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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火失控 澳大利亚还有多少“最危险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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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危险的一天

在《神曲·地狱篇》中，但丁为地狱的第

六层安排了熊熊烈火。在4日的澳大利亚，

第六层地狱仿佛重现人间。澳大利亚消防

部门迎来了“最危险的一天”，据CNN报道，

当日在新南威尔士州，悉尼“失控”的野火面

积已达到26.4万公顷。

“对大家来说，将会是漫长又艰难的一

天。”新南威尔士州乡村消防局局长费兹西

蒙斯说道。澳大利亚官员表示，当天多处山

火合并在一起形成了更大的野火。根据费

兹西蒙斯的说法，新南威尔士州4日有上百

处野火仍在燃烧，且超过半数未获控制，由

于整天风向不断变化，火势将会蔓延。

新南威尔士州州长格拉迪斯·贝里吉克

利安在4日简报会上说：“我们度过了漫长

的夜晚，接下来仍然要面对更糟糕的夜晚。”

新南威尔士州消防局说，在一些地方已经

出现了由火灾引发的雷暴，产生的飓风使

火灾情况更加恶化。

在被浓烟笼罩的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

州不是个例。据路透社统计，到4日傍晚，在

灾情最为严重的维多利亚州，共发生了16

起紧急或疏散等级的火灾。据CNN报道，今

年山火季开始以来，全澳大利亚森林火灾面

积已达600万公顷，相当于一个克罗地亚的

大小。相较之下，在2018年加州山火和2019

年亚马孙森林大火中，火灾面积分别为77

万公顷和90万公顷。

伴随火灾的绵延，伤亡情况还在不断增

加。自2019年9月大火肆虐以来，澳大利亚

已有23人死亡，超过1500座房屋、近600公

顷的国家公园和森林被烧毁，据澳大利亚生

态学家估算，仅在新南威尔士州，就有至少

4.8亿只野生动物在这场绵延不绝的大火中

丧生。

橙色天空

“那时，四周是黑暗的，天空是橙色的，

到处浓烟滚滚，无法呼吸。”如撤离灾区的贾

斯廷·唐纳兹所言，橙色成了澳大利亚的主

色调。早在去年12月底最严重的一天，澳大

利亚马拉库塔小镇的天空就从黑色变为血

红色，随后变为橙色。当地超市老板菲利普

表示，当时有许多孩子无法正常呼吸。

即使不在重灾区，悉尼大都会地区4日

的最高温度也高达45摄氏度，悉尼西部的

彭里斯更是记录到最高温度48.9摄氏度，澳

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在当天下午4点之后的

记录，也到了44摄氏度的温度，这是该地区

的最高纪录。

严峻的生存环境之下，与贾斯廷·唐纳

兹一样不得不紧急撤离灾区的澳大利亚民

众还有数千人。自3日起，新南威尔士州就

宣布全州进入紧急状态，并开始疏散群众。

灭火是目前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的首

要工作。澳大利亚政府4日表示，为应对该

国日益严峻的森林火灾，莫里森原定本月

对日本的访问将推迟，同时也推迟了原定

于本月对印度的访问。4日，莫里森又宣布

了一系列支援各地抗击丛林大火的措施，

包括召集3000名澳大利亚军方预备役人

员，以协助进行灭火工作，以及花费1400万

美元再购买4架喷水飞机用于灭火。

天灾与人祸

在这场堪称史上最严重的大火背后，原

因成了全球试图找到的重点。在新南威尔

士大学的气候科学家莎拉·培金丝·科克帕

特里克看来，一次又一次的热浪天气是气

候极端性的体现，山火便是极端炎热和干

旱条件下的产物。

干旱是罪魁祸首。BBC在报道中指出，

去年的确是澳大利亚历史上最干旱的年份

之一。澳大利亚气象局发布报告称，2019年

1-11月，澳大利亚平均气温比1961-1990

年期间的年平均气温高出1.36摄氏度，是史

上第二高温年份，与此同时，降雨量却仅高

于1902年，是120年来第二低。

事实上，澳大利亚的夏季从12月持续

至2月，而火灾季通常在1月下旬或2月初达

到顶峰。爱达荷州大学火灾科学副教授

CrystalKolden指出，极端的高温和干旱造

成了更多的火灾。

全球变暖也充当了助推器。莎拉·培金

丝·科克帕特里克坦言，“山火并不完全来自

于气候变化，但是全球变暖是极端天气不

可否认的助推力”。

“全球变暖对于气候的确有很大的影

响，主要会导致气候的不均衡性，有的地方

干旱，有的地方则爆发洪水。”中国人民大学

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环境学院环境

经济与管理系教授蓝虹表示，全球变暖的

原因是比较复杂的，一方面有人为的影响，

另一方面也有气候周期的影响存在，比如

寒冷期与温暖期的区别。

蓝虹表示，虽然《巴黎协定》之后，各国

按照协定目标在推进，但《巴黎协定》与《京

都议定书》不同的是，并没有强制性的减排

目标，还是根据各个国家的自愿来行动，整

体的约束力低得多。蓝虹提到，2008年在京

都议定书的约定下，全球碳金融的价格达

到20美元甚至30美元，但现在只有3美元左

右，从这个变化也可以看出，在《巴黎协定》

之于全球减排的力度要小得多。

在这一点上，莫里森饱受指责。由于能

源矿业持续扩张等原因，自2014年起，澳大

利亚温室气体排放量持续攀升。在2015年

巴黎气候大会上，澳大利亚同意到2030年

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

26%-28%。但在去年12月，3个气候变化研

究智库联合发布的《2020年气候变化应对

指数报告》称，澳大利亚的气候政策在57个

国家中排名倒数第六。

但对此，莫里森矢口否认，在声明中辩

称，并不是当局的气候政策导致了史无前

例的大火，坚称政府已采取了足够的措施

来应对全球变暖。莫里森还在接受澳大利

亚广播公司采访时称，澳大利亚温室气体

排放量仅占全球排放量的1.3%。

现实已经让澳大利亚警醒。但更令人担

忧的是，恶性循环在不知不觉中形成。《悉尼

晨报》2日报道指出，近3个月以来的山火释

放出了约3.5亿吨二氧化碳，约等于澳大利

亚全年碳排放量的1/3。大火产生的烟尘还

飘到了新西兰，导致新西兰的积雪和冰川

变色，可能会使该季节的冰川融化量增加

30%。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汤艺甜

对于澳大利亚而言，伴随2020年一起到来的，还有堪比地狱的窒息时

刻。绵延了3个月的大火还没有停止的趋势：火光染红天空、树木烧至焦黑、

动物成片死去……澳大利亚如今的图景令全球心碎。在高温、狂风和全球

变暖的催化下，这片曾经绿草如茵的土地，或许还将面对更多危险的夜晚。

3日，伊朗德黑兰街道上悼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圣城旅”指挥官卡西姆·苏莱曼尼的海报。 新华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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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伊正面冲突

2020年伊始，一场更大的风暴在中东酝

酿。当地时间4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警告

称，若是伊朗袭击任何美国人或美国资产，将

对伊朗52个网点展开打击。52这个数字别有

用心，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美国大使馆

被占领，当时被扣为人质的便是52名美国外

交官和平民。

就在特朗普在推特上大肆威胁的同一

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侯赛因·萨拉米

少将表示：“伊斯兰革命卫队肯定会对美国进

行一次痛苦而令人遗憾的报复。”不久后 ，伊

朗外交部发言人便表示，该国官员计划5日晚

上会晤，讨论退出核协议的下一步行动，而行

动的规模将比最初计划的还要大。

这轮风暴始于两天前。当地时间3日凌

晨，美国无人战机对伊拉克巴格达国际机场

发动空袭，导致包括伊朗特种部队总指挥卡

西姆·苏莱曼尼在内的多人死亡。苏莱曼尼不

是个简单的人物，据了解，苏莱曼尼是伊朗伊

斯兰革命卫队精锐部队“圣城旅”的指挥官，

也被视为伊朗抵抗外敌的英雄，可以说苏莱

曼尼是扩大伊朗在中东影响力的重要人物。

“苏莱曼尼遇袭是美伊斗争的转折点，两

者从幕后和代理人模式转向正面冲突，缩小彼

此回旋的余地，增大了失控的可能。”中国社科

院西亚非洲研究所魏亮博士如此说道，魏亮进

一步指出，伊拉克在2003年以来一直是美国和

伊朗两国地区影响力博弈的主要国家，伊拉克

也是伊朗“什叶派新月弧”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近两个月来，美伊两国在伊拉克的斗争不断加

剧，最后导致苏莱曼尼被定点清除。

“目前，美国已明确提出寻求冲突降级，

并与世界大国和地区国家密切沟通，国际社

会也高度关注此事，不希望事件升级是大家

共同的愿望。但一方面，美国大选临近和特朗

普的一贯出其不意，另一方面由于苏莱曼尼

在伊朗地区战略和国内的重要价值和影响

力，因此双方缓和的难度比较大，伊核问题重

启谈判的可能性更渺茫。”魏亮如此表示。

中东“一片血色”

美国与伊朗的混战，搅动的却是整个中东

的浑水，受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伊拉克。4日当

天，伊拉克境内就发生了多起疑似针对美国的

袭击事件。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中东研究中心主

任伊斯特拉巴迪称，苏莱曼尼遇害对整个中东

而言是大事，这件事“将触发伊拉克不稳定，我

担心伊拉克将成为伊朗和美国的战场”。

据了解，伊拉克与伊朗都是什叶派占多

数的国家，因此美国针对伊朗的单边施压自

然会被视为对什叶派穆斯林的冒犯，伊拉克

的反美情绪可想而知。而在美伊关系高度紧

张的当下，美国这场空袭更是直接将矛盾摊

牌，整个中东的形势也变得越发混乱。

伊拉克成为战场之外，以色列乃至沙特很

可能都会成为美伊矛盾激化之后伊朗的目标，

毕竟以色列和沙特背后站着的都是美国。自打

两年前特朗普宣布退出伊核协议重启对伊朗经

济制裁那一刻开始，美伊关系便已经迅速恶化，

伊朗甚至一度宣布重启并提升铀浓缩，一旦事

情闹到无法收拾的地步，后果可能不堪设想。

“总体来说，2020年的中东局势因苏莱曼

尼之死一片血色，地区安全的挑战和维持和

平的难度与成本都在上升”，魏亮称，美伊两

国的博弈不会就此停息，未来是在伊拉克还

是其他地区国家或者热点冲突上发生冲突尚

难预料，但正面军事冲突和战争的可能性很

小。而全球原油价格会随美伊博弈的每一次

冲突起伏，原油价格可能比去年底主要机构

预测的要高些。

原油市场“地震”

对中东而言，战争之外，局势失控带来的

直接后果可能就是原油市场的“地震”，毕竟

这片土地决定了世界石油供应量的1/4，任何

一点风吹草动都足以导致全球石油供应链的

中断。外界越发担心，冲突可能直接影响原油

的供应，毕竟伊朗手里还有一张王牌———位

于伊朗南部海岸的霍尔木兹海峡。

“今日俄罗斯”4日的报道还称，英国国防

部已经下令，要求其海军舰艇为所有经过霍

尔木兹海峡悬挂英国国旗的船只提供“保

护”。与此同时，英国国防部还在一份声明中

呼吁各方缓和紧张局势，并建议英国公民目

前尽量不要前往伊拉克和伊朗。

去年年中，正值美国与伊朗因为制裁而闹

得正僵的时候，伊朗总统鲁哈尼便已经宣称，

如果美国试图抑制伊朗石油出口，将切断波斯

湾国家的石油运输，伊朗革命卫队指挥官便称

赞鲁哈尼对抗美国“立场坚定”，还表明他们已

经准备好封锁将波斯湾连接至公海的霍尔木

兹海峡。数据显示，2018年，每天有2100万桶

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相当于全球海运石油

的1/3，及全球液体石油消耗的1/5。

如今，美伊斗法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很可

能成为另一个焦点，毕竟去年霍尔木兹海峡

便已经出现多艘邮轮被扣押的状况，一度导

致油价飙升。要知道，虽然美国的制裁已经导

致伊朗石油出口大幅减少，但包括沙特、科威

特、伊拉克和阿联酋在内的其他重要石油生

产国也都集中在波斯湾地区。

不过从长远情况来看，油价却不见得能

够冲高太久。瑞银集团财富管理全球首席投

资官马克·黑费尔3日表示，如果中东形势恶

化，石油供应中断，会使原油价格大幅上涨，

给经济和金融市场带来冲击。不过，国际石油

市场目前产能充足，地缘政治事件本质上不

可预测，此前此类事件对市场大范围的影响

均比较短暂。 北京商报记者 杨月涵

美国与伊朗之间的“雷”还是爆炸了。当伊朗军方将领苏莱曼尼身死伊拉克首都巴格达机场时，这个潘多拉魔

盒便已经彻底打开。美国总统特朗普这边，“52个网点打击”的威胁明晃晃地摆上了台面，伊朗这边的报复行动也

已经在路上，多年恩怨一朝爆发，可以预料到的是，美伊“决战”、中东风云再起、原油市场“地震”这三大冲击波，足

以让本就不太平的中东再次掀起一阵风暴。

●

1979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当年11月4日，伊朗学生冲入
美国驻伊朗大使馆，扣押馆内美方外交人员444天。此后，美
伊关系长期紧张、敌对。

美国与伊朗断交，没收伊朗资产，并禁止与伊朗的多数贸易
往来。美国此后对伊朗采取“遏制”政策，多次指认伊朗以

“和平利用核能”为掩护秘密研制核武器。
●

●

1988年两伊战争期间， 一架从阿巴斯港起飞的伊朗客机在
飞往迪拜途中， 被美国导弹击落， 机上290人全部遇难。迄
今，美国对这一事件只表示“遗憾”，拒绝承认错误。

1953年8月19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参与的伊朗政变，推翻了
摩萨台政权。摩萨台是伊朗巴列维王朝时期首相，执政期间
推动伊朗石油业国有化，触及西方国家利益。

●

●
美国总统特朗普退出伊朗核协议， 重新对伊朗实行严厉经
济制裁，导致美伊关系急速恶化。

3日， 美国对伊拉克巴格达国际机场发动无人战机空袭，击
杀伊朗负责中东军事行动的“重要人物”苏莱曼尼，伊朗誓
言报复。●

● 美伊关系改善，并达成伊核协议。

●

5至6月期间，6艘油轮在阿曼湾遇袭爆炸。
12月， 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基地遇袭， 导致一名美国公民丧
生。美国指控是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组织所为，以空袭行动
报复。这个民兵组织的成员则包围巴格达美国大使馆抗议。

●

2002年，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在对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时，将
伊朗斥为“邪恶轴心”国，引起伊朗震怒。美国、欧盟及联合
国等对伊朗政府实施多回合制裁。

● 1953年 伊朗政变

● 1980年 美国与伊朗断交

● 1988年 美舰误击伊朗客机

● 2002年“邪恶轴心”国

● 2013-2016年

● 2018年 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

● 2019年 波斯湾情势紧张

● 2020年1月 紧张局势再升级

● 1979年 伊朗伊斯兰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