8 摄氏度，华北北部、江南东北部及云
南东部和南部等地局部地区降温幅度可
达 10 摄氏度至 14 摄氏度。

受此次寒潮影响，南方 13 省区市还
将迎来大范围雨雪冰冻天气， 中东部有
强降温， 局部地区最低气温可能逼近历
史极值。

“逼近历史极值”是什么概念？据当
地气象台预报， 江西将有明显低温雨雪
冰冻天气，23 日至 26 日局地将出现
1992 年以来最寒冷天气；上海气象台 19
日发出最新预报， 伴随着华东地区的一
轮强雨雪天气，上海即将出现近 30 年来
同期当地最强的冷空气过程， 极端最低
温可能达到零下 10 摄氏度；22 日至 25
日浙江会出现多年来罕见的强寒潮天
气， 届时大部地区最低气温将下降到零
下 6 摄氏度。在湖南长沙，最低气温将低
于 2008 年冰灾期间的最低温度……

民间气象组织 “中国气象爱好者”
说，这股寒潮，将吹响今冬的“最强音”。
其降温之迅猛， 温度之低， 均为今年最
强。 网络上将此次寒潮称为“霸王级”，
多地网友纷纷表示， 自己已经拿出了收
藏多年的“霸王级”秋裤。新浪微博网友
说，光看气象台给出的一周天气预报，那
些一连串的跌破零下的气温， 就让人觉
得寒意四起。

面对罕见强寒潮天气， 气象专家提
醒，大范围雨雪、低温冰冻等极端天气将
对农林业、交通、电力、市政、供水等各行
各业及公众生活产生不利影响，需提前做
好防范准备。 目前，南方各地相关部门都
陆续启动了大规模的防灾害应对措施。

那么， 此次强寒潮天气是否会造成
像 2008 年那样南方大范围的冰冻灾害？

2008 年冬天， 一场大范围低温雨雪
冰冻灾害席卷南方， 给 20 个省区市带
来了不同程度的灾情， 贵州、 湖南、 江
西遭遇罕见冻雨， 造成道路、 输电线路
严重结冰， 公路瘫痪， 电力受损， 列车
滞留……

气象专家分析，2008 年的南方冰灾
是连续四次雨雪天气过程的影响， 而从
目前掌握的气象资料看， 此次低温雨雪
冰冻过程，近期只有一次，应该不会达到
2008 年雨雪冰冻灾害的程度。

目前， 湖南湘潭供电公司运检部已
成立了 220 余人的应急队，24 小时轮流
值班， 负责大小供电线路约 3 万公里的
应急处理。

同样 24 小时待命的，还包括湖南电
力系统 4180 人的应急抢修队伍，驻守在
1634 个冰情监视哨的 3200 人观冰测冰
队伍，以及各地高速公路管理部门、火车
站工作人员。与此同时，长沙火车站还临

时搭建了数千平方米的雨棚、 候车棚以
应对突发情况。

江西省减灾办、省民政厅已于 19 日
10 时紧急启动省级救灾预警响应。 贵州
省要求电力、交通、农业部门提前做好防
范准备，应对道路和电线结冰、冬季农业
生产等问题。

此次寒潮恰逢中国一年一度的春
运，这轮雨雪冰冻天气将给这场“大迁
徙”带来极大考验。 各地也正在制定应
急预案， 避免出现因冰冻灾害造成公路
交通瘫痪、电力受损、列车滞留，给人们
生产生活出行带来不利影响。

据新华社北京 1 月 20 日电

1月 20 日是中国传统二十四节气中的最后一个节气“大寒”。 “小寒大寒，冻成冰
团”，最近几天，中国东北、华北地区的温度都刷新了入冬以来的新低，强烈的“冰冻
感”让人们直呼“冻掉下巴”。 而据中央气象台预报，随着西伯利亚“霸王级”寒潮来
袭，自 21 日起，中东部地区自北向南也将迎来“速冻”模式。

寒潮凶猛 说好的暖冬呢

打喷嚏未必就是着凉

曾有专家预测， 中国今冬可能因极
强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成为“暖冬”。因为
中国在冬季主要受到东亚冬季风的影
响， 而厄尔尼诺现象与冬季风之间有着
紧密联系。 厄尔尼诺现象通常会造成东
亚冬季风的强度偏弱，使冬季偏暖。

对此， 世界气象组织媒体事务负责
人威廉姆斯对记者说， 每次的厄尔尼诺

现象都不会一样， 气候变化也可能会影
响厄尔尼诺现象的表现， 但全球变暖的
趋势是不变的。

事实上，2010 年以来，欧洲连续多个
冬天出现严寒天气， 这未能改变当地冬
季总体偏暖以及全球变暖的总体趋势。
世界气象组织去年 11 月的报告显示，在
全球最热年份榜单上，2011 年至 2015 年
是有气象记录以来全球最暖的五年期，
2015 年很有可能是有气象观测以来的最

热一年。
全球多数气象学家认为， 全球变暖

在时间上是不均匀的，有相对的冷期，也
有相对的暖期，但气温总体呈上升趋势。
因此， 阶段性低温不能说明气候变暖的
停滞或减缓；部分地区的寒冷，也不能阻
止其他地区的变暖。

“暖冬是一个气候学的概念，即使
在暖冬过程中也会有阶段性的偏冷和阶
段性的偏暖。 ”北京市气象局气候中心
副主任王冀说。 就北京来看，从去年 10
月份以来到目前的气温平均值还处于正
常状态，而且在去年 11 月 20 日之前，平
均气温实际上是偏高的。

也就是说，“暖冬”反映的是整个冬
天的气温状况， 任何一小段时间内的
“冷”或者“暖”，都难以为“冷冬”或者
“暖冬”下定论。

寒潮背后的全球变暖
造成寒潮的原因有多种， 但许多专

家都认为， 这与北极气候变化有着密不
可分的联系， 全球变暖则起着推波助澜
的作用。

德国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所的拉姆
斯多夫表示，由于气候变暖，北极冰盖的

体积在近 30 年里减少了 20%。 极地海洋
一旦缺少冰层覆盖，其海面相对温暖的空
气就会向寒冷的高空移动，影响极地大气
循环。其结果是极地冷空气在高压系统推
动下，向北半球大陆地区进发，导致当地
气温骤降。 此类现象近几年不断发生。

美国国家冰雪数据研究中心专门从
事北极冰研究的科学家朱利恩·斯特罗
伊夫说， 北极海水的升温会改变北极的
气候类型，还会影响急流。急流是环绕地
球流动的持续气流， 能对冬季暴风雪和
极地冷气团产生强烈影响。研究显示，北
极风模式变化产生的低压槽可能会让北
极大气向南流动。

有关专家表示， 由于全球变暖以及
气候异常，外界暖空气的大量入侵，也会
使原本稳定的极地涡旋系统失去平衡而
分裂南下。 比如北极地区原本是寒冷气
团的堆积地区， 并被周围的高气压包围
着。这种“南高北低”的态势被称为北极
涛动正位相。在这种情况下，冷空气都被
限制在极地范围。但近些年来，北极涛动
正位相逐步减弱，开始向负位相发展，当
暖高压强行进入，使得寒冷气团移位，倾
泻而下到中低纬度地区，进而引发寒潮。

据新华社北京 1 月 20 日电

在全球
最热年接连
破温度纪录
的背景下，
在原本今冬
可能是“暖
冬”的普遍
预测下，如
何解释当前
的寒冷？

1月 20 日，一名工作人员在鸭绿江断桥附近清除冰层。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