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猎人号Nimrod》

[日本] 上田岳弘

《猎人号 Nimrod》获得日本第 160

届芥川奖。 这是一本描写虚拟货币的小
说。有评论认为，这本小说展示了现代资
本主义社会中的虚无感和拜金主义的无
意义、无价值，探讨了在枯燥的环境下，

人为什么非得活着。 其作品因透露着一
种脱离现实， 发挥超群的想象力意境而
被称为日本文学界的“新超越派”。

上田岳弘， 1979 年 2 月出生， 毕
业于早稻田大学法学系。 2013 年， 其
作品 《太阳》 荣获第 45 届新潮新人奖
而在日本文学界崭露头角， 随后其作品
连续多次冲击日本各种文学奖项。

（刊于日本 《群像 》 2018 年 12

月， 封面为单行本）

北半球冰封，气候变暖是“阴谋论”吗
美国-65℃，加拿大-50?，英国-15.4?，希腊-17???

今年入冬以来，“极地漩涡” 引发

的极端天气横扫北美， 数十年一遇的

低温和暴雪再次刷新了北美洲和欧洲

等国关于极寒天气的认知。

其实去年冬天，“极地旋涡” 所引

发的“炸弹气旋”与“东方野兽”两股寒

流已经让欧美等国的居民苦不堪言。

面对此番卷土重来变本加厉的寒流，

一贯不相信气候变暖的美国总统特朗

普通过推特账号喊话：“全球变暖呢？

快点回来。 我们需要你！ ”频繁袭击北

半球的极寒天气， 真的与气候变暖毫

无关系吗？

芝加哥的气温比南极还低

从 1 月 28 日开始，一股来自北极

的强大寒流席卷了美国中西部地区，

全美共有 22 个州出现了-18℃以下的

极端低温，受灾人口逾 1.4 亿。

美国中西部是此次受寒流影响的

重灾区。 1 月 30 日，这一地区的气温

骤降到-40℃至-23℃之间， 明尼苏达

州部分地区的体感温度甚至达到-

65℃。 1 月 28 日至 2 月 3 日的一周时

间内， 中西部地区近 9000 万人体验

了 -27℃甚至更低的气温 ， 其中约

2500 万人遭受了-33℃的刺骨严寒 。

在恶劣天气的影响下，威斯康星州、伊

利诺伊州、密歇根州、密西西比州和亚

拉巴马州均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芝加哥被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

为 “此次极寒天气的中心”。 1 月 30

日，该市出现-30℃的极端气温，低于

南极洲的年平均气温-25℃，创下该市

25 年来的最低纪录。 市区街道空无一

人，公交车乘客寥寥无几，通勤市民必

须“全副武装”才能抵御严寒———只要

在户外稍稍站上几分钟， 暴露在外的

眉毛和睫毛就会出现冰晶。

寒冷天气让美国整个中西部地区

的交通陷入瘫痪 。 航班追踪网站

FlightAware 的数据显示，在这一轮寒

流中， 全美有超过 4700 次航班被取

消， 其中 3500 次为进出芝加哥的航

班， 另有 11800 次航班因为天气原因

延误。 在一片冰天雪地中，1 月 29 日，

芝加哥的铁路轨道突然 “燃起大火”。

由于铁轨上的螺丝在低温下可能滑

落，给火车运行带来隐患，因此工作人

员不得不点燃柴油绳保持铁轨温度。

“流浪多伦多”体感-50?

这个让美国中西部地区饱受摧残

的寒冬， 同样给邻国加拿大带来不小

的麻烦，接二连三的冻雨和暴雪，给该

国居民的生活带来极大影响。

2018 年 11 月 15 日，多伦多迎来

今冬第一场雪， 积雪和结冰给交通带

来不小压力。 11 月 17 日，又一场暴雪

突袭东部的安大略、魁北克、新斯科舍

等省份，部分地区的降雪量高达 25 厘

米， 加拿大令人抓狂的漫长雪季就此

开启。 2019 年刚刚开启，新一轮雨雪

降温天气匆匆而来。一夜之间，多伦多

地区气温骤降。 4 天时间里，冻雨、降

雨和夹杂了冰粒的降雪轮番上演。

1 月 28 日下午起，暴风雪和极寒

天气席卷包括多伦多在内的大多伦多

地区，大雪伴随着狂风，能见度下降到

仅 50 米。至 29 日凌晨暴风雪停止时，

多伦多部分街道上的积雪已深至膝

盖。加拿大环境部的数据显示，这轮降

雪给多伦多市中心带来了 21 厘米的

积雪， 上一次该市出现如此大的降雪

还是在 51 年前。

暴风雪给当地交通带来巨大麻

烦。 由于路面打滑， 许多道路陷入瘫

痪，部分公交车停运。暴风雪还导致当

地部分学校停课， 大量航班也被迫取

消。 暴风雪结束后， 极寒天气接踵而

至。 从 1 月 29 日开始，包括大多伦多

地区在内的安大略省东南部地区经历

了连续 4 天的极寒天气 ， 气温骤降

至-20℃以下， 加上时速高达 70 公里

的大风，体感温度逼近-50℃。 有旅居

加拿大的人在朋友圈开玩笑说， 这场

景酷似“流浪多伦多”。

英国和希腊气温反常暴跌

漫长的雪季对加拿大人而言或许已

习以为常， 但对于以气候温和著称的英

国来说，就有些束手无策了。

1 月 3 日， 英国气象局和公共卫生

部门针对英格兰北部和中部地区， 发布

了今年冬天的第一个寒潮预警。 气象部

门表示，一个类似于“东方野兽”的“极地

旋涡”已经生成，并且正在向中纬度地区

扩散，严寒天气将在 2019 年的第二周登

陆英国 ，届时气温将骤降 15℃，民众将

在寒风和冰雪中度过整个 1 月。 1 月 17

日，伦敦上空飘起雪花，北部苏格兰地区

更是大雪预警高挂， 气温降至-11℃，成

为英国今年入冬以来最为寒冷的夜晚。

进入 2 月，极端天气进一步肆虐。 2 月 1

日，新一轮寒流袭击英国，英格兰和威尔

士的气温在一夜之间暴跌至-15.4℃，仅

略高于 2012 年创下的-15.6℃的低点。

在英国经历大范围冰雪天气之前，

温暖的南欧国家希腊已经饱受了一场极

端天气的肆虐。 新年伊始，北极寒流“索

菲亚”抵达地中海沿岸，给希腊中部和北

部地区带来大范围降雪和低温， 其中马

其顿地区的气温在当天晚上降至-17℃，

北部城市塞萨洛尼基则经历了数天的霜

冻。 首都雅典的气温 1 月 3 日起在零度

上下徘徊，北郊飘雪，市区则降下大雨。

大范围冰雪天气在雅典十分罕见。

为了引导市民正确应对此次寒流， 气象

局发出数项建议， 包括提醒司机携带或

安装汽车雪地防滑链， 建议公众采取预

防措施防止水管冻结等。与此同时，雅典

市政当局在第一时间建立避寒中心，并

派出救援队伍到各区街巡视， 将露宿街

头的无家可归者带回避寒中心安置。

极端天气可能更频繁出现

每当出现极寒天气时， 总会有人对

全球变暖产生质疑， 连美国总统特朗普

也不例外。不过，极寒天气真的可以为全

球变暖“阴谋论”提供佐证吗？ 事实恰恰

相反。 科学家表示， 正是全球变暖这一

“推手”， 将来自极地的寒流扩大到北半

球中纬度地区。

世界气象组织去年 11 月底发布的

《气候状况声明》指出，全球变暖趋势仍

在继续，过去 22 年间，地球上出现了有

记录以来的 20 个“最热年份”，其中最近

4 年占据了排行榜前 4 位。 地球总体变

暖是不争的事实， 而北极地区的变暖速

度是全球其他地区的两倍之多，在冬季，

这种“北极放大效应”尤为明显。

“大型低压和极冷空气通常在北

极上空盘旋，呈强风逆时针流动，以阻

挡极地周围的冷空气。 当暖空气侵入

北极圈时，极地漩涡被削弱，使得冷空

气团向南转移到欧洲、 亚洲和北美地

区。” 美国航天局解释道。“极地旋涡”

的不稳定性导致了席卷美国中西部地

区的寒潮， 加之美国地形主要由东西

部南北走向的阿巴拉契亚山脉和落基

山脉构成， 中部横跨上千公里的大平

原为冷空气的南下提供了便利， 导致

该国受极端天气的影响尤为严重。

随着全球变暖进一步发展， 原有

的气候模式被打破， 极端天气可能更

加频繁地出现。 全球变暖需要各国携

手应对。 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所说，要避免出现全球性的气候乱象，

“我们有集体责任”。

《1回合1分34秒》

[日本] 町屋良平

《1 回合 1 分 34 秒》 同样获得今
年的芥川奖。 这是一部描述一名 21 岁
默默无闻的拳击手遇到新教练后逐渐成
长的作品， 被冠以日本版 《百万美金宝
贝 》： “我 ” 曾是一名出道赛就 KO 对
手、 名声鹊起的拳击手， 如今却落魄不
堪 、 屡战屡败 。 周围的人放弃 “我 ”，

纷纷离 “我” 而去。 直到我遇到了一名
新的教练， 迎来人生的转机……

生于 1983 年的町屋良平 ， 2016

年凭借 《破青 》 获得第 53 届文艺奖 ，

并入选第 30 届三岛由纪夫奖。

（刊于日本《新潮》2018 年 11 月）

《宝岛》

[日本] 真藤顺丈

第 160 届直木奖花落真藤顺丈的
《宝岛》。 《宝岛》 以二战后的冲绳为舞
台， 3 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少男少女， 一
个成为警察、 一个成为教师， 还有一个
成了恐怖分子。 战后冲绳三个年轻人背
负的重担， 其实就是冲绳这座岛屿本身
的重负。 读了这本书， 能更好地理解有
关冲绳的诸多问题。

真藤顺丈 1977 年出生于东京 。

2008 年凭借《地图男》获得第 3 届达芬
奇文学奖大奖，同年凭借《庵堂三兄弟的
圣职》获得第 15 届日本恐怖小说大奖。

（日本讲谈社 2018 年 6 月出版）

芥川奖与直木奖都是日本文学的重
量级奖项。 两个奖项都是 1935 年， 由
文艺春秋的创办人菊池宽设立， 分别用
来纪念文豪芥川龙之介与直木三十五。

芥川奖， 是在报纸、 杂志上发表的
短篇纯文学作品中选出。 直木奖， 是在
报纸 、 杂志或者作为单行本发表的短
篇、 长篇大众文学作品中选出。 大多数
时候， 芥川奖获奖作品是一篇纯文学的
小说， 而获得直木奖的是一本书。

一周书单

当北半球的人们在极寒气候中瑟

瑟发抖之时， 位于南半球的澳大利亚

却在遭受着前所未有的夏季热浪的炙

烤———1 月气温创下历史新高。 进入

2 月以来 ， 澳大利亚更是遭遇着洪

水、 降雪、 山水同时肆虐的疯狂， 可

谓 “水火两重天”。

世界气象组织曾在 2018 年的一

份报告中如此预测， 高温仍将是未来

地球上的主要天气事件。 地球因人类

活动而变暖， 热浪和其他极端天气将

因气候变化的加速而持续。 如今北半

球的极端低温和南半球的热浪， 似乎

印证了世界气象组织的预测。

经历百年来最热的1月

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 澳大

利亚气象局 2 月 1 日发布数据显示，

今年 1 月全澳大利亚日均气温首次超

过 30℃， 成为澳大利亚自 1910 年有

记录以来最炎热的月份。 此外， 南澳

大利亚州奥古斯塔港单日最高气温达

49.5℃， 创下澳大利亚单日历史最高

气温纪录。 沃纳灵的人们在 1 月更是

经历了历史上最热的夜晚， 夜里的温度

高达 36.6℃。

气温报告还显示， 澳大利亚首都堪

培拉、 新南威尔士州、 维多利亚州都经

历了最炎热的 1 月。 其中新南威尔士州

西北地区连续 21 天气温超过 40℃， 堪

培拉机场连续 4 天超过 40℃。

这股热浪的规模和持续时间都是前

所未有的。 据澳大利亚气象局高级气候

学家安德鲁·沃特金斯分析， 其主要原

因是塔斯曼海持续的高压系统阻挡了冷

空气进入澳大利亚南部地区， 北部季候

风移动缓慢和全球气候变暖也导致异常

高温天气的出现。

极端高温天气也让野生动物饱受威

胁。 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 今年 1

月， 西澳大利亚州共有 2500 余头野骆

驼因闯入放牧围栏企图获取水源而遭射

杀。 骆驼于 19 世纪早期被引入澳大利

亚， 现阶段野骆驼数量达数百万头。

当地农民莱斯·史密斯表示， 数千

头野生骆驼罕见地走出栖息地吉布森沙

漠， 进入牧场寻找水源， “前几天， 一

架风车处围着 200 头骆驼”。 据西澳大

利亚州中部放牧人蒂姆·卡莫迪的描述，

当地气温今年夏天一度达到 50℃， 自

圣诞节以来， 他家 3800 平方公里的牧

场里的雇员不得不射杀 1200 多头骆驼。

而在距澳大利亚中部沙漠城市艾利

斯斯普林斯西南数十公里处一个干涸的

水坑边， 当地护林员 1 月 23 日发现了

约 40 匹野马尸体。 24 日， 护林员不得

不射杀 55 匹因得不到饮水而奄奄一息

的野马。 沙漠中的鸟类也因无法忍受干

热天气 ， 成群结队东飞寻找水源 。 此

外， 在社交网站上， 不时出现蝙蝠因天

气太热而从树上掉落， 蛇则爬进屋里的

马桶 “避暑” 的新闻。

洪水、降雪、山火同时肆虐

如果说 1 月的澳大利亚被高温笼

罩， 2 月的澳大利亚则经历 “水火两重

天”： 东北部昆士兰州经历着严重洪灾，

而南部塔斯马尼亚州则更加诡异， 山火

肆虐的同时遭遇降雪。

澳气象局根据水位把洪水划分为 3

个等级，从高至低依次为“大洪水”“中度

洪水”和“小洪水”。昆士兰州已饱受将近

2 周的暴雨侵袭，一些地区已达到“大洪

水”级别。 因遭遇洪灾，昆士兰州著名景

点大堡礁也受到威胁。洪水流向大堡礁，

不仅遮蔽珊瑚礁的光线， 更会为啃食珊

瑚礁的棘冠海星提供食物来源， 部分

珊瑚礁正面临 “窒息”的威胁。

塔斯马尼亚州则陷入与昆士兰州

迥然不同的境况。 当地近 19 万公顷

土地遭受山火侵袭。 塔斯马尼亚州消

防局局长克里斯·阿诺德称 ， 将近

600 名消防员正努力控制火势。 山火

在部分地区已持续数周， 许多房屋被

大火吞噬。 目前， 塔斯马尼亚州仍有

34 处山火处于活跃状态。

在山火肆虐的同时， 塔斯马尼亚

州同时出现降雪天气。 塔州中部及西

海岸地区迎来降雪天气， 部分山峰甚

至有几厘米的积雪。对此，澳大利亚气

象局专家纳拉莫尔表示：“这种天气现

象十分‘疯狂’。 虽然塔州 2 月下雪是

反常现象，但也不是史无前例。每隔一

年我们在 2 月都可能看到塔州下雪。”

不过降雪对于缓解山火却是好消息，

气温下降、 湿度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可

以缓解当地的山火火势。

纳拉莫尔认为， 澳大利亚夏季天

气差异巨大， 主要有两个原因： 季风

和气压， “夏季从赤道吹来潮湿的北

风， 遇到澳大利亚内陆的凉爽南风后

会带来大面积的降雨和风暴现象。”

，年 10 月底， 欧盟国家都要集体
将时钟回拨一小时，即采用冬令时。这使
得入冬后本就缩短的白天更加短促。 11

月初 ，在纬度较高的地区 ，，天 4 点半
左右就逐渐被夜色笼罩起来。

从德累斯顿新火车站下车， 时间大
概是下午 3 时 30 分， 等我住进不远处
的旅店，收拾停当简装出门时，天已经完
全黑下来，此时时钟上显示的时间，却只
是下午 4 时 40 分上下。

阿尔伯特广场， 这里是德累斯顿新
城区的枢纽地带。在时间尚早的夜色中，

几个无所事事的年轻人坐在圆形广场的
一角，手握啤酒瓶不住狂饮，嘴里还不停
发出“德国！ 德国！ ”的吼叫，想必是游荡
在原东德地区、 声名狼藉的极端民族主
义分子了。初入广场时我茫然不知，竟在
他们旁边的长椅上坐了几分钟才离开，

倒也相安无事。

穿过马路， 进入德累斯顿外新城的
街道， 这一带有着许多很好看的巴洛克
式样建筑， 不过昏暗的灯光下我无法看
到任何建筑的完整轮廓。 指南书上介绍
的五光十色的街头小品无法找到， 不少
长相奇特、 眼神飘忽的身影倒在商店周
围闪烁。进到一家明亮的餐馆吃饭，发现
店主是一个蓄着大胡子的土耳其人。

从外新城街区中穿出， 走过竖立着
红绿灯小人的路口， 一束远处的车灯照
到阴暗的立交桥下， 墙壁上的涂鸦仿佛
咧着大嘴，宣示着它是这面墙的主人。

翌日清晨， 我打开所住的一楼房屋
的窗户，老友杜马正站在窗外。

杜马在德国生活 4 年有余，一个多
月前见面时， 约好一同前往原东德境内
的名城游览， 此时我们各自奔波数百公

里前来赴约。有会德语的杜马结伴，我在
德累斯顿的慌乱渐趋消散。

德累斯顿之所以被称为历史名城，

相当程度上得益于 18 世纪波兰国王兼
萨克森选帝侯奥古斯特二世在此地的建
设和经营。这位“强力王”欲仿效法国“太
阳王”路易十四，建设一座属于自己的凡
尔赛都城。经过数十年的打造，德累斯顿
逐渐成为一座辉煌的中欧城市， 城中宏
大风格的建筑， 使得人们将这座城市誉
为“易北河上的佛罗伦萨”。

杜马和我穿过易北河上的奥古斯特
桥，迈入老城区。初冬的阳光映照在茨威
格宫亭阁顶端的雕塑上， 让人想起凡尔
赛宫后花园的早晨。 宫旁的森帕歌剧院
头顶蓝天， 本就复杂精美的立面更显优
美多姿。 我们登上圣母教堂高耸的穹顶

俯瞰，城市全景尽在眼底，楼下街头艺人
站在马丁·路德雕塑旁弹唱，他口中传来
的美国小调虽与古典氛围格格不入，但
熟悉的旋律也足以给我们带来欣喜。

我们站在紧依易北河岸古老的布吕
尔平台远眺， 眼前的这条二战中盟军会
师的名川缓缓流过， 河水水量并不是很
大。 1945 年 2 月，德国在溃败前夕，盟
军对这座古城发动空袭， 这座巴洛克风
格城市化为一片废墟。转身回看，其实我
们刚才欣赏的那些端庄大气的建筑，几
乎都是战后甚至上世纪 90 年代才逐渐
修复起来的。

多年之后的 2009 年， 由于德累斯
顿政府在易北河上动工修建一座新拱
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破坏整体景观
为由， 宣布将几年前刚被列入世界遗产

名录的德累斯顿易北河谷除名———这是
世界遗产确立退出机制以来， 唯一一个
遭除名的文化类遗产。高大的黄色塔吊，

也成为使这座城市再次伤心的箭镞。

不过德累斯顿并未失去它的光彩，

绿穹珍宝馆内珍藏的精美宝藏可谓稀世
罕有，使观者无不默然赞叹。珍宝馆出入
口为隔绝外部空气的双侧玻璃门设计，

更让人切身感受到德累斯顿人对历史的
悉心呵护。

夜色已深的傍晚， 我和杜马从老城
走向不远处的中心车站，比起新城区，这
里显得明朗热闹一些。 我们眼前的德累
斯顿，混乱与精彩交错浮现，激进与稳重
互有相抵 。 这是一个统一近 30 年的
“新”德国，也是一个并不一定获得重生
的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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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今年澳网比赛期间，一位小朋友在喷着水雾的大风扇前降温。

左图：在美国，只要在极寒的户外待一会儿，眉毛、睫毛上就出现冰晶。

均视觉中国

■相关链接·芥川＆直木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