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11”毒粉尘后遗症仍困扰十余万人
2001年 9月 11日， 位于美国纽约的世

界贸易中心双子塔被恐怖分子劫持的民航
客机撞塌，近 3000 人丧生。 20 年过去，当年
参与救援的医护人员、消防员、建筑工人、志
愿者，以及附近居民中，多达十余万人至今
仍因吸入有毒粉尘等原因承受病痛。

双子塔倒塌后，燃烧中的废墟充斥着危
害人体健康的有毒物质，包括铅、水银、石棉
以及其他化学物质的有毒烟尘等。大量应急

人员和志愿者第一时间在废墟上参与施救、
寻找遇难者遗体，后期又有大量建筑工人清
理废墟。 曾有万名工人提起集体诉讼，状告
纽约政府未能给他们提供安全装备，导致他
们患病。

美国政府后来设立“世界贸易中心健康
计划”， 为当时那些吸入双子塔粉尘的人提
供免费医疗服务。 截至目前，该项目覆盖了
超过 11 万人， 去年一年就增加了 6800 人。

他们平均年龄 60 岁。超过 4000 人患有阻塞
性肺病。

居住在曼哈顿南部的玛丽亚马·詹姆斯
是该计划的受益者。 “9·11”后，灰色粉尘通
过窗户吹入她家，此后她的孩子患上慢性耳
部感染、哮喘、鼻窦疾病等，她自己则出现气
短等症状。

美联社报道，许多应急人员出现慢性咳
嗽等症状，一些人症状逐渐消失，另一些人

的病情至今没有改善。 消防部门数据显示，
9%的消防员至今仍持续咳嗽 ，22%气短 ，
40%患有慢性鼻炎或胃酸倒流。

数据显示，目前共有 2.4 万名曾经暴露
在双子塔废墟烟尘中的人患上癌症，患癌率
大致与普通民众相当。 但医学专家担心，随
着年事渐长，曾吸入双子塔粉尘的人群患上
恶疾的比例可能会上升。

石棉是一种致癌物质。 高诺思韦尔医
疗保健公司世贸中心诊所主任杰奎琳·莫
利纳说，如果曾经接触、暴露在高水平石棉
环境下 ，即便已经过去 40 年 ，也可能因此
患上癌症。

郭倩 （新华社专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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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岛一家碳捕集工厂 9 月 8 日开始运
营。 这是全球目前规模最大的从空气中直接
捕集碳的工厂。 捕集到的二氧化碳经提取后
与水混合， 最终被泵入地下约 1000 米深处，
预计将在数年内变成石头。

“凭空”捕碳
这家工厂名为“奥卡”，在冰岛语中与“能

源”发音相同。 它坐落在冰岛西南部一片荒芜
的高原上， 主体是四组巨大的长方形箱体，每
组由两个箱体上下排列而成。 每个箱体大小与
大型标准集装箱相仿，长约 12 米，内嵌 12 台
风扇。 风扇把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捕捉”到海绵
状过滤器中。 过滤器被加热到大约能烧开水的
温度，从而将二氧化碳气体释放出来。 这些高
浓度二氧化碳与水混合， 被泵入位于地下约
1000米的玄武岩洞穴深处， 在那里逐渐冷却，
随着时间推移，慢慢变成深灰色石头。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工厂建在冰
岛，原因一是冰岛地下地质条件适宜，便于碳
捕集， 二是这个岛国拥有充足且环保的地热
资源。按照路透社说法，附近一座地热发电站
可向工厂提供碳捕集和封存技术所需的可再
生能源。

这座工厂由瑞士空气技术企业 “气候工
厂”和冰岛碳封存技术公司合作建立。 按设计，
工厂每年可从空气中捕集 4000 吨二氧化碳，
相当于大约 800辆燃油小汽车一年的排放量。

国际能源署数据显示，全球去年二氧化碳
排放量达 315亿吨。 迄今全球已有 15 家工厂
从空气中直接捕集碳，分布在欧洲、美国和加
拿大，每年捕集二氧化碳量总计超过 9000吨。

成本高昂

从空气中直接捕集碳是一项新兴技术，在
部分科学家眼中是遏制全球变暖趋势的一大
利器，但目前成本相当高。 随着越来越多企业
和消费者希望减少碳足迹，开发商希望通过扩
大规模，降低碳捕捉的成本。 批评人士认为，这
一技术距离规模化应用可能需要数十年时间。

《华盛顿邮报》援引“气候工厂”创始人之
一、 工程师克里斯托夫·格巴尔德的话报道，
公司使用这项技术的装置多数为手工制造，
而非自动化生产， 加上捕集二氧化碳需要大
量能源，成本高昂。 目前，从空气中直接捕集
1 吨二氧化碳，成本约为 600 至 800 美元，而在没有任何政府补贴
的情况下，若想实现盈利，每吨成本应控制在 100 至 150 美元左右。

格巴尔德说， 公司希望到 2030 年年底前能把成本削减至每吨
大约 200 至 300 美元。在他看来，奥卡工厂描绘出“进一步扩大规模
和实现真正工业化的蓝图”。

“气候工厂”首席执行官扬·维茨巴赫尔说，奥卡工厂目前的客
户包括瑞士再保险公司、德国大众旗下奥迪公司和加拿大电子商务
企业肖皮菲公司。 其中，瑞士再保险公司上周与工厂签署了一项价
值 1000 万美元的“去碳”服务协议。

王鑫方 （新华社专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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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拍摄的三星堆遗址 3 号 “祭祀
坑”出土的金面具（9 月 2 日摄）。 新华社记者 王曦 摄

浮冰融化 更多北极熊近亲繁殖

新华社微特稿（王鑫方）全球变暖导致北冰洋浮冰融化，
北极熊栖息地减少。 挪威一项研究显示，越来越多北极熊为
繁衍下去，不得不近亲繁殖，进一步加剧灭绝风险。

挪威生物经济研究所联合挪威极地研究所等机构，对
1995 年至 2016 年间生活在挪威斯瓦尔巴群岛四个地区的
622 头北极熊展开基因检测， 发现它们的基因多样性减少
3%至 10%。其中，在浮冰减少最严重地区，北极熊基因多样
性减少得最厉害。同时，不同地区的北极熊基因差异越来越
明显，基因分化程度增加近两倍。

研究人员认为， 最可能的原因是浮冰融化造成北极熊
栖息地四分五裂，更多熊无法“出远门”，不得不近亲繁殖。
虽然眼下北极熊近亲繁殖程度不高， 但随着北极熊活动范
围越来越小，近亲繁殖现象今后可能加剧，进而出现“近亲
交配衰退”，即后代减少、弱小或不育，从而提升灭绝风险。

·多棱镜·

世界首只 鸭子竟然会说“人话”

新华社微特稿（袁原）一段录音显示，澳大利亚一只麝
鸭能够模仿人类说话，是目前已知第一只“会说话”的鸭子。

据法新社 9 月 7 日报道，在荷兰生物学家卡雷尔·滕卡
特公布的一段录音中，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一只名叫“开膛
手”的麝鸭能说出英语短语“你这该死的傻瓜”。 一名叫彼
得·富拉格的研究人员 1987 年录下这只雄性麝鸭的 “口
技”，但直到被滕卡特发现才公开。

滕卡特撰写的研究报告说，“开膛手”往往在交配期说
这个短语。 求偶时，雄性麝鸭通常重复发出声音并配合以
脚踢击退竞争者。 “开膛手”会做出同样动作，但似乎以这
句骂人的话取代了寻常的鸭子叫声。 研究报告刊载于最新
一期英国杂志《皇家学会生物学分会学报·哲学汇刊》。

先前已知只有几种动物会模仿人类说话或其他声音，
包括少数鸣禽、海豚和大象等，但不包括鸭子。

第七届世界自然保护大会 9月 10日在法国马赛落下帷幕。 世
界自然保护联盟此次更新濒危物种红色名录， 评估了全球 138374
个物种受到威胁的风险，其中 38543个物种面临灭绝威胁。 世界自然保护联
盟全球物种项目濒危物种红色名录部门负责人克雷格·希尔顿－泰勒表示，
全球物种正在加速灭绝，“这一趋势比正常的灭绝率高出 100到 1000倍”，人
类正趋近第六次物种大灭绝，如果灭绝继续以这种速度增长，我们将很快面临一
场重大危机。 国际社会期待，即将在中国举行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
次缔约方大会（COP15）能通过制定“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开启全球生
物多样性保护新篇章。

保护生物多样性
期待开启新篇章②②

①①

③③

④④

·图话世界·

② 这是 9 月 10 日在印度
焦尔哈德拍摄的水牛。

① 这是 9 月 9 日在法国昂内维尔动物园
拍摄的出生于 8 月 22 日的两只狮子幼崽。

③ 这是 9 月 9 日在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
动物园拍摄的 8 月 13 日出生的小河马与

河马妈妈。

④ 这是 9 月 10 日在印
度卡齐兰加国家公园

拍摄的鸟。

新华社发

骆驼选美 带火迪拜克隆骆驼生意

新华社微特稿（袁原）在阿联酋等国家，骆驼选美是一
项重要赛事，甚至促进了克隆产业发展。

据法新社 9 月 12 日报道， 为得到长相完美的骆驼，当
地不少人斥重金克隆骆驼选美的佼佼者。 私营机构迪拜生
殖生物技术中心科学负责人尼萨尔·瓦尼说，有一些客户要
求克隆产奶量较高的骆驼， 有的要克隆在竞速赛中取得过
好成绩的骆驼，但克隆选美优胜骆驼的需求最多。

迪拜人有一套标准来衡量骆驼的美，包括头部大小、嘴
唇是否能包裹住牙齿、脖颈长度等。 克隆骆驼价格不菲，一
头单峰骆驼通常需要花费 20 万至 40 万迪拉姆（约合 35 万
至 70 万元人民币）。即便如此，市场需求仍然旺盛。瓦尼说，
诊所现在每年克隆 10 到 20 头骆驼。

世界上不少国家开展动物克隆， 但一些动物保护人士
反对这种做法。

9 月 9 日，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了
一批三星堆考古最新发现， 大大小小的文物中
一张完整的黄金面具格外引人注目。

3000 多年前，四川盆地的先民在祭祀活动
中焚烧填埋下玉璋、铜尊等“圣器”，在历史长河
中留下“天人对话”的夙愿。 3000 多年后，原本
山海相隔的古迹依次现世。人们惊奇发现，古蜀
遗址出土的金面具竟与古埃及、 古希腊和美洲
古代文明中的金面具“撞脸”。

在考古学家眼中，金面具的“天缘凑巧”不
仅昭示了先人不谋而合的发展智慧， 也寄托着
各洲人民世代相传的交流愿景。

偶合的匠心

6 月中旬，当考古人员从三星堆 3 号“祭祀
坑”缓慢取出一块青铜罍残片后，一团严重变形
的金器出现在人们眼前。 出土时，这件金器仿
佛一张稿纸被揉成一团，难辨形状。 修复人员
用时不到一周，一张完整的金面具缓缓呈现。

在他国考古发现中，也不乏金面具的身影：
古埃及法老图坦卡蒙黄金面具成为埃及国家博
物馆的“镇馆之宝”；古希腊阿伽门农黄金面具
被认为是迈锡尼文明的绝佳明证；墨西哥瓦哈
卡出土的希佩·托特克黄金面具引发人们对阿
兹特克神话“春天之神”的无限遐想……

这些跨越 4 大洲的金面具不断唤起人们的
联想：它们之间是否存在某种渊源？

细观古蜀遗址出土的金面具，不难发现它

们都是用模具捶揲而成。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
古所研究员李新伟眼中，这种距今 3000 多年的
商代晚期捶打工艺堪称中国最早、 最重要的金
器制作工艺。

李新伟认为 ， 黄金捶揲技术是流传于旧
大陆各地的， 中国的制金工艺或源自欧亚大
陆草原地带。 距今 3000 多年的古埃及法老金
面具和古希腊迈锡尼金面具， 都是采用捶揲
工艺制成。

与上述 3 地有着不约而同匠心的还有新大
陆美洲地区。 尽管目前尚未发现和旧大陆间存
在相关交流的证据， 但那里的先人也逐渐发展
出捶揲工艺来制作金器。

“黄金不像青铜一样易熔化、易浇铸，但有
极好的延展性，适合捶打成不同形状的薄片，可
能是这些特性让各洲先人不约而同选择了捶打
的方式。 ”李新伟说。

对此，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考古学家埃迪
特·奥尔蒂斯表示赞同。 “捶打工艺是最简单的
冷加工技术之一， 也是金属加工最早的技术进
步之一。 ”她说。

契合的韵味

几大洲的先民利用黄金打造出令人惊叹的
神秘面具，尽管其用途略有不同，但考古学家认
为这些金面具契合着不同地区先人对超自然力
量的崇拜，并成为类似信仰的载体。

图坦卡蒙黄金面具以及阿伽门农黄金面具

用于逝者。关于三星堆黄金面具，考古学家推测
其目的主要是为增加铜像或巫师的神秘感，赋
予人与神灵沟通的能力。

在美洲， 黄金面具则与神灵有着更为直接
的关系。 墨西哥瓦哈卡出土的黄金面具以阿兹
特克神话中“春天之神”希佩·托特克命名。 “黄
金在美洲乃至全球多地的古文明中被视为太阳
的象征。黄金制成的面具在古埃及、古希腊等地
可能象征神明化身的历史人物， 而在美洲古文
明中象征着神灵本身。 ”奥尔蒂斯说。

出土于古埃及法老图坦卡蒙墓葬的金面具
被认为是令法老重生或永生的神圣道具。“古埃
及人认为带上黄金面具， 仿佛拥有太阳神一样
的面貌，可以获得永生。 ”李新伟说。

埃及考古学家扎希·哈瓦斯也认为， 黄金
常同太阳神联系起来，“这与古埃及宗教信仰
有关”。

考古学家推测， 发现于王公贵族墓葬的古
希腊迈锡尼时期最著名金器之一———阿伽门农
黄金面具，或也出于同古埃及相似的信仰。

“阿伽门农面具等金器是献给逝者的，而中
国四川的发现则是献给神灵的礼物， 与给诸神
的供奉祭祀有关。”希腊国家考古博物馆古物馆
长康斯坦丁诺斯·帕斯哈利季斯说。

重合的愿景

三星堆“上新”的消息往往让世界各地的考
古学家振奋不已 。 哈瓦斯在听闻今年年初三
星堆出土一件黄金面具残片后激动地说 ，中
国新出土的黄金面具是 “21 世纪最重要的发
现之一”。

然而目前相关史料仍很匮乏， 各文明之间
如何联系和交往存在无数谜团， 令考古学家好
奇神往。奥尔蒂斯认为，三星堆的新发现将推动
全球考古界进行更深入的研究调查， 追溯远古
文明的发展历程。

“三星堆堪称文明互鉴的绝佳例证，”李新
伟表示，不同文明间应相互学习、共同发展，各
洲先人也正是怀揣互鉴融通的愿望， 才共同推
动人类社会走向今天的繁荣。

“我们应该尊重各文明独特的发展道路，我
们应赞美这些文明。在‘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
文明观基础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李
新伟说。

新华社记者 黄顺达 陈瑶 梁君茜

（据新华社北京 9 月 9 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