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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本报驻韩国记者 邰 举

◎本报驻日本记者 陈 超

10 年前日本发生大地震和海啸，引发了

东京电力福岛第一核电站的爆炸事故。在核

电站事故处理中蓄积了大量的含氚等放射性

物质的核废水，现在总量已达 125 万吨，储罐

数量超过 1000 座。核废水的处理，一直困扰

着日本。

现在日本政府决定把蓄积的核废水排向

大海。日本立命馆大学教授周玮生对科技日

报记者说：“日本向海洋排放核废水问题，既

是日本国内问题又是国际问题。”

周玮生认为，首先核废水的安全无害化

处理是日本的责任，同时核废水的第一受害

者也是日本。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福岛核

事故周边的渔业刚刚开始恢复正常，所以福

岛周边从事渔业的渔民和相关团体是最坚决

的反对者。但他们更多担心的是，核污染排

放事件引发的国际舆论所带来的实际影响。

如果核废水往大海中排放，这个又变成

了国际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

第一点是污染大海。日本政府表示将有

害物浓度稀释到日本国家排放标准的四十分

之一以下。但这句话需要公开透明的科学根

据，需要中立的第三方监督才有效。如果用

稀释方法能达到无害化的话，日本早这样做

了。

现在，日本准备往海里排放核废水，遭到

了国内以及国际上很多国家和团体的质疑与

反对。其主要理由是，日本并不是因为有了

核废水处理技术，能够保证无害化处理才决

定往海里排放的，而是因为现有储存核废水

的容量不足两年才决定往海里排放的。

往海里排放的核废水，尽管其扩散和稀

释的速度和范围存在很大的未知性和不确定

性，但会通过海流、海洋生物等大范围远距离

移动，从而有可能影响中国、韩国等周边国家

以及海洋生态环境。所以这是有严重危害和

隐患的做法。

第二点是日本面临的核废水处理问题是

一个世界难题，是世界上所有拥有核电的国

家都有可能面临的问题。怎么处理大规模的

核废水，现在世界上没有可靠的技术。

周玮生研究室正在研究并倡议构建中

日韩三国核电站安全保障系统。他认为，日

本作为发达国家应该在顾及本国利益的同

时，必须考虑此举对全球环境带来的危害，

世界各国也要考虑遇到同样难题时的解决

方法。

在核电安全问题上，人类同样是一个利

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命运共同体。

并非只是国内问题，立命馆大学教授周玮生认为——

日本决定核废水入海 给周边带来严重隐患

如各界所料，日本政府 4 月 13 日召开内

阁会议，正式决定向海洋排放福岛第一核电

站核废水。虽然日本一再表示排放物中放射

性物质浓度符合相关标准，但依然在韩国引

发反对声浪。

韩政府要求处理全过程透明

韩国政府 13 日上午召开了外交部、海洋

水产部、原子力安全委员会等有关部门副部

级官员参加的紧急联席会议。会后，韩国国

务调整室室长具润哲召开记者会发表了政府

官方立场。

他在声明中说，对于日本政府决定将处

理后的福岛放射性废水排入大海的决定，韩

方深表遗憾。韩国政府将采取一切必要行动

确保国民安全。

他表示，韩方将向日本政府明确传达韩

国民众对日本决定的反对立场，并强烈要求

日本政府采取具体措施，以保障国民安全和

防止破坏海洋环境。

韩国强烈要求日本对福岛核电站的污水

处理全过程进行透明的信息披露和核实。作

为进一步措施，韩国将向国际社会包括国际

原子能机构（IAEA）传达韩国政府的关切，并

要求国际社会参与相关安全核查。

此外，韩国将对进口食品实施更严格的

放射性检查和原产地管制措施。

韩民间团体发声明强烈谴责

日本政府的决定在韩国各界引发了广泛

反对。“环境运动联合”等 31 个韩国民间团体

组成的“脱核市民行动”13 日发表声明，谴责

日本政府向海洋排放核废水的决定，并将这

一决定界定为“核恐怖活动”。该组织表示将

谋求一切手段，阻止核废水最终排放入海。

韩国“首尔青年气候行动”等环保组织的

成员 13日前往驻韩日本大使馆门前举行记者

会，抗议日本计划将核废水排入大海的决定。

之前，韩国和日本公民团体组成的“福岛

核电站事故十周年韩日准备委员会”12 日向

日本政府转达了 86个国家 6.46万人签名的反

对信函。

在学术界、科学界人士组成的民间团体

“核安全和未来”代表李正允（译）表示，日本

这一政策的问题在于，放射性物质的放射性

影响持久，对海洋生态的影响难以预测。

一些韩国专家则指出，提升污水处理过

程的透明度是最首要问题。其余问题需要在

获得充分数据后加以分析。

韩日关系恢复再遇障碍

韩国媒体在集中报道国内各界反应的同时，

大范围报道了中国外交部和中国各界的反应。

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关于福岛第一核电

站拟排放的核废水“辐射量符合国际安全标

准”的表态则被一些韩国媒体解读为某种“挺

日”立场。

韩国三面环海，又是日本最近的邻国，福

岛核电站事故始终牵动着韩国人的神经。早

在2011年，针对日本政府拟将核污染废水排放

入海的政策构想，韩国政府即成立了以总理室

为主体的特别工作组，从政府层面加以应对。

然而，时至今日，经过两国种种努力，韩

国很多民众仍然感到，日本的举措并未考虑

到近在咫尺的韩国人的感受和关切。这种情

感上的背离无疑将成为韩日两国处理核废水

排放问题需要考虑的一大因素。

在排放问题成为焦点之前，作为美国在东

北亚的两大军事安全盟国，韩国与日本之间的

关系，已经长时间处于冰冻状态。近年来，韩

日关系由于强征劳工、“慰安妇”索赔以及贸易

争端等一系列问题已积重难返，核废水排放问

题可能为两国关系的恢复进程制造又一障碍。

核废水事件给韩日关系“伤口上撒盐”
韩国政府要求日本确保处理过程透明并接受国际检查

科技日报东京4月 13日电 （记者陈超）
日本政府围绕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

的核污染处理水处置问题，已于 13 日在内阁

会议上决定向海洋排放。核废水将在两年后

着手从福岛第一核电站排放，直到 2041 至

2051年左右核电站拆除为止。

关于福岛核电站核污染处理水的处置方

法，由日本专家学者以及政府官员组成的关

于多核素去除设备处理水对策小组委员会去

年 2月提议称，在国内外已有实际成果的排入

海洋和大气的做法比较现实。东电同年 3 月

出示了排放入海的草案，写明把放射性物质

浓度稀释至法令标准以下。

为了冷却因 2011年核事故熔落的核燃料

而进行注水，产生了大量核废水。用“多核素

去除设备”净化核废水后产生的处理水不断

增加。由于无法除去放射性物质氚，处理水

一直被保管在众多储罐中。

日本政府决定向海洋排放核废水

科技日报北京 4月 13日电 （记者张
梦然）英国《自然·通讯》杂志 13 日发表一

项环境科学新研究，美国科学家团队报告

认为，居住在美国的“超级基金”场地（即被

有害物质污染的场地）附近，可能会平均降

低 0.2年的预期寿命。研究还指出，社会人

口因素上的不利影响和气候变化等因素还

会进一步加剧这种后果。

在美国，有数百万人居住在“超级基

金”场地附近，这些场所都存在有害废物，

需要进行长期清理。居住在这些场地的邻

近地区对健康的潜在影响尚未得到国家层

面的评估。

鉴于此，美国休斯顿大学研究人员哈

纳迪·里菲及其同事，此次使用全国性地理

编码统计建模分析，结合人口普查数据，评

估期望寿命（代表一般的健康水平）如何受

到邻近“超级基金”场地的影响。在美国本

土的 72268个普查区，超过 65000个普查区

可获得预期寿命数据。

研究团队发现，住处邻近“超级基金”

场地（该场地位于其普查区范围内）的人

们，与远离这些场地（普查区范围内无“超

级基金”场地）的人们相比，预期寿命数据

差异虽小但显著。平均而言，居住在邻近

地区的人们预期寿命约降低 0.2年，但有些

人住的普查区既有“超级基金”场地相邻，

又背负社会人口学上的不利因素，比如低

收入、低教育水平、缺乏公民身份、缺少保

险或者身负残障，相对那些同样有不利因

素但普查区里没有“超级基金”场地的人而

言，这些居民预期寿命降低约 1.22年。

一个地区对自然灾害的准备充分程度

及响应程度，也会加剧居住在污染场所附

近的不利影响，比如洪水可能冲散有毒化

学物质、污染供水系统。在未来随着气候

变化加剧，类似事件发生更频繁，这一影响

或变得更为明显。

研究人员表示，在那些有害废物清理

计划尚未落实的普查区，以上所表述的对

人类的健康影响亦更大。然而他们也指

出，每个“超级基金”场地都需要作单独调

查，以更确切地评估其存在对邻近居民是

否有害以及影响如何。

美有害废物场影响邻近居民寿命

科技日报莫斯科 4月 12日电 （记者

董映璧）俄罗斯托木斯克理工大学科研人

员与其他科学家共同创建并测试了一种独

特的混合反应堆热核组件，该系统结合了

不同类型反应堆的优势，并具有安全、经济

和体积紧凑的特点。相关研究结果近日发

表在《核工程与技术》杂志上。

托木斯克理工大学科学家解释说，混

合反应堆系统（“聚变—裂变”系统）结合了

常规裂变反应堆的可靠性以及热核能的经

济性和环境安全性。该系统由一个热核中

子源和一个重核裂变的活性区（所谓的反

应堆再生区）组成。燃料是钍和武器级钚

的混合物。科学家称，钍本身并不是能源，

但由它可形成铀 233，铀在活性区的积累

增加了燃料循环的持续时间。用钍代替常

规裂变反应堆中的铀 238 可以显著减少放

射性废物。

研究人员表示，与基于使用中子吸收

器的裂变反应堆不同，混合系统再生区中

燃料的状态是由添加来自热核源的中子来

调节的。在上述研究项目中，由气动磁陷

阱提供服务，其中氘和氚保持在高温等离

子体状态。

托木斯克理工大学核燃料循环系副教

授谢尔盖·贝登科解释说，在等离子体中，

氘和氚离子相互碰撞，结合成氦核，并释放

出高能中子。它们以脉冲方式从真空室到

达再生区，支持重核的裂变。混合系统的

主要区别在于，核材料并不像传统反应堆

那样处于严格的临界状态，而是处于接近

临界的状态，这就排除了不受控制的连锁

反应的可能性。由于裂变而释放出的能量

由氦冷却剂输出，当连接燃气轮机和发电

机时，加热到约 730 摄氏度的氦气不仅可

以产生电能，而且还可以通过甲烷的蒸汽

转换产生氢气。他称，在研究过程中，还确

定了热核中子源的最佳参数，以使混合系

统的再生区始终保持在受控的近临界状

态，并研究了单次热核点火脉冲后产生的

核裂变波的影响。

据悉，正在开发的混合反应堆体积紧

凑，功率约 60—100 兆瓦，具有在不需重新

装卸燃料的条件下可运行 8 年以上的能

力。科学家认为，这将使它便于在偏远地

区使用，以获得电能、热能和清洁氢燃料。

同时，研究中使用的气动磁陷阱可以使高

温等离子体的保持时间比其他现有系统更

长。这将有助于更好地研究其内部发生的

热核聚变过程以及在硬中子辐照条件下反

应堆中各种元素的相互作用，大大加速热

核能的发展。

俄测试经济安全的混合核反应堆

日本政府 4月 13日
召开内阁会议正式决定，
福岛第一核电站核废水
经过滤并稀释后将排入
大海。图为抗议者在日
本东京的首相官邸外反
对福岛核废水排入大海。

新华社记者

杜潇逸摄

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核废水储水罐。 新华社/共同社

科技日报北京 4月 13日电 （记者刘
霞）据《自然·机器智能》杂志报道，德国科

学家借助一款深度学习软件，对数万个医

疗数据集展开分析后，确定了 165 个与癌

症有关的新基因。最新研究为个性化药

物靶向治疗以及生物标志物开发开辟了新

前景。

马克斯·普朗克分子遗传学研究所和

慕尼黑计算生物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开发

出了名为“多组学图形集成”（EMOGI）的

新算法。领导该项研究的安娜丽莎·马尔

西科解释称，该软件集成了从患者样本提

取的数万个数据集，包括 DNA 甲基化、单

个基因的活性和细胞内蛋白质的相互作

用，以及发生突变的序列的相关数据。有

了这些数据，深度学习算法可以检测出导

致癌症恶化的模式和分子原理。

马尔西科说：“这将有助于促进个性化

医疗领域取得进展。”她解释说，与化疗等

传统癌症治疗方法不同，个性化疗法能精

确地根据肿瘤类型订制药物，“我们的目标

是为每位患者选择最佳疗法，即方法最有

效、副作用最少。此外，我们还可以根据癌

症的分子特征鉴别出处于早期阶段的癌

症。我们只有知道导致疾病的原因，才能

有效地治疗它们，这也是为什么尽可能多

地确定诱发癌症的机制如此重要的原因。”

目前，科学家们发现与癌症有关的基

因数量已增长到 700 个左右，但只有借助

生物信息学分析和最新的人工智能方法，

研究人员才能追踪到最新发现的这些隐藏

的基因。此外，近年来，深度学习算法进展

迅猛，在其加持下，研究人员甚至能够发现

那些以前未被注意到的蛋白质或基因之间

的关联。

研究人员强调说，EMOGI 系统并不

局限于癌症。从理论上讲，它可以用来整

合不同的生物数据集，并从中找出模式。

例如，可用于糖尿病等复杂的代谢性疾病

领域。

深度学习再创新功。相比化疗，靶向

治疗在杀伤癌细胞的同时，还能最大限度

保护那些正常工作的好细胞。所以，得上

可以进行靶向治疗的癌症，也算是不幸中

的万幸。但是，找到这些与癌症有关的基

因并不容易，需要大量的计算与分析。于

是，人工智能在个性化治疗领域闪亮登场，

为人类对抗癌症这一艰苦卓绝的斗争提供

助力。文中提到的新算法，不仅可以用于

癌症，还可以在多个复杂疾病中发挥作用，

并帮人类在基础研究领域取得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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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4月13日电（实习记者张
佳欣）13日，日本政府在当日内阁会议上，决定

将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废水向

海洋排放。德国专家称，核废水污染物很快就

会通过海洋的食物链到达消费者的盘子里。

日本官员反对媒体将这些核废水描述为

“受污染的”或“有放射性的”，坚称这些水是

“处理过的”，只剩下相对无害的“氚”。

但德国媒体 RND 报道称，尽管如此，对

日本的怀疑依然存在。日本核电站运营商东

京电力公司在核灾难发生后多次发出误导信

息。事实证明，三年前，福岛第一核电站使用

的技术并不像承诺的那样有效：污水中仍然

可以检测到放射性元素。

阿拉伯半岛电视台报道称，日本驻韩国

大使馆外出现了反对日本排放核废水的示威

活动，一些抗议者认为此举是“核恐怖活动”。

《科学美国人》月刊早在 2014年发表的一

篇文章称，摄入氚会增加癌症风险，而一些专

家则担心日本排放的水中存在其他污染物。

据路透社报道称，东京电力公司说，尽管经过

多年处理，目前积水中仍含有大量有害同位素。

美国马萨诸塞州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的

资深科学家肯·比塞勒说：“我担心储存罐中

的非氚放射性污染物仍处于高污染水平。”研

究过福岛周围水域的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专

家肯·布埃斯勒补充道，“其他污染物都比氚

具有更大的健康风险，并且更容易在海鲜和

海底沉积物中积累。”

国际防止核战争医师协会德国分部联合主席

亚历克斯·罗森去年批评道：“如果将这些物质释放

到海中，它们很可能会在海底的动植物中被发现。

它们会在鱼类、海鲜和藻类中积累，并很快就会通

过海洋的食物链到达消费者的盘子里。”

联合国人权特别报告员马科斯·奥雷拉

纳在推特上发文称：“多核素去除设备无法去

除水中的氚。虽然一些科学家说它的辐射非

常低，但其他科学家警告说，人们低估了氚的

危害，它给人类和环境带来的风险将持续超

过 100年。”

德 国 专 家 称

核废水污染物将通过海洋食物链到达消费者餐盘

近几天的国际新闻，连起来读颇耐人寻味。

4 月 5 日，日本首相菅义伟称将就气候问

题敦促中国负起责任；4 月 9 日，日本政府初

步决定将福岛核污水排入大海；4 月 12 日，俄

罗斯科学家宣称已开发测试一种经济安全的

混合核反应堆；4 月 13 日，日本政府召开内阁

会议正式决定向海洋排放核废水……

十年前，2011年 3月 11日，日本东北海岸

发生巨大海啸，造成超过 18000 人死亡或失

踪，并致福岛核电站发生三次反应堆熔毁，成

为继 1986年切尔诺贝利事故以来最严重的核

泄漏事故。

十年后，福岛“后遗症”再次引发舆论“海啸”。

“核恐怖活动”之说来自韩国民间团体，

且不论这一说辞在国际政治范畴内是否确

切，但来自日本政府的单方面决定，足以让地

球人再次“颤栗”——福岛核电站发生泄漏事

故是天灾所致，那么这种不负责任的“放水”，

却将导致绵延多年的人祸。

超越常理的一纸决定让人扼腕之处在于

日本政府的翻云覆雨。

如果说，地球上能深切了解核污染带来

的无穷后患非大和民族莫属，那么他们对再

遭受核污染戕害最能感同身受也最该愤慨怒

吼；和平利用核能造福于民，日本作为发达国

家其实曾走在世界前面；为消除泄漏事故的

负面影响，日本政府和企业付出了一定的努

力，也展现了科学应对自然灾害、管控后续风

险的新近案例。

然而，本届日本政府于新冠疫情余威犹在

之时，做出如此荒诞的决定，全然不顾东北亚

区域和利益攸关方的福祉，无视中国、韩国等

各方提出的关切，自私自利之余，其失信于日

本国民和国际社会的形象跃然纸上。

日本政府 2016 年 12 月曾表示，在未来几

十年的高辐射水平运行过程中，需要进行的

补偿和净化工作总成本预计高达 1890 亿美

元。但仅考虑经济利益而弃道义于不顾，菅

义伟提出的所谓敦促中国对气候问题负起责

任岂不成了最大反讽和历史笑柄？

中国始终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

平利用核技术、安全管控核技术风险，也应成

为负责任大国特别是核技术应用各国的普遍

共识。

受害者变施害者 日本福岛“后遗症”有救吗？

国际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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