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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紀大規模

尼拉貢戈火山 

(2002 年 1 月 )
數十人死亡，50 萬
人流離失所

埃特納火山

(2002 年 10 月 )
整個西西里島東半部籠
罩在一片火山煙塵中，
機場全部關閉

默拉皮火山 

(2006 年 5 月 ) 
造成 5000人死亡

(2010 年 10 月 )
超過 350人死亡

埃亞菲亞德拉火山

(2010 年 3 月及 4 月 )
火山灰影響全球航空及氣候

馬榮火山 

(2013 年 5 月 ) 
至少 5人死亡

錫納朋火山 

(2014 年 2 月 ) 
至少有 14人死亡

克盧德火山 

(2014 年 2 月 ) 
周邊地區 20萬名居
民須緊急撤離，至
少 2人遇難

禦嶽山 

(2014 年 9 月 )
導致 50多人死亡，被稱
為戰後最嚴重的傷亡

波波卡特佩特火山

(2000 年 12 月 )
疏散附近村莊 40 000名
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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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甚麼修建青藏鐵路時要保護
凍土 ?

避免地表沉降。

010

   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鐵路—青藏鐵路，東起青海西寧，西
至西藏拉薩，全長 1956 公里，穿越海拔 4000 米以上地段 960
公里。這條鐵路在修建時克服了高原缺氧、生態脆弱，特別是
凍土的世界性難題，被稱作「天路」。

凍土是指在 0℃以下，含有冰的各種岩石和土壤。持續
3年或 3年以上的凍土被稱作多年凍土，也叫永久凍土。永久
凍土未必是永遠凍結的，它是高寒地區岩土的一種存在狀態。
隨着全球氣温的改變，永久凍土裏的冰也可能融化，土體的結構
也會發生改變。如果不採取可靠的防禦措施，建造在永久凍土上
的人類工程就會受到破壞。

永久凍土中的冰融化後再次形成冰柱

永久凍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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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永久凍土分佈很廣，約佔地球陸地面積的 25%。亞洲
北部、北歐和北美都有大面積的永久凍土帶，中國的永久凍土面
積約 215萬平方公里，主要分佈在青藏高原、東北的大興安嶺和
小興安嶺、天山以及阿爾泰山地區。青藏高原的凍土層厚度薄，
温度較高，工程施工很容易將其擾動，加上修築材料的吸熱效
應，地下凍土層很容易發生融沉—融化導致地表下沉，而這種
沉降對鐵路路基來說非常可怕。鐵路的路基會出現凍脹、隆起、
下沉、塌陷，鐵路線路變成凹凸不平的「搓板路」，這類變形會
使橋梁、隧道等工程建築垮塌。

經過數十年的研究，科學家和工程師們找到了解決辦法：給
地層降温。通過鋪設隔熱層、插入排熱鐵管、佈置熱氣對流通道
等方式阻止凍土層的融沉。在凍土生態極其脆弱的地區，還可以
通過架設橋梁的方式，使人類活動對凍土層的擾動降到最低。

凍土對人類工程是有害的，但我們卻要保護它。因為凍土中
往往包含了大量的有機質，這些有機質在凍土融化後會被微生物
分解，釋放出大量的甲烷。甲烷是典型的温室氣體，它會加劇温
室效應，而温室效應又會加速凍土層的融解，這種惡性循環一旦
持續下去，全球氣候與生態前景令人擔憂。（伍宜勝）

青藏鐵路

跨學科連線
地理

凍土對青藏鐵路 
的挑戰

凍土在融化時會「融沉」，因冰變

成了水而使表面下沉；而在凍結

時又會「凍脹」，因水又變成了冰

而脹起。含冰量高的凍土凍脹時

可能會形成「凍脹丘」，在地面突

起形成一個小山丘。

 增潤知識

見《地球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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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甚麼高温熱浪也會出人命 ?

會導致中暑，嚴重的中暑會奪去人的生命。

028

人在大氣中生存，對大氣的温度有較高的要求，過冷過熱的
環境會影響人的工作效率、身體健康甚至生命安全。同時，人在
任何環境中都要不停地與環境進行熱量交換，人體內部產生的熱
量要和環境散發的熱量保持平衡。由於人的體温相對恆定，皮膚
的温度在 32 ~ 33℃之間，如果氣温超過 33℃，皮膚散熱就發生
困難；當氣温達到 35℃時，皮膚散熱就會受到很大影響，出現大
量流汗的現象。如果流汗過多，就會引起人體內鹽分喪失，導致
頭暈、發熱、汗閉，甚至昏迷等現象，這就是中暑。如果沒有及
時地搶救，嚴重的中暑會奪去人的生命，這就是高温熱浪致人死
亡的原因。

高温熱浪是發生比較頻繁而且範圍廣泛的氣象災害。個人在
高温熱浪天氣如果必須外出，就要有防曬措施，比如用太陽帽或
雨傘保護頭部，穿淺色或白色且寬鬆的衣物，既防曬又利散熱。
在大量出汗時要適當補充鹽分，多喝水，常備清涼油、薄荷油、
清涼貼等。（任詠夏 俞善賢）

香港放大鏡

香港的酷熱天氣警告

在當香港氣温達攝氏 33 度，天

文台便會發出酷熱天氣警告，呼

籲市民提高警惕，預防因酷熱而

出現中暑、熱衰竭及曬傷。根據

天文台統計，每年出現酷熱的日

子約有十天，其中以 7 月及 8 月

最常見。另一個酷熱天氣指標稱

為熱夜，即氣温達 28℃以上的夜

晚，每年平均有 17 天。香港最

極端的酷熱天氣出現於 1963 年，

年內酷熱日子有 37 天。香港由

於受到海洋氣候的調節，夏天很

少出現 35℃以上的高温日，不會

像中國內陸城市的「火熱」。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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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氣泄漏時為甚麼不能開燈？

產生的電火花可以燃點泄漏的燃氣，引起爆炸。

081

我們時常聽說，燃氣泄漏的時候千萬不能開燈，會有危
險的。其原因何在？原來，在開燈時，電流接通的一剎那會
產生電火花，這種電火花雖然很小，但温度卻不低，一旦瞬
間點燃空氣中泄漏的燃氣，就會引發爆炸。與此原因相同，
在燃氣泄漏現場也不能打電話。

消防員在燃氣泄漏事故現場開展救援時，連門都不能踢，也
不能使用金屬器具敲或砸，就是為了防止產生火花引爆燃氣。

那麼，發現燃氣泄漏時正確的做法是甚麼呢？首先要用濕毛
巾掩住鼻和口，然後迅速打開窗戶和門通風，讓新鮮空氣進來，
降低室內的泄漏燃氣的濃度，並快速關閉燃氣的開關掣，防止燃
氣繼續泄漏。同時要絕對禁止一切能引起火花的行為：不能開
燈，不能打開抽油煙機和排風扇，不能點火，也不能在室內撥打
電話。當你看到燃氣開關掣處已經着火時，千萬不要慌，第一要
旨是緊急關閉開關掣，不要因為害怕而任其燃燒，這樣反而會引
起爆炸。由於燃氣燃燒產生的温度很高，所以，你在關閉開關掣
的過程中，必須要戴上浸濕的布手套，或用濕圍裙、毛巾、抹布
包住手臂，防止被火燒傷。開關掣關妥後要馬上跑到空氣新鮮的
地方，保證自己的安全，並儘快打電話給煤氣公司。（李海學）

燃氣泄漏時應快速關閉燃氣開關掣，切忌開燈或打電話

微博士
故宮裏的古代消防器材 — 
「吉祥缸」

故宮裏有很多引人注目的大缸，

有的是鎏金的，有的是銅的，還

有的是鐵的。據史料記載，清代

中期，故宮宮內一共有這樣的大

缸 308 口，當時稱其為「吉祥缸」

或「太平缸」，如今卻只剩下 200

多口了。它們既是美化紫禁城的

裝飾品，同時也是不可或缺的消

防器材。「吉祥缸」還被稱為「門

海」，就是「門前大海」的意思，

顯然是希望以水剋火，宮裏不再

發生火災。這些「吉祥缸」內常年

都儲備有清水，一旦宮中失火，

太監們可以就近從缸內取水撲救。

C

專題研習室

身邊的消防通道

消防通道是指消防人員實施營救

和被困人員疏散的通道，請試着

找一下你身邊的消防通道。

一絲小小的電火
花就能點燃泄漏
的燃氣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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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亂還會傷人無數嗎？

不會，已有疫苗能預防霍亂，病情已受控制。

091

隨着科學的發展，醫學早已掌握了霍亂的發病機制，無
論是有效的控制抑或是患者的治療都不再是難事。

對霍亂這種腸道傳染病來說，防治上最主要的就是衞生
防病，搞好環境衞生，不讓帶有病菌的糞便和其他髒東西污
染水和食物。霍亂弧菌不耐熱，食物的加熱煮熟過程就可以
有效殺滅這種病菌，有一個反覆說的「三字經」：吃熟食、喝
開水、洗淨手，只要做到這幾點，預防霍亂就不難。有關部
門在疫情發生的時候，還會採用隔離患者、消毒患者的排泄
物及有關用品，必要時對疫區進行進一步的管理等措施，來
控制霍亂。

目前世界上仍有不少地方會發生規模不等的霍亂暴發流
行，並造成一定的死亡，原因就在於衞生防病沒有做到位。
在一些自然水源中，霍亂弧菌會長期存在，不消毒就飲用這
些帶菌水，或食用這些帶菌水裏的水產品，或者因為發生洪
水等原因導致帶菌水蔓延、傳播，都容易造成霍亂流行。同
時，現代社會商品化的食品往往成批生產，如果不注意衞
生，一旦食品被霍亂弧菌污染，也很容易引起這種傳染病的
流行。

在藥物防治方面，已有 100多年歷史的接種霍亂疫苗，
因為效果不佳和副作用大，已被世界衞生組織取消推薦。目
前，由中國學者馬清鈞等人研製成功的 rBS-WC口服霍亂疫
苗，是受到世界衞生組織正式推薦的有效藥物之一。這種新
型疫苗不但能預防霍亂，還能大大緩解毒性大腸桿菌導致的
腹瀉。（朱建平 徐水洋）

科學偉人
約翰．斯諾 （John Snow）

英國內科醫生約翰．斯諾首次提出「霍亂介水傳播」

的理論。 1854 年，英國倫敦爆發霍亂。由於當時

人們還不知道霍亂的發病機理，因此主流意見認

為，霍亂和鼠疫一樣是通過空氣傳播的。約翰•斯

諾通過在地圖上標注霍亂病例的分佈情況，創造性

地使用這種標點地圖法進行分析，發現霍亂的發生

與供水區域有關，並且最終將污染源鎖定在某一台

公用抽水機上。他建議拆除這台抽水機的手柄，停

用被污染的水，從而達到了控制霍亂的目的。

預防霍亂「三字經」：吃熟食、喝開水、洗
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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