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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球注册
的化学品已超过 700
万种，然而其每年仍
以 1000 多种的速度
持续增加。化学品一
旦进入环境，即有可
能成为污染物，对人
体健康和生态安全构
成严重威胁。

阴本报记者 朱广清
化学工业是我国重要支柱产业，

但频繁发生的化学品污染事件不时
让这个行业蒙羞。

据新华社报道，9 月 2 日下午，
四川乐山市中区棉竹镇一化工物流
公司内，一辆载有三氯氢硅的罐车出
现泄漏，随即发生爆炸和燃烧，并引
燃旁边一辆罐车。伴随滚滚浓烟，有
毒气体迅速扩散，导致现场和周围
21人不适送医，其中 2人被诊断为
中度中毒。
“如何加强对化学工业的监管、

监测和风险评价，兴其利、避其害，是
我们的重要任务之一。”日前，中国工
程院院士、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研究员
魏复盛，在第 22届多国仪器仪表学
术会议暨展览会上应邀作报告，呼吁
高度关注化学污染物。

据介绍，我国市场使用的化学品
约 10万种，其中大量使用的有 1万
多种，包括医药、农药、化肥、塑料、人
造纤维、家居材料、日用化工、食品添
加剂等。在生产、贮存、运输、使用以
及废弃、排放等过程中，都可能产生
安全问题和环境污染问题。

以 2007年我国吉化公司硝基苯
与苯胺厂爆炸致 8人死亡、70多人受
伤，松花江、黑龙江遭受污染为代表，
近年来，一系列因化学污染导致的环
境突发事件令人记忆犹新。

在诸多危险化学品中，魏复盛特
别介绍了二噁英（多氯二苯并二噁英
与多氯二苯并呋喃的统称）：
“上世纪 60年代，美国在越战中

使用落叶剂，引致二噁英污染，当地
人癌症高发，畸胎、怪胎生育毒性显
现。而遭其毒害的还有美国越战老
兵，他们的妻子流产率上升，子女先
天性缺陷率增加 30％。”

魏复盛介绍说，二噁英是已知毒
性最大的化合物，其毒性比氰化物大
1000倍。多氯二苯并二噁英有 75个
同系物，其中 2,3,7,8-四氯二苯并二
噁英（简称 TCDD）毒性最强，是一级
致癌物；而多氯代二苯并呋喃有 135
个同系物，其毒性以 TCDD 当量计
算。二噁英污染源自诸多工业过程和
燃烧过程，主要来自 17个行业，依次
为：再生有色金属、炼钢、废物焚烧、
铁矿石焙烧、铸铁生产、炼焦、遗体火
化、制浆造纸等。

重金属污染是化学污染的重要

方面，“已成影响可持续发展、社会和
谐稳定的重要因素”。魏复盛表示，近
几年，我国四川、陕西、湖南、河南等
地金属冶炼熔炼厂附近，发生多起血
铅中毒事件，中毒者血铅高达每升
200～500微克，且引发多起群体性事
件。

研究表明：距污染源越近、大气
污染越严重，人体血铅浓度越高，学
生智力越差。世界卫生组织（WHO）
规定，血铅中毒诊断标准为每升 100
微克。一项世界 5国儿童血铅水平比
较研究显示，美国、加拿大、印尼、南
非儿童血铅平均水平分别为 36、
15.7、86、119，而中国为 92.9，超出世
卫组织有关血铅中毒诊断标准每升
100微克的 1/3。

目前，我国已颁布“十二五”重金
属污染防治规划，重点治理重有色金
属采选冶、加工制造等行业，以期从
根本上遏制重金属污染。

农业领域的化学品污染尤其值
得关注。据魏复盛介绍，我国每年农
药中毒死亡者约 1万人，急性中毒者
约 10万人。不仅如此，农药在喷洒过
程中进入大气、土壤和水体，会从源
头上影响食品安全。

中国工程院院士魏复盛：

化学危险品监管
应兴利避害

这个暑假，苏州大学金螳螂建筑与城市环境学院的学生又经历了一次大开眼
界的境外游学。8月中下旬，当 50多名学生陆续从美国和港澳地区返校时，他们的
行囊里不仅有各式礼物，更有价值的是笔记本上的标记、草图、文字，相机中更是装
满了各地建筑胜迹的丰姿隽影。

据相关人士介绍，让学生出国开眼界，图的就是造就几个有卓越眼光和创新能
力的英才，“设计能力的提升仰仗着一些非智力因素的支撑，眼界和悟性常常在与
实践碰撞的火花中形成。” （孙宁华）

学生在香港艺术中心参观。

院士之声 本报北京 9月 4日讯（记者
陆琦）国家海洋局日前认定康菲
石油中国有限公司“两个彻底”
没有完成，蓬莱 19-3油田溢油
事故属责任事故，并责令蓬莱
19-3全油田停注、停钻、停产作
业。

现场监视监测核查表明，蓬
莱 19-3油田 C平台海床残留油
污未彻底清理，附近仍有油花持
续溢出，并有油带存在；B平台附
近溢油采取集油罩回收的方式，
也不是根本措施。因此，对溢油源
的彻底封堵没有完成。

蓬莱 19-3油田溢油事故联
合调查组初步认为：造成此次溢
油的原因，从油田地质方面来说，
由于作业者回注增压作业不正
确，注采比失调，破坏了地层和断
层的稳定性，形成窜流通道，因此
发生海底溢油。联合调查组认定，
由于康菲公司没有尽到合理审慎
作业者的责任，蓬莱 19-3油田溢
油事故属于责任事故。

国家海洋局称，通过对溢油
事故的全面调查可以认定，康菲
公司在蓬莱 19-3油田长期油气
生产开发中，破坏了该采区断层
的稳定性，且截至目前对溢油源
的彻底封堵没有完成，如维持现
有开发方式可能产生新的地层
破坏和新的溢油风险。

鉴于此，国家海洋局责令蓬
莱 19-3全油田停止回注、停止钻
井、停止油气生产作业，作业者必
须重新修订总体开发方案，报有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解除“三停”。

与此同时，根据《海洋环境
保护法》关于海洋生态索赔的规定，国家海
洋局将代表国家对康菲公司提出生态索
赔。目前，相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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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本报记者 王卉
当前形势下，这无疑是最经济的调

水方案。
由于我国地域上不时出现的干旱灾

害以及华北、西北缺水的实际状况，近一
段时间，南水北调话题似乎更加受到人们
的关注。
“我们认为应该延长南水北调中线

调水链，替代东西‘二线’作用。”日前，在
接受《科学时报》记者采访时，中科院地
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原中科院
水问题联合研究中心副主任陈传友表
示。他长期从事南水北调工作研究。

远近结合的组合方案

陈传友介绍，根据国情、水情，预计最
近几年南水北调中线调水可抵北京、天津
地区；东线由于沿途水质污染严重，目前一
段时间，主要精力投放在防污、治污方面；
西线工程艰巨复杂，加上水源有限，工程难
度较大，目前尚处深化与准备阶段。

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陈传友研究
组一直在前人研究工作基础上，对东、
中、西三条调水线路进行优化尝试。

其初步研究成果，陈传友表示，是一
整套由近及远、远近结合，既改善当代人
的用水———含生活、生产、生态用水，又

不影响子孙后代开发利用能力的、分区
分批的、相互关联的组合方案。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试图用“四横
一竖”的调水格局，替代目前南水北调
“四横三竖”的调水格局。前者是用一条
延长至三峡水库后的中线，把长江干流
（含三峡水库、丹江口水库）、淮河流域、
黄河流域、海河流域串联起来的调水格
局，代替由东、中、西三条人工渠道分别
串联以上四大流域的调水格局。

长江三峡水库位于丹江口水库以南
约 120 公里的长江干流上，正常高 175
米，与丹江口水库正常高 170米，仅相差
5米。 （下转 A2版）

阴伍加
9月 2日，武汉一位 88岁的老人在

离家不到 100 米的菜场门口迎面摔倒，
围观者无人敢上前扶他一把。1 个多小
时后，这位老人因抢救不及时，鼻血堵塞
呼吸道窒息死亡。（9月 3日《楚天都市
报》）

旁观者的冷漠实属不该，但这种冷
漠也绝对不是没有缘由。2006 年 11 月
20日，南京市民彭宇陪同一名在路上跌
倒的徐姓老太太前往医院检查，发现徐
老太太骨折。徐老太太随即向彭宇索赔
医疗费，说是彭宇撞倒了她。随后的诉
讼、判决结果是：彭宇赔偿老太太 4万元
人民币。

就在前些天，南通汽运集团飞鹤快
客公司司机殷红彬在驾驶途中，看到一
老人摔倒在高速公路张黄立交桥上，他
将车停稳后，下车将老人扶起。然后将老
太交由路过村民送医。老太石某随后指
认殷红彬是肇事者。

万幸的是，殷红彬的大巴车上安装
了车辆监控摄像头，警方调出录像后发
现，殷红彬是主动停车，救助老人，应该
受到表扬。

但应该追问的是，那位反咬一口的
老太太，是不是应该为自己倒打一耙的
行为承担责任？

今天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与几十年
前相比，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热心助
人者反被诬告，见义勇为者屡遭牵连。这
让人们心中残存的积德行善之心、友爱

互助之风荡然无存。新的婚姻法及其他相
关的法律条文也在推波助澜，一步步把人
与人之间的自然联结变成赤裸裸的金钱
关系。

我们姑且把南通那辆大客车上的摄
像头看成高科技产品。看来高科技产品
的确能还人清白。类似的案例还有被判
坐牢多年的强奸犯，最后用 DNA检验证
明是无辜的人。随着科技不断发展，新的
高科技产品必将有助于各类刑事案件和
民事案件的侦查和判决。但是，高科技产
品能拯救人类的道德滑坡吗？

地球在变暖，许多地方干旱缺水、沙
尘暴频发，如果陆地不适宜人类居住，我
们靠科技的力量，可以向海洋进发，把浩
瀚的海洋变成新的家园；空气质量在下
降、环境在污染、水质在变坏，如果地球
不适宜居住，也许可以向太空移民，把无
边无际的外太空作为人类新的活动场
所。

但是，科技毕竟有局限性。它可以深
刻影响人类的物质生活，但对人类精神生
活的作用十分有限。别指望科技能拯救人
类的灵魂，匡扶社会的道德，恢复没落文
化，唤起国民的良知。这些都是科技无法
做到的事，至少是自然科学和技术无法做
到的事。

对科技的功用，人们无疑应该抱以高
的期望，但用高科技来验证道德，不仅是
道德的悲哀，也是科技的悲哀，更是社会
的悲哀。
（作者科学网博客：http://blog.sci-

encenet.cn/u/伍加）

科技能还人清白
但无法拯救道德

科学时评

阴本报记者 彭丽 通讯员 何奕忻
近 40年来，青藏高原东部的横断

山区干旱河谷广泛采用水平阶整地造
林来恢复重建森林植被。然而中国科学
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研究人员对历史造
林树种岷江柏的保存、生长和发育状况
以及土壤质量进行综合评估后得出：干
旱河谷植被恢复重建依靠大面积整地
植树造林是不可行的。

为何年年植树难见树？

目前，岷江干旱河谷面积约 720平
方公里，退化面积占 72%。整个退化区
域水土流失剧烈、植被稀疏覆盖率低、
地质灾害严重。
“只有土壤条件好、干旱程度轻的局

部地段可通过造旱生林恢复退化的生
态。”成都生物所研究员包维楷在接受
《科学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岷江干旱
河谷受自然环境条件的制约，若要大面
积整地造林，成本极高且可持续性很差。
“在岷江干旱河谷，以恢复森林为

目的而大量植树造林，本身就违反了自
然植被演替规律。”包维楷告诉记者，该

区域自然植被主要是灌丛、草丛和疏
林。即使栽种乡土耐旱树岷江柏，虽然
在大多数地段能成活，但几乎都只是几
十公分或 2米多高的“小老头树”，根本
无法成荫成林。

该所生态研究中心助研李芳兰解
释，这是因为岷江干旱河谷水分缺乏、
土壤贫瘠，总体上无法满足树木正常生
理代谢需要。“所以植被保存率很低，且
生长速度缓慢。”另外，工程建设、放牧、
砍柴、挖药等人为活动干扰，也制约植
被恢复进程。

为解决缺水的问题，当地的林业部
门在坡上划出大片水平阶整地，把植被
种在水平梯上，想通过坡面截住降水。
实际上岷江干旱河谷年总降水量只有
400～600 毫米，蒸发量却在 1300～
1900毫米。水平梯不但没有起到拦截
作用，反而因切割坡面、破坏地表植被
与土壤生物结皮，引起严重风蚀，导致
土壤退化。退化土壤又严重影响原有植
被生长。
“这种植被恢复策略是不适合干旱

河谷的。”包维楷认为，当地有关部门不
仅栽树方式不对，连树种选择也是错
的。“以乔木为主要树种造林，耗水量相

当大。”这对本就缺水的干旱河谷无异
于雪上加霜。

造林需尊重自然规律

就干旱河谷而言，水土流失是生态
恢复要解决的关键生态问题。只要核心
地段植被覆盖率（包括生物结皮）能达
到 60%～70%就能有效控制水土流失，
同时能形成自然更新恢复能力，在此基
础上加以保育，就能实现干旱河谷主要
生态功能的整体恢复。

如何才能提高岷江干旱河谷植被
恢复中的保存率？成都生物所研究人
员采取了 3种措施：一、保育现有乡
土灌草植被，并在适宜的地段开展植
被恢复；二、选用抗旱性强的乡土灌
木或草本植物材料；三、改善栽培环
境条件。

在对干旱河谷生态恢复研究过程
中，研究人员筛选出了上百种喜阳、耐
旱的乡土草灌物种，发展了种子直播与
苗木栽培技术；并选择花椒、沙棘、苹
果、枇杷、青脆李、葡萄等经济林木，在
村镇周边退化岛进行栽种，极大地促进
了当地居民增收。研究人员还通过在植

被斑块旁播种、在裸地的生物结皮上播
种、在小的侵蚀沟治理同时播种，取得
了初步成效，有效控制了水土流失，提
高了植被覆盖度，遏制了环境退化，这
些技术方法将在“十二五”期间继续完
善和发展。
“干旱河谷中生态环境空间差异是

非常明显的，不同区域采用的途径及物
种应有所不同。”包维楷指出，边缘区植
被恢复可考虑灌木林与森林恢复为目
标，采用乡土树种造林。而核心地段则
以保育为主，提高植被覆盖率为目标，
促进灌草植被更新与土壤生物结皮。
“干旱河谷的很多物种是无性繁

殖的，生态破坏后自然恢复相当困
难。”采访快结束时，包维楷说，科学
的植被恢复就是要减少对坡面自然生
态系统的强烈干扰和破坏，因此在干
旱河谷区要坚决避免高强度的大面积
整地造林。

岷江干旱河谷不宜大面积整地造林

新华社电（记者李斌）9月 4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利用周末时间，登门看望了三位
著名的科学家、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叶笃正、师昌绪和
王忠诚，和他们共同探讨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并致以亲切
的问候和良好的祝愿。

温家宝一直对为我国科技、卫生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的
老一辈科学家心怀敬意。他和其中许多人都长期保持着联
系，每年都抽时间登门看望。

95岁的叶笃正是我国著名气象学家，不仅开创了青
藏高原气象学，创立东亚大气环流和季节突变理论，还倡
导全球变化研究，在气象理论研究和对外国际交流中作出
了重要贡献。在北京医院一间病房里，温家宝亲切地与叶
老交谈，询问他的生活起居和治疗情况。温家宝说：“我昨

天还在仔细看您的著作，您在学术研究中把气候、地球、物
理和人文都联系起来了。”叶老就全球气候变化谈了自己
的见解。温家宝说，我们一方面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把碳排放降下来，另一方面要积极参加气
候变化的国际咨询和科研机构。叶先生不但是科学家，也
是教育家，他非常关心我国的教育事业和人才培养，关心
全民族科技素质的提高，写了许多科普读物。叶老接着向
总理建议：应该把南开老校长张伯苓的教育思想和西南联
大的教育思想好好总结一下。温家宝点头表示赞同地说，
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要吸收和借鉴老一辈教育家的优
秀教育思想和做法。

91岁的师昌绪是我国著名材料学家、高温合金研制
的开拓者之一。 （下转 A2版）

温家宝亲切看望老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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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水问题专家提出南水北调优化方案：

延长中线调水链
替代东西线

9月 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利用周末时间，登门看望三位著名的科学家、国家最高科技奖获
得者叶笃正、师昌绪和王忠诚。这是在师昌绪家中温家宝与师昌绪夫妇交谈。 新华社记者丁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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