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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年一遇的超强寒流袭来

最低气温 -50

℃

，俄罗斯快被“冻僵”了！

10 天内冻死 88 人冻伤上千人，医生开出御寒偏方：不出门多睡觉

普京访印 军火开路

包括 42 架苏 -30MKI 战斗机和 71 架米 -17B-5 直升机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 24 日到

访印度，肩负两项重要使命：军售和贸易。

据俄罗斯媒体 24 日报道， 普京与印方

签署了一揽子合作协议，协议中包括向印度

出口价值 13 亿美元的 71 架米 -17 直升机

的合同， 以及价值 16 亿美元的 42 架苏

-30MKI 飞机组装技术系统合同。

据报道， 印度于 2010 年首次从俄罗斯

进口米 -17 直升机， 而现在将原先的 59 架

订单增加到了 71 架。

报道称，印度作为全球最大的武器进口

国，一直致力于军事实力的“升级”。 而俄罗

斯制造的军事装备占据印度国内武器供应

的 70%之多。

路透社昨晨表示，近几年来，印度寻求

进一步的“军事发展”，寻求经济实力与军

事实力同步提高， 为的是紧跟邻国中国的

步伐。

普京说， 俄罗斯和印度将深化能源、投

资、科技等其他领域的合作。 他同时强调，高

技术商品在贸易体系中占优势，“2011 年贸

易额为 90 亿美元，今年的贸易额将超过 100

亿美元，未来数年我们还要将这个数字提高

一倍。 ” （据《法制晚报》）

日本自民党

改组领导层

新华社东京 12 月 25 日电 （记

者 郭一娜） 在本月 16 日众议院选

举中获胜的日本自民党总裁安倍晋

三 25 日对党内领导层进行了改组。

安倍 25 日下午宣布， 留任副总

裁高村正彦和干事长石破茂，任命前

消费者行政推进担当大臣野田圣子

为总务会长、前内阁大臣高市早苗为

政务调查会长，升任选举对策局长河

村建夫为选举对策委员长。 其中，野

田和高市作为女性进入领导层，在自

民党执政史上尚属首次。

安倍说，这次改组体现了自民党

的变革，并为备战明年夏季举行的参

议院选举打下了基础。

在本月 16 日举行的众议院选举

中，自民党获得压倒性胜利并夺回政

权。如无意外，安倍将在 26 日举行的

国会首相选举中出任首相，并组建新

内阁。

海江田万里当选

日民主党新党首

新华社东京 12 月 25 日电 （记

者 郭一娜）日本前经济产业大臣海

江田万里 25 日当选民主党新党首，

任期将到 2015 年 9 月。

民主党 25 日下午在东京举行党

首选举，海江田万里和前国土交通大

臣马渊澄夫两人参选。新党首由民主

党内 57 名众议员和 88 名参议员投

票产生。 在 145 张选票中，有效票为

144 票，海江田获得 90 票，马渊获得

54 票。

海江田当天表示，将为重新赢得

民众对民主党的信任而努力。

海江田现年 63 岁， 曾在菅直人

内阁中担任经济产业大臣，并参与处

理福岛核事故。 他曾 6 次当选众议

员，中文流利，现任日中友好议员联

盟副会长。

日本民主党在本月 16 日举行的

众议院大选中惨败，日本首相野田佳

彦随后辞去党首职务。

12 月 25 日，在日本东京，新当

选的日本民主党党首海江田万里发

表演讲。 新华社发（关贤一郎 摄）

世界首款

可垂直起降

火箭测试

近日，美国一家太空运输公司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在网

络上公布了其研制的一款代号为

“蝗虫” 的运载火箭的测试视频与

相关信息。 引人注目的是，该款火

箭是世界首款可以垂直起降的火

箭。 图为“蝗虫”火箭测试视频截

图。 （据网易）

北半球高纬度地区的这个时节，每年都是“无大雪不圣诞”。 但今年的圣诞节，雪下得有点儿过分。 在俄罗斯、乌克兰等

地，强烈的寒流和暴雪不但没能给节日添上愉快的气氛，反倒给生活造成极大不便，甚至有人因此丧命。

超强寒流

70 年一遇

据俄国之声报道，俄罗斯大部分地

区最近遭遇 70 多年来最强烈的寒流 。

俄罗斯“火卫一”气象中心资料显示，莫

斯科 24 日凌晨气温低至零下 25 摄氏

度，是当地今年最冷的一天。

自本月中旬以来，一股强冷空气袭

击了俄罗斯远东、 西伯利亚及中部地

区，导致这些地区较往年平均气温低 7

摄氏度至 15 摄氏度。 远东和西伯利亚

部分地区的气温低至零下 50 多摄氏

度，一些城市已被“冻僵”，导致学校停

课、住宅水管破裂、供暖系统出现故障、

车辆无法行驶、建筑施工延误等。

这股冷空气同时席卷了俄罗斯邻

国蒙古、 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等地。 据

悉，乌克兰已经连续几周遭遇大雪，首

都基辅 23 日夜间最低气温为零下 15

摄氏度。 气象学者预计， 拉脱维亚 24

日最低气温可能创纪录地降至零下 28

摄氏度。

蒙古国水文气象院 23 日说， 首都

乌兰巴托 22 日最高气温为零下 29 摄

氏度，而夜间气温最低骤然降至零下 42

摄氏度， 西部某些地区降至零下 50 摄

氏度。 目前，蒙古国 70%的土地被冰雪

覆盖，全国有 10 多个省 32 个县的冰雪

厚度在 20 厘米到 60 厘米，一些重灾区

积雪厚度达 60 厘米到 130 厘米。

寒流夺命

医生建议不出门多睡觉

寒流导致不少人被冻死。 据不完全

统计，截至 24 日凌晨，俄罗斯近 10 天

共有至少 88 人被冻死、1200 多人被冻

伤，其中近半数伤者被送往医院接受治

疗。 乌克兰官方数据显示，截至 21 日已

有 83 人因严寒天气丧生，数百人入院。

据悉，大部分死者都死于路上。 此外，俄

罗斯和乌克兰两地因取暖不当死于一

氧化碳中毒的人数更高达近 300。 波兰

警方 21 日确认，49 人因无处御寒丧生，

大多数是流浪汉。

在西伯利亚地区，当地政府建议民

众不要乘汽车远途出行，因为一旦汽车

中途抛锚，车上的人很可能在救援人员

到来前就被冻死。 有的地方政府则干脆

出钱派车将上班的妇女从工作岗位直

接送回家，省得她们为等车回家而在户

外逗留太久。 开车去超市购物的人自然

也不会在下车时关闭发动机———否则

汽车很可能再也发动不起来。

而在莫斯科，医生几乎每天都提醒

居民注意健康问题：不满 3 岁的幼童在

气温低于零下 20 摄氏度时不应外出。

面对如此严寒， 不少俄罗斯人计

划在新年来临之际逃到暖和的外国

去。 但医生警告说，往返于严寒和酷暑

之间会让身体吃不消， 而且很多热带

地区还有瘟疫， 所以还是留在家里比

较好。 医生开出的御寒方子是：滑雪和

多睡觉。

政府着手应对严寒

当然 ，人们总归要外出，政府也开始采

取防险抢险措施。

俄罗斯紧急情况部 24 日开始出动超过

400 个机动小组在各地公路危险地段巡逻，

防止出现严重的交通堵塞，并向司机提供援

助。 公路周边设立了上百个帐篷营地，向有

需要的民众提供取暖、食品和医疗服务。

鉴于往年极端气候天气造成重大灾害的

沉痛教训，蒙古国政府今年要求特别重视牲畜

过冬准备工作。蒙古国国家紧急情况总局日前

召开会议，要求受灾省、县及时上报灾情，如发

生道路被大雪掩埋、交通中断等情况，当地紧

急情况部门要组织力量尽快打通道路，确保道

路交通畅通。 为保障居民冬季取暖，蒙古国政

府还降低了煤炭的零售价格，并特别要求学校

和幼儿园采取保暖措施以保障学生安全。

专家解释寒流成因

气象学家指出， 这次寒流是俄罗斯自

1938 年以来遇过的最寒冷天气，这种极寒已

持续超过一周，而往年只有两三天。

俄罗斯阿尔泰水文气象中心专家柳齐格

尔说，今年异常严寒的原因是往常盘踞于西伯

利亚的反气旋扩展到俄罗斯欧洲部分、甚至俄

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及蒙古国的交界处。每年冬

天，当冷空气集中在西伯利亚时，即形成反气

旋，导致俄罗斯及周边地区出现严寒天气。

据天气预报，俄罗斯这股寒潮将持续至

圣诞节前， 节日之后气温将有大幅度回升。

不过俄罗斯紧急情况部称，鉴于未来几天严

寒天气仍将持续，俄罗斯 18 个联邦主体将继

续保持高度戒备状态。 （据《都市快报》）

■

▲

普京（左）与辛格在协议签署现场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