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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熱浪」襲歐 旅遊點變火爐
逾40度高溫奪命 山火成災損農作物

南歐熱浪昨踏入第四天，專家指多個地區的氣溫比往年同
期高10至15度，氣象網站MeteoAlarm已向11國發出酷

熱危險警告，包括意大利、西班牙和克羅地亞全境，以及瑞
士、匈牙利、波斯尼亞、波蘭、羅馬尼亞、斯洛文尼亞和黑山
部分地區。意大利大部分地區的最高氣溫達40度，佛羅倫斯的
體感溫度更超過50度，當地著名的烏菲茲美術館前日因冷氣系
統故障暫停開放。當局周四在北部里雅斯特附近發現兩名行山
人士的屍體，懷疑他們被困山崖，在曝曬下身亡。

意農業損失數十億歐元
意大利持續乾旱，11個地區供水不足，導致農作物
失收，預計農業損失數以十億計歐元。全國農民平均
早了10日收割葡萄，意大利「慢食運動」創辦人彼得
里尼稱，記憶中從未試過在8月15日之前開始摘葡
萄。此外，估計部分地區的橄欖收成大跌一半，牛
奶產量也下降最多三成。

阿爾卑斯山融雪致1死
意大利警方昨日表示，炎熱天氣導致東北部阿

爾卑斯山區積雪融化，多洛米蒂一個滑雪場附近
有大量雪水夾雜山泥湧下，一名女子駕車經過
時，被連人帶車沖走，當局事後在一處河床發
現汽車，由於車輛被碎石覆蓋，救援人員未
能及時為駕車女子施救，她最終證實死亡。
西班牙南部度假勝地太陽海岸及馬略卡島
今日氣溫料升至43度。匈牙利布達佩斯動物
園一對兩歲的北極熊寶寶獲園方特別優待，
坐在巨型冰塊上吃冰涼西瓜消暑。法國當
局呼籲公眾，避免在中午至下午4時到沙
灘遊玩。羅馬尼亞氣象部門向西部12
個縣發出紅色酷熱警報，預料氣溫今
明兩日維持42.2度，當局警告切勿將
孩子遺留汽車內。羅馬尼亞及波蘭分
別錄得一宗因酷熱天氣致死個案。

阿爾巴尼亞山火向歐盟求助
意大利、西班牙、克羅地亞、希臘
及阿爾巴尼亞均發生山火，意大利中
部阿布魯佐至少一名住在農家的老婦
因山火喪生。希臘雅典以南的卡利維亞
鎮受山火威脅，高溫加上強風阻礙撲救，
政府前日下令疏散約100名居民。阿爾巴
尼亞錄得75宗山火，其中一處逼近洛戈拉國
家公園，政府出動300名消防員及軍隊灌
救，並已向歐盟求助。
炎熱天氣亦影響交通，塞爾維亞
南部有路軌熱至彎曲，列車服務受
阻。羅馬尼亞亦在日間限制主要幹
道的車流量，火車亦須慢駛。
氣象部門估計，佛羅倫斯氣溫周
三開始回落至32至33度，西班牙塞
維利亞的氣溫周末將維持最高40
度，稍後將降至約36度。

■法新社/《衛報》/
《每日郵報》

被謔稱為魔鬼「路西法」的熱浪正橫掃歐洲南部，多

國旅遊勝地均錄得逾攝氏40度高溫，傳媒形容是歐洲近

10年來最炎熱的夏天。在重災區之一的意大利，酷熱天

氣導致當地緊急求診個案急升，較正常高15至20%，

首都羅馬部分遊客冒着被罰款的風險，在噴泉潑水降

溫，農民要提早收割釀酒葡萄。高溫亦加劇山火災

情，阿爾巴尼亞消防員正奮力撲救夫羅勒區多達20處

山火，並已向歐盟求助。氣象部門預計，部分地區氣

溫本周稍後將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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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昨日受熱浪侵襲，韓國氣象局(KMA)數據顯示，大部
分地區的氣溫超過攝氏30度，其中慶尚南道昌寧郡錄得39.3
度，鄰近的密陽市和昌原市亦高達38.2度和36.2度。不少人
湧到沙灘消暑，山區及節慶活動也吸引不少遊人。
位於韓國西部的大川海水浴場，昨日擠滿多達10萬人，
其他著名海灘如釜山的海雲台、廣安里及松島海水浴場，擠
擁程度也不遑多讓。此外，華川番茄節和洪川啤酒節亦逼滿
前來解暑的遊人。
氣象局預計，颱風奧鹿今日會抵達韓國南岸和東岸地區，
未來數日將帶來狂風暴雨，令氣溫下降。鑑於颱風逼近，約
2,000艘船已駛回濟州島避風，釜山當局下令撤走市內各海
水浴場的大型設備。 ■韓聯社

美國西北部連續逾40日高溫，
國家氣象局向俄勒岡、華盛頓
州、加州、愛達荷、蒙大拿及懷俄
明州發出酷熱天氣警告，各地共發
生逾40宗山火，濃煙籠罩大片地
區，一名女醫生在大峽谷行山時因
熱衰竭死亡。氣象局呼籲公眾減

少戶外活動，並適當補充水分。
西雅圖夏季平均溫度為攝氏25

度，但當地前日高達35.6度，打破
30年前錄得的32.2度紀錄，熱浪持
續長達47天。有居民前往泳池、
圖書館及戲院消暑，冷氣機銷量急
增，運輸部門兩度關閉有100年歷

史的大學橋，並向橋樑灑水降溫，
以防金屬受熱膨脹，令結構受損。

大峽谷行山客熱衰竭亡
波特蘭周四氣溫高達40.6度，逼
近歷來最高的41.7度。得州一名具
豐富行山經驗的急症室女醫生，周

二與女兒及一名年幼親戚在大峽谷
行山時，其中一名兒童因酷熱天氣
不適，女醫生安頓兩人後，獨自尋
求協助，但中途迷路，最終因熱衰
竭身亡，兩名兒童則被其他行山人
士發現，帶到安全地方。

■美國廣播公司

科學家昨日在《刺針》雜誌發表
研究報告指出，若再不控制溫室氣
體排放，氣候暖化引發的極端天
氣，到本世紀末將在歐洲每年造成
15萬人死亡，較過去30
年的每年死亡人數增加
50倍。
研究人員分析在1981

年至2010年間，歐洲逾
30個國家發生的7種與極
端天氣有關的災難，包括
熱浪、寒流、山火、旱
災、河流氾濫、沿岸地區
水淹及風暴所造成的破
壞，估計在未來人口增長
及遷徙的情況下，氣候變
化對人類的影響。結果顯

示，到2100年，歐洲每年有2/3人
口即3.5億人會受氣候災難影響，死
亡人數將由1981年至2010年間的每
年3,000人，增至2071年至2100年

間的每年15.2萬人，其中以熱浪最
致命，預計99%都是因熱浪致死。
領導研究的歐盟委員會聯合研究

中心科學家弗齊里警告，「氣候變
化是21世紀對全球人類
健康的最大威脅，天氣
引發的災難對社會帶來
的危害與日俱增」。
韓國首爾國立大學的

學者評論這份報告，認
為可能高估極端氣候帶
來的災害，表示「醫療
技術進步，加上冷氣系
統及房屋外牆使用隔熱
物料」，令人們更能適
應極端氣候。

■路透社/法新社

美國總統特朗普6
月宣佈退出應對氣候變
化的《巴黎協定》，華
府前日宣佈，已正式向聯
合國提交退出協定的意向
通知書。美國國務院發聲
明稱，美國仍承諾致力減
排，並參與國際間的氣候
會議，若華府確定協定條
款有利美國企業及工人，
對再次加入協定持開放態
度。
聯合國發言人迪雅里克

確認，秘書長古特雷斯已
從美國駐聯合國大使黑利
接獲通知書，古特雷斯歡
迎美國致力重返協定，期
待與華府合作，為後世建
造可持續發展的未來。美
國國務院表示，美方將協
助其他國家更有效使用化
石燃料和發展可再生能
源，並會參與制訂《巴黎
協定》指引的談判。
《巴黎協定》去年11

月4日生效，但規定列明
參與國只能在生效3年後
正式退出，加上過程需時
1年，故美國最早在2020
年11月才可退出協定。
有意見認為國務院的聲明
反映特朗普為重返協定留
有後路。
■法新社/美聯社/路透社

颱風奧鹿昨日吹襲日本九州南
部，廣泛地區出現狂風暴雨，鹿兒
島縣奄美大島錄得每小時120毫米
降雨量，創50年來最高紀錄，奄美
地區與種子島共有1.1萬戶停電，至
少一人受傷，奄美大島機場昨日早
上有83班航機取消。
當地時間昨下午1時，奧鹿集結

在鹿兒島縣屋久島西南面約50公
里，中心風速為每秒35米，陣風更
高達每秒近50米。當局向奄美地區
及屋久島等5個地方發出山泥傾瀉
警告，並下令鹿兒島縣共9,000人疏
散。颱風造成2死5傷，屋久島一名
67歲男子在強風中跌倒，頭部重傷
不治，種子島港口發現一名84歲老

翁的屍體。
奧鹿預計維持強勁風勢並向北移

動，今晚在九州登陸，明日或轉向
東北面，屆時四國地區24小時內可
能出現多達400至600毫米降雨量。
由於颱風移動速度緩慢，氣象廳預
計風暴將長時間影響日本，帶來惡
劣天氣。 ■馬來西亞《光華日報》

美西北高溫逾月 西雅圖破30年紀錄

氣候暖化釀「熱災」世紀末年殺15萬人

韓10萬人擠滿沙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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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州颱風萬戶停電 83航班取消

說明
14.意大利
■羅馬遊客不堪酷熱天氣，排隊取水飲用。法新社

11.希臘
■山火威脅民居，政府疏散約100名居民。美聯社

12.
7.匈牙利
■動物園的北極熊寶寶獲巨型冰塊助消暑。法新社
4.■西雅圖持續高溫，山火濃煙影響空氣質素。美聯
社
8.■韓國華川番茄節成消暑活動
10.

■西班牙海灘「逼爆」。 路透社

意大利意大利 ■■羅馬遊客不堪酷羅馬遊客不堪酷
熱天氣熱天氣，，排隊取水飲用排隊取水飲用。。 法法新社新社

黑山黑山 ■■年輕人大玩跳年輕人大玩跳
水降溫水降溫。。 路透社路透社

希臘希臘 ■■山火威脅民居山火威脅民居，，政府政府
疏散約疏散約100100名居民名居民。。 美聯社美聯社

匈牙利匈牙利 ■■動物園的北極熊動物園的北極熊
寶寶獲巨型冰塊助消暑寶寶獲巨型冰塊助消暑。。法新社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