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记录以来三个最热年份之一
新华社日内瓦电（记者 刘曲）世界气象组织 4 月 19 日发布《2020 年全球

气候状况》报告说，2020年仍是有记录以来三个最热的年份之一。
报告说，尽管出现了有降温作用的拉尼娜现象，但 2020 年仍是有记录以

来三个最热的年份之一，全球平均温度比工业化之前水平高出约 1.2 摄氏度。
自 2015 年以来的 6 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 6 年；2011 至 2020 年是有记录以
来最热的 10 年。

报告引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数据显示， 新冠疫情造成的经济衰退暂时
抑制了当年的温室气体排放，但对大气浓度没有明显影响。 2019年和 2020 年
全球主要温室气体浓度持续上升。 此外，2020 年全球平均海平面仍在继续上
升，部分原因是由于格陵兰冰盖和南极冰盖融冰不断增加。

报告还引用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的数据介绍，2020 年，洪水、
干旱、 风暴等气候灾害加上新冠疫情对全球超过 5000 万人造成双重打击，使
全球粮食不安全状况恶化，并给相关疏散、恢复和救援行动带来更多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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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距离我们最近的潜在宜居星球，即使搭乘速度最快的飞行器，对于人
类来说，迄今仍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宇宙视角下，除了地球，我们别无所依。

“健康”地球，不是选项，而是必须。 如同天文学家卡尔·萨根所说：地球，宇
宙中的这一“暗淡蓝点”，就是“我们的家，我们的一切”。

然而，环境灾难、极端天气、物种灭绝、新型疾病入侵人类社会……地球频
繁发出警告：我们唯一的家园正遭受灾难性破坏，人类代价惨重。

“修复我们的地球”是 2021 年世界地球日的主题，这一主题传递出全球共
识：“这不仅因为我们关爱自然，更因为我们生存其中。 ”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大声疾呼，人类“已经没有时间可以浪费”。
呵护蓝色星球，需要全球携手。 从生态文明倡议、应对气变承诺，到建设绿

色“一带一路”，中国始终秉持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理念，向世界贡献着高质量
发展的绿色解决方案。

2020年

近 6000平方公里

欧洲年轻人担忧气候变化甚于疫情
新华社微特稿 一项 4月 21日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 尽管新冠病毒

肆虐全球，欧洲年轻人认为最值得担忧的问题不是疫情，而是气候变化。
咨询公司益普索集团去年 10 月至 11 月开展以线上为主的民意调查，要

求 20 多个欧洲国家 2.2 万多名年轻人列举“人类面临的三大严重问题”，其中
近 50%选择了“全球气候变暖”。

选择“环境恶化”的人数排名第二，占 44%；“传染病蔓延”和“贫困”并列第
三，均为 36%。

委托益普索做这项调查的欧洲环境局说， 调查结果说明年轻人对全球面
临的长期挑战有清晰的判断。

欧洲环境局发言人哈利德·迪亚卜告诉汤森路透基金会， 在全球遭遇
新冠疫情及其引发的社会经济危机之际 ，这一调查结果 “值得注意 ”，它显
示一些年轻人呼吁延缓气候变化的社会运动 “并非边缘运动 ，而代表年轻
人主流……政界人士和政策制定者应该倾听他们的声音”。 民调还发现，介
于 15 岁至 35 岁的调查对象中，超过 80%的人自称“相当”、“非常”或“极其担
心”气候变化。 只有 3%的调查对象说“毫不担心”，8%称“不相信”气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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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未来，人类行动刻不容缓

“我们正处于一个转折点。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英格·安德森曾指
出，2021 年，“对于确定我们能否阻止和扭转地球的毁灭至关重要。 最终，这将决
定我们作为一个物种的未来”。

世界气象组织最新报告显示，刚刚过去的 2020 年是有记录以来
3 个最热的年份之一，气候灾害加上新冠疫情对全球超过 5000
万人造成双重打击，使全球粮食不安全状况恶化。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数据显示，去年新冠疫情造
成的经济衰退暂时抑制了当年的温室气体排放 ，
但对大气浓度没有明显影响。 2020 年全球主要
温室气体浓度继续增加，全球平均海平面仍
在上升。

最新发表的研究显示 ，97%的地球
生态系统可能已不再完整。 科学家警
告说， 我们正处在地球第六次物种
大规模灭绝过程中。 与此前 5 次由
地质和气候事件引发的大规模灭
绝不同，第六次灭绝是由于人类
的行为……

“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
失、环境污染”，被联合国环境
规划署列为地球当前面临的
三个全球性危机。该机构高级
官员莱维斯·卡瓦吉日前接受
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这三大
危机相互关联，人类必须尽快
改变与自然的关系。

全球合作，
确保地球生态健康

卡瓦吉指出，应对全球性危机，需
要全世界共同努力，“修复我们的地球”
需要世界各国重新调整经济结构， 构建
绿色发展体系，确保地球生态系统的健康。

国际应用生物科学中心高级研究员斯特
凡·特普弗博士指出， 各方应该共同合作来应对
地球面临的严重挑战， 比如全球正加速恶化的生物
多样性状况、 环境退化以及新冠疫情给经济和社会各方
面带来的影响。

特普弗强调，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在“修复我们的地球”的过程
中可以扮演重要角色，只有结合强有力的政治意愿、合适的政策、绿色投资、
能力建设以及提升各界在这方面的意识，才能让各方通力合作来修复地球，让人
与自然和谐共处。

新冠疫情重击人类社会的同时，也向人类社会发出警告。美国国家人文科学
院院士、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创院院长小约翰·柯布说，新冠疫情使更多人意
识到应该在保护地球生态方面采取实际行动，做出更多改变。 疫情给人类提供
了一个契机去思考和探讨， 比如怎样在交通运输领域使用更少的化石燃料，如
何重新定义无需私人汽车的“美好生活”，能否通过在城市建立更多枢纽来缩短
大多数人居住地与工作地的距离等。

绿色发展，中国展现大国担当

“中国是应对地球危机的重要行动国，在呵护健康地球的行动中发挥巨大积
极作用。 ”卡瓦吉说。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展现大国担当，切实履行气候变化、生
物多样性等环境相关条约义务，采取有力的政策行动；为减缓气候变化，中国提
出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在应对能源转型等全球性挑战方面，中国将先进的绿色发
展技术输出海外，为“修复”地球贡献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

作为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 ， 中国今年将在昆明举办联
合国 《生物多样性公约 》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 ，绘制未来10年生物多样性保
护蓝图，共启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新进程……

倡导生态文明，应对气候变化，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践行绿色“一带一
路”建设理念……中国始终秉持地球生命共同体理念，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
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携手各国应对挑战，为“修复我们的地球”提供方
案，为守护共同家园贡献力量。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北京电）

世界曾经最大冰山不复存在
新华社微特稿 卫星图像显示， 世界曾经的

最大冰山 A68 分解、消融，如今不复存在。
A68 冰山 2017 年 7 月从南极拉森 C

冰架脱离后一直漂泊海上，面积最大时接
近 6000 平方公里。 据英国媒体 18 日报
道，卫星图像显示，这座曾经的最大冰
山已经碎成若干小块， 由于每块的
面积都太小，美国国家冰中心已放
弃追踪。

美国国家冰中心长期追踪
面积过大、可能威胁航运的冰山
踪迹。 “跻身”该中心追踪名单
的冰山长轴至少 18.5 公里长或
面积最小 68.5 平方公里。

A68 解体的碎块无一达到
这一标准。 16 日最新测量结果
显示，A68 最大碎块 A68a 大致
为 5.6 公里长、3.7 公里宽。

A68 冰山的踪迹曾在社交媒
体上广受关注。 脱离冰架后有一
年时间，它几乎没怎么移动，后来
在南大西洋向北漂流，一度逼近南
乔治亚岛。 不少大冰山在这座小岛
附近搁浅，最后融化。 A68 逃过这种
结局，却在海浪、温暖海水和较高气温
的作用下分解成越来越小的碎块。

题图：4 月 13 日，抗议者在日本东京的首相官邸外反
对福岛核污染水排入大海。 新华社记者 杜潇逸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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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2019 年 11 月 11 日在伊朗法尔斯省马哈尔洛湖拍摄的停放在湖底
的游船。 由于气候变化和干旱，马哈尔洛湖干涸严重。

图②：2020年 8 月 26 日清晨，风暴“弗朗西斯”过境英国，海浪拍打着纽黑
文港口的堤岸。 风暴“弗朗西斯”给英国多地带来强降雨和强风天气。

图③：2016 年 2 月 13日冰封下的加拿大城市多伦多。受低温天气影响，加
拿大发布了极度严寒预警，多伦多当天创下历史同期最低气温记录。

图④：2020 年 7 月 13 日在新西兰南岛库克山国家公园航拍的塔斯曼冰
川。该国 2020 年经历一个世纪来最暖冬季。受气候变化影响，新西兰南岛的冰
川正在加速消退。

�� 22001177年 33月 11日在遭受
干旱的肯尼亚莱基皮亚郡 ，，
一头牛的尸骸躺在干旱的土

地上。。 旱情严重影响了当地
数百万民众的生产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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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日前决定将福岛第一
核电站事故处理产生的上百万吨核
污染水排入大海。 这一“史无前例”
的举动引发世人广泛担忧。 日本当
局反复宣称经过处理的核污染水是
“安全”的，但诸多“信息黑洞”的存
在让人们不得不对此提出质疑。

处理后的核污染水还

有哪些放射性物质？

为冷却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后
的熔毁堆芯，东京电力公司（东电）
不间断地把水注入堆芯， 再加上雨
水、地下水接触或流经核反应堆，这
些水不可避免含有大量放射性物
质 。 东电开发的多核素处理系统
（ALPS） 号称能过滤核污染水中除
氚以外的绝大多数核素。 截至今年
1 月，经过 ALPS 处理并储存起来的
核污染水约有 124 万吨。

事实上， 这些经过一次处理后
储存起来的核污染水中仍含有铯、
锶、氚等 60 多种核素。其中，氚因为
是氢的同位素，难以从水中清除。问
题是， 按照东电方案经过二次处理
后排入大海的核污染水中， 核素也
并非只剩下氚。

东电去年 12 月发布的一份资
料显示，核污染水经二次处理后，除
了氚外，仍含有碘-129、铯-135、碳-
14 等 12 种核素， 且多为半衰期超
长的核素。 美国《科学》杂志 4 月 13
日刊文指出，ALPS 在净化处理过程
中，会不时漏掉钌、钴、锶、钚等放射
性寿命更长且更危险的同位素。

因此，日本自民党籍众议员山本
拓强调，针对核污染水的海洋排放问
题，不能仅限于讨论氚的安全性。

ALPS运行可靠吗？

日前，联合国有毒物品和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马科斯·
奥雷利亚纳、联合国食物权问题特别报告员迈克尔·法赫里、
联合国人权与环境问题特别报告员戴维·博伊德发表联合
声明指出，ALPS迄今为止的表现表明其不能完全消除核污
染水中的放射性物质，二次处理也无法保证完全消除。

ALPS 是福岛核污染水处理的关键环节， 由东电开
发，于 2013 年投入使用。 然而，除了除污效果存疑外，其
本身运行是否合规也存在疑问。据日本《日刊现代》网站 4
月报道， 自 2013 年东电运行 ALPS 以来，ALPS 始终处于
“试运行”阶段。 在 4 月 14 日的日本参议院资源能源调查
会上，日本共产党籍参议员山添拓指出，ALPS 连“正式运
行”前的检查都还没完成。 针对这一质疑，日本原子能规
制委员会委员长更田丰志承认，因急于处理核污染水，省
略了一部分 ALPS 运行前的检查手续。

日本龙谷大学环境经济学教授大岛坚一在接受日媒
采访时说，原子能规制委员会委员长亲口承认 ALPS 正式
运行检查手续尚未完成，这事非同小可，意味着“政府也
好，东电也好，都没有处理（核污染水的）资格”。

福岛核事故处理周期有多长？

根据东电与日本政府制定的计划， 福岛第一核电站
的废堆作业预计需要 30 至 40 年时间。 但不少专家认为，
实际需要的时间可能远远超过预计。

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1F（福岛第一核电站）废堆研
究会”代表松冈俊二告诉日媒，根据东电的计划，在 2011
年海啸中无损的福岛第二核电站 4 座机组废堆作业需要
44 年，而福岛第一核电站有 3 座机组堆芯熔毁，其废堆难
度有天壤之别。

松冈俊二认为， 福岛第一核电站废堆作业的最大难
点是取出 3 座机组的熔毁核燃料。 但由于致命的高辐射
量妨碍了废堆作业， 现在东电连这些熔毁核燃料的散布
情况都不掌握，取出方式也没有确定。 “目前看，光是取出
熔毁的核燃料，就需要 100 年以上。 ”

因此，一旦开了把核污染水排放入海的先例，在今后
漫长的废堆过程中， 太平洋海洋生态和相关水产品的安
全问题将始终笼罩在日本排污的阴影中。

东电与日本政府是何关系？

在围绕福岛核污染水排海的种种争议中， 信息透明
度和可信度是关键之一。 问题是，东电在核电安全运行方
面屡有不良记录，在福岛核事故发生前后均有隐瞒、虚报
和篡改信息的前科，包括核污染水处理问题。 例如，2013
年 8 月，在公众质疑下，东电承认大约有 300 吨高浓度核
污染水从钢槽中漏出，部分可能已流入太平洋。

在福岛核事故前，东电是私营企业，与日本政府是监管
与被监管关系。 核事故后，东电面临废堆、赔偿等巨额费用，
为避免这一电力巨头破产，日本政府设立“日本原子能损害
赔偿和反应堆报废等支援机构”， 这一官方机构拥有 50.1%
的东电股份表决权，实际上将东电纳入日本政府支配之下。

根据配套的相关法规，该机构的任务也包括向海内外
广泛提供废堆相关信息。 这也意味着，针对东电在核事故
处理、核污染水处置过程中出现的种种“信息黑洞”，日本
政府难辞其咎，难逃其责。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北京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