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3观察窑评论 编辑尧版式院张其瑶 温新红 校对院王心怡 圆园11年 4月 18日 星期一

栽藻造押渊园员园冤82619191-8106 耘原皂葬蚤造押qyzhang岳泽贼蚤皂藻泽援糟灶 xhwen岳泽贼蚤皂藻泽援糟灶

每周视点

日核污染将改变全球气候谈判格局
回顾全球气候谈判的全过程袁可

以发现袁 对中国等发展中大国施加压
力最大的国家袁 除了众多抵抗自然灾
害能力弱小的海洋岛国外袁就属法国尧
日本等那些版图相对狭小尧 发展核电
最多的核能源优势国家了遥 这些核能
源优势国家为了遏制中国等发展中国
家袁 以利用传统的化石燃料过多增加
了二氧化碳的排放为借口袁 利用自己
在国际政治和经济舞台上的发言权袁
要求发展中国家节约传统能源的使
用袁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袁共同承担应
对气候变化的约束性义务遥 减少温室
气体的排放袁 途径只有两种院 一是节
能袁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曰二是大规模
地发展核能源等所谓清洁的能源遥 在
这两方面袁 核能源优势国家在技术上
占有绝对优势遥 它们逼迫中国等发展
中国家野转变发展模式冶袁除了希望免
遭那种可能发生的全球性温室效应
外袁 难以排除其高价转让气候变化应
对技术和设备给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
商业目的遥
片面地强调或者露一手尧 遮一手

是核电优势国家在全球气候谈判中一
贯的手法遥 它们只对中国等发展中大
国渲染大量燃烧化石能源产生二氧化
碳的生态危害袁 而闭口不谈这种危害
只是一种可能袁 至今仍然具有科学上
的不确定性遥 它们也闭口不谈核能源
技术的大力推广可能带来的全球核污
染甚至全球生态灾难性的行为危害遥
日本的核电站泄漏污染事件揭开了核
电所谓的野清洁能源冶的面纱袁既暴露

了核能源对区域甚至全球环境安全的
高度危害风险性袁 也揭示了核能源优
势国家的谈判欺骗性遥 核能源的核辐
射危害风险袁 丝毫不亚于二氧化碳可
能带来的全球变暖灾害遥 由于核能源
优势国家在气候谈判中目的不是那么
纯正袁 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担心自己
的发展权益可能在下一步的谈判中被
限制袁因此袁只要能够找到一丝不利于
核能源等主流 野清洁能源冶 的不利证
据袁 驳斥发达国家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的主张袁 发展中国家就能在全球气候
谈判中借题发挥袁据理力争袁以维护自
己的发展主权遥本人认为袁基于以下事
实或理由袁 核能源高度的环境危害风
险性将不可避免地进入全球气候谈判
的视野袁 并得到发展中国家政府和发
达国家民众的高度重视遥

首先袁核能源不安全袁对区域甚至
全球生态有灾难性的威胁袁 核能源优
势国家理应承担特殊的安全发展法律
义务遥目前袁历史已经记载了两个产生
区域生态大灾难和全球环境风险的典
型例子遥 一个是 1986 年前苏联切尔诺
贝利核电站事故袁 另外一个是最近发
生的日本核电站泄漏污染事件遥 这两
个事件都引起了相对区域的民众恐
慌袁引起了全球各国的高度关注遥如截
至目前袁 我国所有的省市和离日本遥
远的美国都检测出了来自日本故障核
反应堆的放射性物质遥 一些科学家担
心这会引起全球性的生态灾难遥 日本
发生了核灾难袁 中国也丧失了一些利
益袁如辐射监测尧协助应急和预防辐射

所发生的费用遥 因为核能源优势国家
发展核能源的风险行为使中国甚至全
球丧失利益袁 是不是需要制定一些条
约对这些核能源优势课以特殊的法律
义务予以限制呢钥 在全球气候谈判之
中袁 核能源优势国家只谈自己发展核
电对防止全球气候变化作出的贡献袁
却对此产生的另类全球环境影响闭口
不谈遥这种现象需要纠正遥纠正的措施
是要求核能源优势国家适度发展核
电遥适当发展核电袁必然地要求它们关
闭一些核电站遥 所产生的能源供给缺
口只能靠火电等化石能源来弥补遥 这
意味着袁 各国能源的环境安全提供模
式袁 必须是核能源和化石能源并重的
模式遥
其次袁核能源虽然是低碳能源袁但

它的高污染性得到全球公认袁 而且发
生了两次大规模的全球生态威胁遥 由
于包括二氧化碳在内的 7 种物质导致
全球性温室效应的观点没有得到科学
的确切证明袁因此 1992 年的叶气候变
化框架公约曳 中并没有明确二氧化碳
的排放与温室效应之间的因果关系遥
但为了防止全球气候出现不可逆的变
化袁就规定了气候变化风险预防原则遥
截至目前袁全球是不是真的变暖了曰即
使变暖了袁 到底是不是由这些物质引
起的袁仍然还有广泛的争议袁没有得到
国际社会的公认遥 特别是 2010年初发
生的英国科学家邮件外泄事件袁 足以
让发展中国家怀疑全球变暖是发达国
家特别是核能源优势国家的骗局遥 相
比而言袁 核能源污染的全球威胁是现

实的和明确的遥 而核能源优势国家却
只重视其他国家高碳能源可能导致的
全球气候变化袁 而忽视自己大力发展
核能源导致的结果确切的全球核污染
危害袁是否正常钥
再次袁温室效应与核能源污染的威

胁都是因满足能源需求和消耗引起的
环境问题袁都具有全球性袁都可以导致
灾难性后果遥 对于一个目的导致的两
方面问题袁我们不能只重视气候变暖威
胁而忽视核能源污染威胁遥 这两方面
的威胁应当在一个国际谈判大协议中
一并予以平衡解决遥 而目前袁全球只针
对温室效应制定了约束各国发展方式
的叶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曳及其议定书袁
而没有针对核能源污染风险袁制定约束
各国发展方式的国际条约袁因此袁国际
能源环境风险条约具有片面性遥 由于
片面发展化石能源会产生全球温室效
应威胁袁片面发展核能源也会产生全球
性的生态威胁袁因此袁全球应当制定一
个大的框架公约袁把核能源和化石能源
都纳入进去袁予以均衡规范和制约遥 达
成此意向后袁各国应当修订叶气候变化
框架公约曳袁使其与大的框架公约相协
调遥 这种必要性袁在日本因海啸发生辐
射泄漏事件后显得尤为必要遥 目前袁法
国等核电优势的国家一直叫嚣要对中
国等国家征收碳关税袁以限制中国的国
际贸易遥 在大的框架公约没有形成的
情况下袁对于那些核能源优势国家采取
的单方面制裁措施袁中国等国家可以利
用国家主权采取平衡措施予以纠正遥
如果那些核能源发达的国家对中国的

产品和服务征收碳关税袁 我们可以通
过核污染风险税予以对抗遥

第四袁 日本核污染发生之后各国
开始重新重视化石燃料的利用袁 全球
气候谈判会陷入困境遥日本尧美国等国
家的经济学家指出袁 日本核辐射泄漏
事件之后袁 全球化石燃料的燃烧会达
到一个新的高峰遥目前袁德国作为核电
优势国家袁 在日本核辐射泄漏事件后
关闭了 5到 7 座陈旧的核电站袁 法国
也准备关闭几座核电站遥 不准备关闭
的国家袁 也发生了大规模的群众聚会
抗议事件遥 德国作为核电和化石能源
并重发展的国家袁 也改变对核电的态
度袁 会对其他准备大力发展核电的国
家产生巨大的冲击遥这意味着袁在未来
几年袁 全球范围内根本无法实现减排
目标遥相反地袁各国的化石能源消耗会
增加袁二氧化碳的排放也会增长遥相对
应地袁 全球气候变化谈判会遇到前所
未有的阻力遥 这种阻力不仅会来自依
赖化石能源的发展中国家袁 可能也会
来自核能源优势国家的人民袁 因为他
们担心自己的家园因为本国过度强调
低碳经济而遭到核污染遥 因为阻力巨
大袁在叶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曳基础上袁无
论是采取单轨制还是双轨制的谈判方
式袁 继续达成协议的可能性非常非常
小遥 也就是说袁基于叶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曳的气候变化谈判基础正在丧失遥我
们希望提出一个新的国际谈判动议袁
均衡核能源和化石能源的利用袁 既预
防全球变暖袁 也把全球的核污染风险
降到最低遥

第五袁 日本的核辐射泄漏事件会
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气候变化应对立
法的进程和方向产生影响遥 以中国为
例袁 日本因海啸发生辐射泄漏事件之
后袁叶气候变化应对法曳 的起草思路和
制度建设会作相应调整遥 这种调整会
以统筹气候变化和核污染风险为基础袁
均衡发展核能源和化石能源袁不再是先
前的片面地强调低碳经济发展目标遥 因
为如此袁叶气候变化应对法曳草案原先初
步设计的立法目的尧管理体制尧基本原
则尧法律制度会有大的变化遥 譬如袁针对
那些对中国征收碳关税的国家征收核
污染风险税或者其他相关的税收可能
会进入监管措施或者法律责任部分遥 这
可能是核能源优势国家所不愿意看到
的遥 但是袁这并不表明中国不会在节能
减排方面作出贡献遥 相反地袁中国为了
促进可持续发展袁最近公布的野十二五冶
规划就要求袁非化石燃料的利用由能源
结构的 8%左右提高到 11%遥

以上五个方面的事实和理由一旦
成为全球变化谈判的议题袁 并被发展
中国家或者不愿意减排的发达国家所
利用袁各国基于现有的认识和利益袁达
成下一步协议的可能性越来越小遥 全
球气候谈判的目标尧 全球能源的发展
格局以及所有国家的相关权益和义务
可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遥相对应地袁各
国基于新的共同认识和利益基础袁形
成均衡规范核能源和化石能源的新条
约的可能性越来越大遥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

究所教授）

要想成为世界 野一流冶
大学还不如首先成为世界
野一牛冶学校袁像老牛那样踏
踏实实袁勤勤恳恳地耕耘遥

要要要毛宁波渊个人博客冤

专家与砖家袁教授与叫
兽袁精英与精蝇袁老百姓还
是分得清的遥

要要要人民网网友

红十字会的 野万元豪
宴冶袁刺伤善心遥

要要要周蓬安评叶网贴称
上海卢湾红十字会一顿饭
花 9859元曳遥据叶新京报曳报
道袁微博博友肖雪慧转发微
博袁贴出了一张付款单位为
野上海市卢湾区红十字会冶
的餐饮发票袁 这张消费了
9859 元的发票一经公布 袁
很快被上万博友转发遥上海
市卢湾区红十字会表示袁会
迅速调查此事袁 并公布结
果遥 渊个人博客冤

只有那些对自身容纳
冲突能力极其自卑的城市袁
才会在盛大活动面前方寸
大乱袁胡乱地向辖内的民众
展示肌肉袁让老百姓口中有
怨言胸中有怨气遥

要要要汤嘉琛评深圳野驱
逐冶野治安高危人员冶遥 据报
道袁 深圳警方日前宣布袁为
了大运会安保袁有 8 万余名
野治安高危人员冶 被清出深
圳遥 面对质疑袁深圳警方回
应说袁 这些人是自行离开遥

渊个人博客冤

约谈只是控物价尧防通
胀的权宜之计遥

要要要谭浩俊评发改委
约谈企业尧行业协会控制物
价遥 据媒体报道袁为了控制
物价上涨尧 抑制通胀预期袁
国家发改委近期已经约见
了康师傅和联合利华等食
品尧日用化学品企业以及华
润雪花尧青岛尧燕京尧百威等
啤酒巨头遥 4 月 2 日袁又会
同商务部约请了 17 家行业
协会负责人袁召开重要消费
品行业协会座谈会遥

渊个人博客冤

农民想往城市里挤袁土
地更想往城里挤遥

要要要卞洪登渊个人博客冤

阴常纪文

三言两语

学人笔谈

全球社会已经进入到风险社会遥 最
近袁由地震和海啸引发的日本核泄漏事
件引起全球关注袁给我国核电发展提出
了警示袁 需要我们去反思这样的问题院
中国核电站安全吗钥

当然袁 从过去以及现在的表现看袁
中国的核电站是安全的袁因为还没有发
生什么事故曰但是袁这并不意味着中国
核电站不存在安全隐患袁也不意味着中
国核电站在未来是安全的遥 其主要原因
在于袁 核电站的安全取决于核电站决
策尧设计尧建造尧运行及其善后的全过
程遥 从这个过程看袁行动主体应该既包
括政府尧科技专家尧企业袁也应该包括公
众袁 其主要原因在于公众是纳税人袁是
核电站成本渊至少是部分成本冤和风险
的承受者遥

但是袁较长一段时间以来袁核电站
的参与主体主要是政府尧企业和科技专
家袁忽视了公众和媒体遥 如此袁有关核电
站的决策尧设计尧建造尧运行以及安全的
评估袁就成了政府尧科学家尧企业的行
为袁成了这几个利益集团之间追求各自
利益的寻租和相互博弈遥

某些政府官员片面追求 GDP的倾

向袁相关企业的利益追逐袁科学家尤其
是政府科学家和产业科学家个人利益
的诉求袁使他们形成一个利益紧密的链
条和统一战线袁加入到对核电站的收益
和安全过度辩护的行列袁用核电站的收
益张扬遮蔽了对核电站的安全怀疑袁这
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中国核电站建设过
程中的科学性和民主性遥

公众对核电站建设的全过程袁尤其
是它的安全性袁 基本处于无知状态袁在
公众那里袁核电站成了一个野黑箱冶袁成
了一个无需对其怀疑就可以而且应该
接受的东西遥 在这种情况下袁通过公众
民主的参与来预防及减少核电风险的
制度安排根本不能得到充分体现袁中国
的核电安全又如何得到保证呢钥 在这次
日本核电事故发生之后袁俄罗斯就强调
了公众和媒体参与核电建设及安全保
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遥

上述状况的存在也导致了我国在
核电站安全传播上的不当遥 具体而言袁
就是某些政府官员尧企业和科技专家占
据话语权袁公众处于野失音冶状态遥 由此
导致的结果是院 对核电站发展的优势尧
必要性尧确定性尧安全性强调得太多袁给

予了大量辩护袁 而对核电站的劣势尧非
必要性尧不确定性尧非安全性说得太少袁
在科学知识的普及上呈现出极端的不
对称和不科学遥

例如袁有人认为袁野中国的核电站没
有出过事袁 中国的核能利用是很安全
的冶袁实际上袁野过去并不代表未来冶曰有
人认为袁 野任何行业都存在着安全问
题袁 相对而言核能应该是一个很安全
的行业冶袁实际上袁核能风险并非常规
风险袁 它和其他行业的安全性不能在
同一个意义上来谈论曰 还有人认为袁
野核能是一个清洁尧 安全尧 绿色的能
源冶袁野核电站发生事故的概率是非常
小的袁核电是安全的冶袁这就无视核电
利用的环境风险和健康风险袁 并且把
概率为小的事件当成了概率为零的事
件袁 把概率小的事件当成了风险小甚
至没有风险的事件遥

不可否认袁 为了保证核电站安全袁
我们已经在设计技术上采取了野四重保
障冶袁防止放射性物质外逸曰在出现可能
危及设备和人身安全时袁进行了野多重
保护冶遥 而且袁在核电站的建设和运动过
程中袁我们还有着严格的质量保证体系

和内部外部监查制度等遥
但是袁 仅凭这一切就能保证核电

站安全吗钥 有人对此持肯定态度袁认
为袁野中国的核电站有多种品质袁 多种
保护体系袁所以袁中国的核电站是安全
的冶遥真的如此吗钥如果是这样袁为什么
在技术和管理等各个方面都强于中国
的发达国家的核电站袁 如日本的核电
站袁还会出现这样那样的事故呢钥科学
不等于技术袁技术不等于工程袁理论不
等于实践袁理想不等于现实袁现实永远
比理论更复杂袁 出现风险的现实情境
永远是无限多样的遥可以说袁核电站在
广阔的时空是可能存在风险的要要要由
技术因素引起的和由非技术因素引起
的袁 它们永远也不能被核科学所完全
认识袁被核技术所充分防范遥 这是我们
应该切记的遥

事实上袁核电站安全既取决于核电
站建设及运行的技术方面袁也取决于核
电站建设及运行的非技术性方面遥 在目
前中国普遍存在急功近利尧 浮躁冒进尧
贪污腐败尧急于求成尧追逐利润的背景
下袁在食品安全尧工业生产安全尧建筑安
全事故频发的现实下袁我们又怎么能够

保证核电站建设及其运行过程中不出
现野三聚腈氨冶尧野苏丹红冶尧野瘦肉精冶呢钥
我们怎么能够断言中国的核电就是安
全的呢钥

更重要的是袁核电站的风险还不仅
仅在于核电站的环境风险和健康风险袁
而在于由核电站特殊的环境风险和健
康风险所可能引发出来的一系列其他
的次生风险遥 这种风险包括社会心理风
险尧经济风险和政治风险等袁它导致的
可能是人心不安袁谣言四起袁经济秩序
混乱袁甚至社会政治动荡遥 关于这点袁这
次由日本核电站事故所引起的我国野抢
盐冶风潮已经初露端倪遥

这启示我们袁我国政府在进行核电
站决策尧设计尧建造尧运行以及相关的风
险评估尧防范尧预警以及善后中袁应该充
分地考虑到这一点袁应该明确核电站安
全问题事关中国和谐社会建设以及长
治久安袁要高度重视核电站安全风险以
及可能引发的次生风险袁 制定相应的尧
切实可行的对策袁给予积极应对遥 这是
本次日本核电站事故野福岛冶成野核岛冶
给我们的最大警示遥

渊作者为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冤

日本福岛核危机不仅仅是技术性
的科技危机袁 也是社会性的文化危机曰
应该提醒我国野核安全冶及其伴随的野安
全文化冶问题袁尽早地列入有关部门和
社会文化建设的议事日程遥

早在 1986年袁IAEA国际核安全咨
询组渊INSAG冤提交的叶关于切尔诺贝利
核电厂事故后审评会议的总结报告曳中袁
就提出了 野安全文化冶渊Safety Culture冤的
概念曰5年后又发表专著叶安全文化曳遥 这
在核工业界引起了广泛重视和认同袁野安
全文化冶 的社会建设和评审工作成为人
类保障核安全袁进而未雨绸缪实行野纵深
防御冶的重要措施与核心理念遥

这里的野安全文化冶袁指的是存在于
核工业界各单位与个人中的种种特性尧
态度及其产业化实践的总和曰这种概念
首先要求核电厂的安全问题必须保证
得到全社会的重视遥 它强调的既是态度
问题袁也是体制问题袁既和工商单位有
关袁同时又和民众个体有关曰尤其还必
然地牵涉到处理所有核安全问题时袁单
位与民众应该具有的正确理解能力和

必须保障的执行能力遥
上世纪 70年代之前袁 为防止事故

发生并限制事故的后果袁核电站在设计
上已经采取了许多野自以为是冶的设备
和措施遥 但其设计的前提是认为院所有
的意外均在设计考虑中袁成熟而理性的
操作员按照规程正确操作袁从而能够保
障安全遥 但是袁三里岛和切尔诺贝利的
两次核事故袁改变了这一观念遥 经过三
里岛事故袁人们认识到出现操作员误操
作的可能性曰而切尔诺贝利事故袁则进
一步说明紧急情况下袁 安全文化对于
野核电冶 时代国际社会的公共安全将发
挥着不可替代的决定性作用遥早在 1979
年袁美国核管理委员会凯莫尼报告就指
出三里岛事故发生前的几分钟里袁野100
多个冶警报突然响起袁但是该电站没有
哪种系统能把这些野重要信号冶从其他
野无关紧要冶的信息里查找出来遥 美国核
管理委员会认为院野在一种快速变化的
复杂的事故环境下袁人和机器之间的互
动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遥 冶渊凯莫尼报
告袁美国核管理委员会袁1979年冤

一般认为袁 这次袭击日本的核危机
导源于野地震冶尧野海啸冶等自然灾害曰但核
污染的野恐怖冶中的确包含人为因素遥 野地
震冶尧野海啸冶等自然灾难释放出的野去人
性冶渊dehumanized冤因素显示袁不能完全归
咎于大自然袁 必须或者说应该联系于日
本经济社会发展野规划冶本身的失误遥

现代科技发达袁 世界距离缩短袁二
战结束以后袁 日本突破自给自足的制
约袁率先创造了远离资源尧原料尧市场等
天然条件较差国家经济繁荣的奇迹曰于
是亚洲野四小龙冶效法野外向型经济冶发
展成功袁继而中国改革开放袁飞跃崛起曰
印度加速跟进遥 可是袁都很少反思日本
饥不择食地寻找能源尧过分依赖高科技
的工业化似乎走上了不归路袁现在寻找
转弯的方向都难以为继遥

日本遭受野金木水火土冶同时野发
难冶的规模空前的强震尧海啸尧水灾尧火
灾尧核灾袁导致房屋尧车辆尧船只以及基
础设施的大毁坏袁死亡逾万人尧难民几
十万袁缺电尧缺粮尧缺渊饮冤水等等遥 但必
须承认袁基本没发生任何抢劫和社会骚

动袁尤其是全国人民不需政府号召而自
动节约用电袁开始显示出新的消费理念
与生活模式的野思想价值冶取向要要要尽
管有点为时已晚遥这就是活生生的人类
野安全文化冶浴 不撞南墙不回头袁联系欧
美等西方国家的生活方式袁比如院在当
今的现代化生活中袁野空调冶 门窗紧闭袁
人们与大自然的四季变化相隔绝袁在美
国室内袁许多场合下袁人们夏天须穿毛
衣袁而冬天却穿汗衫与短裙遥 这种反常
渊本质是反自然规律的冤现象袁直接造成
超量的电力浪费遥核能发电当然是科技
发展的进步与人类生活的福音袁不应舍
弃曰可就是由于野电能源冶的社会需求猛
增袁才使日本铤而走险袁在地震频发的
地带搞核电袁遇上灾难就必然是野雪上
加霜冶遥

问题是袁我们的政府官员和有关人
士怎样吸收历史的教训钥 野好的文化脑
袋袁核安全文化脑袋冶表现在哪里钥 有什
么具体举措和行动钥 这绝不能单靠个别
人的野表态冶和野许愿冶遥 值得一提的还
有院 当年三里岛事故在美国引起恐慌袁

还与其时刚刚放映过电影 叶中国综合
症曳有关遥 这部简方达主演的电影讲述
一位女记者拍到某核电站控制室发生
了名为野中国综合症冶的故障袁而核电站
却在事故隐患没有排除的情况下继续
发电要要要这几乎与三里岛事故完全类
似院急救的堆芯冷却系统失灵了袁燃料
将继续被辐射热熔化袁这些热量也会熔
化包含燃料的容器袁炙热的液态燃料将
在钢容器的底部聚集曰但核电厂并不停
止运行遥 最野要命的冶是电影设置场景显
示院液态燃料仍在继续变热袁高温熔穿
了反应容器和容器建筑的混凝土基底
并穿过地壳一直向下袁野直到地球另一
面的中国噎噎冶

然而袁我们更应该设问院为什么把
带病工作的核电运行定义为野中国综合
症冶钥 现实中的将来袁会不会出现野中国
综合症冶里的情况钥有什么依据钥这的确
需要中国决策者都有 野好的文化脑袋袁
核安全文化脑袋冶袁来认真地想一想遥

渊作者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情报学
系教授冤

不要让我国的核电站成为“黑箱”

阴肖显静

核危机与安全文化

阴刘为民

■在全球气候谈判之中，核能源优势国家只谈自己发展核电对防止全球气候变化作出的贡献，却对此产生的另类全球环境影
响闭口不谈。这种现象需要纠正
■不能只重视气候变暖威胁而忽视核能源污染威胁。这两方面的威胁应当在一个国际谈判大协议中一并予以平衡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