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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时钟钟拨拨慢慢11小小时时
□俄罗斯昨起永久使用冬令时
□北京与莫斯科时差5小时

多睡1小时

不再摸黑出门

时制调整后，莫斯科时
间比协调世界时（ＵＴＣ）由快
４小时变成快３小时，即由东
四区变为东三区，与北京（东
八区）的时差将由４小时变成
５小时。这是俄罗斯自２０１１年
采取永久夏令时以来又一次
重大时制变化。俄罗斯人对
时制的“纠结”始于苏联时
期，不少民众抱怨频繁调整
时间让人“周期凌乱”。而采
取永久夏令时期间，一些人
需要摸黑上班或送孩子上
学，感觉“压力山大”。

法新社称，短短1小时
之差，背后可能暗含着政治
因素。法新社将俄罗斯总统
普京描述为一个“很少在清
晨公开露面的人”，言下之
意即为，普京不怎么早起。
于是，一个“不怎么早起”的
领导人想改回冬令时。俄媒
报道称，普京此次重改冬令
时获得更多民众支持。

全俄民调中心近日披露
了一份有关冬夏时制的调
查，33%的受访者倾向于使用
冬令时，其中上了年纪的人
占大多数。赞成该观点的人
认为，使用冬令时早晨会更
亮。夏令时的支持者仅有
19%，以年轻人和大城市（除
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居民为
主。这些人不希望调整为冬
令时，称已适应按夏令时作
息。35%的民众支持一年两次
的时制调整。约48%的受访者
认为，俄罗斯应该实行统一
时制。45%的人认为应在此情
况下允许各联邦主体自主选
择适合的方案。

永久夏令时

只用了3年半

俄罗斯冬夏时制转换始
于苏联时期。苏联政府1981年
出于节能考虑引入夏令时制，
规定每年3月最后一个星期日
起全境时间拨快1小时，至10
月最后一个星期日改行冬令
时。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沿用
了这一制度。2011年3月，在时
任总统梅德韦杰夫的倡议下，
俄罗斯政府通过决定取消冬
夏时制转换，永久实行夏令
时。原因是频繁调整时间会让

人产生压力并引起生物周期
紊乱，甚至引发疾病。

不过，永久夏令时实行
后，争议声不绝于耳。一些人
抱怨自己的生活作息受到影
响，因为每天早上都必须从黑
暗中醒来，“像生活在极夜”。
随着时间推移，民意开始转
变，到了2013年支持永久夏令
时的民众已从超过60%锐减至
32%。永久夏令时在争议中执
行了3年多。今年7月1日，俄国
家杜马（议会下院）审议通过

“时间调整”法案，将全国时间
拨慢1小时。该法案当月9日在
俄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审
议通过，最终经普京总统签字
生效。不过，也有人提出不同
意见。俄罗斯科学院的专家指
出，夏令时对于降低电力使用
高峰大有裨益。俄联邦政府也
曾在一份官方声明中表示，转
变时制后大城市的工作效率
将降低。

时区将从9个

增加至11个

26日起，俄罗斯原本的９
个时区将增加至１１个。俄国土
面积超过1700万平方公里，是
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东西
长9000公里，横跨11个时区。
2010年3月，同样是梅德韦杰
夫担任总统时，俄罗斯把全国
11个时区缩减合并至9个，以
更有效管理这个世界面积最
大国家，促进经济发展。

调整时区后，最东面的
楚科奇自治区和堪察加州

“加入”位于它们西面的马加
丹州所在时区，与首都莫斯
科时差由原先的9小时改为8
小时。伏尔加河畔萨马拉州
和乌拉尔山脉附近乌德穆尔
特自治共和国“加入”莫斯科
所在时区，使用莫斯科时间。
位于西伯利亚地区的克麦罗
沃州与莫斯科时差由4小时
调整为3小时。

即便改为9个时区，俄罗
斯政府仍旧因时差出现了管
理纰漏。2013年5月，因时区
不同，俄罗斯国家统一考试
发生泄题事件。由于俄罗斯
国土横跨9个时区，而国家统
考是从每个时区的当地时间
10点开始的，这就意味着俄
远东地区的考生将比欧洲部
分的考生提前8个小时进行
考试。 （宗禾）

俄罗斯２６日起将实行永久冬令时，意味着俄
罗斯人不必再因一年两次的冬夏时制切换而打
乱生活节奏。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年７月签署一项
法案，规定从１０月２６日凌晨２时起采用永久冬令
时制，时钟拨慢１小时。

克里姆林宫网站消息，莫斯科时间26日凌晨
2点整，安装在克里姆林宫斯巴斯基钟楼上的自
鸣钟时针将由俄联邦保卫局工作人员用人工方
式拨慢1小时。

冬令时是在冬天使用的
标准时间。在使用日光节约时
制的地区，夏天时钟拨快1小
时，冬天再拨回来。这时采用
的是标准时间，也就是冬令
时。夏令时的历史由来已久。
1784年，富兰克林提出“日光
节约时制”。1908年，英国人韦
列再次提出。1916年，德国率
先实行夏令时，英国因为怕德
国会从中得到更大效益，紧跟
着也采取夏令时，夏令时节约
了约15%的煤气和电力，但为
弥补损失，电力和煤气公司也
将价格提高了15%。法国不久
也效仿实行。

1917年，俄罗斯第一次实
行夏令时，但直到1981年才成
为一项经常性制度。1918年，
参加了一战的美国也实行夏
令时，但战后即取消。二战时，
美国于1942年重启夏令时制，
1966年正式立法确定永久使
用。在1973至1975年石油危机
爆发期间，美国连续两年延
长夏令时制，以节省石油。
据了解，全球实行夏令时
的国家和地区超过70个，
欧洲各国已沿用几十年。
据统计，夏令时
制每天可为美
国节省起码1万
桶发电用油。新
西兰试验的结
果 是 省 电
3 . 5%、法国则
为4%。实际上，
在1986年4月，
中国国务院办
公厅曾发出《在

全国范围内实行夏时制的通
知》，要求全民早睡早起节约
能源。但这一夏令时制只实行
了6年，在1992年起停止施行。

在高纬度地区，由于夏季
太阳升起时间明显比冬季早，
夏令时确实能起到节省照明
时间的作用。而在低纬度地
区，夏令时作用不大。除了节
约了电，也让人们养成了早睡

早起的好习惯。此
外，夏令时开始和
结束时，人们必须
将所有计时仪器
调快或调慢；当
夏令时结束时，
某些时间会在

当天出现
两次，这些
都容易构
成 混 乱 ，
影 响 航
班 、火 车
的时刻。
（宗禾）

冬令时与夏令时

资料链接

日本或在百年内

毁于火山爆发

本报讯 英国《每日邮报》25日
报道，日本神户大学一项研究指出，
日本可能在未来一个世纪内毁于一
次大规模火山爆发，1 . 27亿居民将
几乎全部丧生。该校专家分析了日
本火山的喷发模式，并观察了九州
岛一个大型火山口，该火山在过去
12万年间共喷发过7次。据他们预
测，该火山一旦再次爆发，熔岩将吞
噬当地700万人口。同时，西风将大
量火山灰尘带至本州岛，毒云将使
该地无法居住，而岛上1 . 2亿居民将

“无望”获得拯救。
据该校铃木惠子及另外一名教

授推算，这一毁灭性火山爆发在未
来100年内发生的几率为1%左右。他
们表示，尽管这一几率看似极低，却
不容忽视，1995年，科学家估算神户
未来30年内发生大地震的几率为
1%，结果该地当年便发生7 . 2级地
震，造成6400人丧生。在该研究发布
前约两周，位于日本中部的御岳山
突然喷发，造成51人死亡。此外，此
前还有警告称，日本南部一座距核
电厂约64公里的火山出现活动增强
迹象，或将爆发。 据中国日报网

黑子群突现

太阳变成“麻子脸”

据新华社天津１０月２６日电 近
日，太阳表面突现一个面积很大的黑
子群，目前，正在向太阳边缘移动。天
文专家表示，黑子群的出现是太阳活
动剧烈的标志之一。就目前来看，本次
黑子群暂不会对地球和人类造成太大
影响。太阳黑子是太阳光球层上出现
的一种带有很强磁场的巨大漩涡状气
流，其亮度比光球层稍暗一些，形成相
对暗淡的黑斑，所以人们就形象地称
它为“太阳黑子”。

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长阎为国
介绍说，该组黑子群于何时生成不
得而知。它随着太阳自转于１０月１８
日出现在日面东边沿，并不断成长。
就２４日的观测情况来看，该组黑子
群相当于地球半球面积的３２倍，已
成为太阳第２３和２４两个活动周出现
的最大活动区，并伴有大量耀斑出
现。阎为国表示，如果伴随着正对着
地球的太阳大耀斑爆发，将会引发
地磁暴，地球两极会产生极光，影响
部分区域的卫星通信和无线电短
波。不过这种影响大多发生在高纬
度地区，中低纬度受影响的不多见。

迪拜公交日送黄金

鼓励民众乘公交

本报讯 据外媒引述《海湾新
闻》网站报道，作为庆祝11月1日公
共交通日的活动，迪拜政府表示，民
众若能于接下来的一周弃用私家
车，改为使用地铁及巴士等公共交
通工具代步，就有机会通过抽奖及
其它惊喜方法，获赠4公斤黄金。报
道称，迪拜当局将送出包括黄金在
内总值27 . 5万美元的奖品。

迪拜除了盛产石油，也是民众
拥有汽车比例最高的地区之一。统
计显示，当地平均每个家庭拥有2 . 3

辆汽车，但只有13%民众使用公共
交通工具，因此迪拜不时出现严重
的交通挤塞。此次并非迪拜首次以
黄金刺激民众去解决社会问题，由
于阿联酋逾半人口超重，为鼓励人
民重拾健康生活方式，迪拜去年推
出“体重是金”活动，胖子在30天内
每减肥1公斤，便可获得1克黄金。

据中国日报网

2010年3月至2014年10月，俄罗斯的9个时区。

俄罗斯原有的11个时区。

克里姆林宫斯巴斯基钟楼。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卫星拍摄
的太阳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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