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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 化殃及日本自然地  
 

日本最有名的两个自然地标——樱花树和古老的山毛榉森林，
正在受到气候变化的威胁。如不给予重视，已有几千年历史的山毛
榉森林极有可能在本世纪末消失，而樱花树也不会再在春天开花。 
 

日本气温的上升已经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如果按照现在的变暖趋势，其
气温的上升预计会达到 5℃左右（3.5℃ - 6.4℃）。日本的极端天气事件日益
频繁，如极端炎热的夏天和洪水，它们威胁的不仅是人类的生存，还有该国最
重要的自然地标——樱花树和山毛榉林。 

 
位于日本北部白神山地的山毛榉森林是世界遗产地，它以动画电影“幽灵公

主”中的精神家园而闻名于世。但是如果不采取行动，预计到本世纪结束时，该
森林的面积将锐减 80%。 
 

作为一个在山毛榉森林居住了超过 50 年的冬季猎人（matagi），Mr. 

Mitsuharu Kudo（工藤光晴先生）说：他无法相信山毛榉森林会有可能在数十年
之内消失。“我认为我们要共同承担起责任，将这 8000 年的宝贵财富继续传承
下去。山毛榉森林是植被、动物和海洋的母亲。即使我们保持温度升高低于 2°
C，山毛榉森林也许仍然难以适应这种变化，但是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么精
神家园将濒临灭亡。” 

 
日本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樱花，它的重要性反映在日本生活的文化、传

统和艺术的许多方面，如果按照现在的变暖趋势，它的花期将提前 14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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