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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日本福岛核电站泄露事故已经过去快12个月了。尽管

反观福岛核灾，仍然有更多的情况和重要的问题值得我

是日本东部海域发生特大地震引起的特大海啸引发了这

们关注：

场灾难，但是由政治影响力和行业主导的监管体制的失

•

败才是福岛核灾发生的关键原因。人为的制度未能正视
核反应堆的真实风险，也未能建立和实施适当的核安全
标准，最终导致了公众和环境遭受了巨大的威胁。

尽管许下种种安全承诺，但这个与1986年切尔诺贝利

核电站灾难同等规模的核泄漏灾难是如何再次发生的？
而且还发生在全球最先进的工业国家之一的日本。

• 为什么紧急疏散计划没能让公众幸免于放射性尘埃及

绿色和平组织国际办公室希望通过发布此份调查报告来

辐射污染？为什么日本政府在事故发生一年之后仍然无

引起各方的关注。值此福岛核电站事故的一周年纪念之

法更好的保护其公民免受辐射之害？

际，尽管对成千上万的日本人来说这个悲剧远没有结

• 为什么遭受核事故的影响最严重的十多万人，至今仍

束，但在这个特别的时刻我们应该反躬自问，这个悲剧

然没有得到足够的经济和社会支持，帮助他们重建家

告诉了我们什么？我们应该从这场灾难中学到了什么？

园、重拾生活、重归社区？

以及，我们是否能吸取经验？
要想从福岛核灾中有所领会，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询问的
根本问题。
本报告调查了这些问题，并得出了一些重要的结论：

1. 福岛核电站事故标志着核安全“神话”的终结。
2. 福岛核事故揭示了机制设置中深层的、系统性的失
败，特别是那些旨在管理核能并在事故中保护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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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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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注：福岛饭馆村，距离福岛第
一核电站西北40公里。绿色和平
监测小组测量到的辐射水平远高
于国际建议的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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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安全“神话”的结束

应急计划失败

为什么说是一个“神话”的终结？在看到福岛核灾发生

在第一章中，法国ACRO协会主席大卫·保利教授

之后，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现实中不存在所谓的“核

（David Boilley）证实了，即使是日本，这个全世界经

安全”。

验丰富且设备齐全的国家，在面临大规模灾害时，其核
事故应急计划也是失效的，在混乱的疏散过程中，许多

每个反应堆与生俱来就有核风险，这些风险是不可预知

人遭受的辐射本可以避免。

的。在任何时候，不管是技术故障，人为错误，或是自
然灾害，任何一个无法预料的组合都有可能导致世界上

在危机最严重的时期，日本政府经常否认有辐射释放的

任何一个反应堆迅速失控。

危险。例如，在2011年3月12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在
新闻发布会上说，反应堆不会发生大量辐射泄漏，方圆

在福岛事故发生时，当初设计用来防御辐射污染环境和

20公里外的人不会受到影响。而这一声明发布两个星

公众的多重安全壳迅速失效。在福岛第一核电站的冷却

期后，政府进一步要求方圆20至30公里以内的居民自

系统失灵不到24小时后，严重的氢气爆炸炸毁了最后一

愿撤离。

个安全壳，使大量的辐射直接与开放环境接触。
接下来，四月下旬，日本政府扩大福岛核电站附近居民
核工业过去一直说像福岛核灾这样的重大事故的发生概

疏散范围至50公里。六月，七月和八月，政府再次要求

率非常低。全球运行的400多个反应堆，发生堆芯熔化

更多生活在20公里“疏散区”以外的居民撤离。根据

的几率250年才有一次。

政府公布的数据，在有可能发生的更糟情况下，撤离计
划将远至250公里之外的东京圈和其他人口密集区。显

事实证明，这个假设是错误的。在基于经验基础上观察

然，对于核电厂来说，基于几公里直径的疏散计划是过

到的事故频率要高得多：大约每十年会发生一次重大核

于僵化和绝对不足的。

事故。
此外，日本未能正确使用预测放射性微粒沉降分布的特
现代科学的原则之一是，当观测与预测不匹配时，需要

殊软件。在某些情况下，人们被疏散到的区域实际上有

修正其模型和理论。这显然适用于核安全法规的概率风

更多的辐射。例如，该软件预测，一个学校将处在放射

险评估。然而，核工业继续用不变的风险模型和假想中

性烟羽扩散的路径上，但实际上这个学校成为了一个临

极低的事故率，在日本和世界各地心安理得的继续运行

时疏散中心，上千人在那个被高度污染的地方呆了几

核反应堆。

天。此外，在危机的初期，辐射性微尘假定场景预案从
未呈交到日本首相办公室，而那里才是能够做出灾害管

该报告揭示了核工业的系统性失败，特别是深入调查了

理决定的地方。

以下三个问题：
• 紧急疏散计划；
• 损害的赔偿责任和赔偿金；
• 核监管部门。

弱势人群疏散程序的失败
有一间庇护所收容了一间医院和附近的老人院里的病
人，然而医护人员逃离了，后来440位病患中有45位死
亡。在另一起事件中，超过90位的老人在无人照看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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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被丢下。为躲避辐射，数百名福岛地区的医生和护

对第三方造成损害时要承担没有上限的责任和赔付。但

士辞职，因此该地区的医院不得不暂停服务。

是，法律不包括任何关于何时、如何支付赔偿的实施细
则和程序，也没有定义什么样的人能够符合条件、获得

福岛危机也暴露了核事故应急计划的关键原则之一——

赔偿。这样就给实际操作留下了很多解释空间。

禁闭（建议居民留在自己家中以避免辐射）实际上根本
没有起到效果。禁闭适用于短时期，不能超过10天，

东京电力公司迄今仍然在逃避责任，并且未能妥善补偿

但10天才是躲避福岛核灾大量释放辐射的必须时间。

那些受到福岛核事故巨大影响的居民和企业。补偿方案

所以紧闭这种方式不适用于像福岛事故这样的和灾难。

把成千上万决定自愿撤离以减少辐射风险的人排除在

（在切尔诺贝利灾难中，巨大的辐射释放持续了近两个

外。其中一些人只得到了一次性支付的1,043美元（约

星期）。

6,568人民币）作为赔偿。东京电力公司的律师也在一
直试图帮助公司逃脱支付除污费用的责任，声称辐射以

处于禁闭期的居民吃光了备用食物，也用完了最终撤离

及处理辐射污染的重担现在已经是土地所有者的事，而

所需的燃料。此外，那些能够帮助禁闭在家的居民的专

和东京电力公司无关。

业工作人员，如司机、护士、医生、社会工作者和消防
员，并没有为在大量辐射的区域工作而做好准备。

家庭破碎，家园和社区不再。超过15万人被撤离，他
们几乎失去了一切，也得不到足够的支持和经济补偿以

后期的应急措施也是千疮百孔。现实情况是，日本政府

重新开始生活。人们失去了工作，而一些人的生活成本

提出的辐射上限高于国际建议的标准。日本当局多次对

却翻了一番。东京电力公司支付的一次性经济援助的第

于食品和农作物遭受辐射污染的情况措手不及，一直未

一笔钱，仅限于已经流离失所了几个月的居民，而且只

能预见到该问题可能会波及更广的范围。政府对于监测

有象征性的13,045美元（约82,157人民币）。之后应

和检查辐射水平的计划准备不足，从而进一步削弱公众

该赔付的更大一笔的赔偿金。第一部分也得在六个月

的信心，更导致了农民、渔民蒙受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后才开始，而想要得到赔偿还需完成东京电力公司60

同时，清理高辐射污染地区的去污程序，也面临着效

页的申请表格外加一份150页的说明，而这笔赔偿金的

率、成本和其负面影响的巨大问题。

数额到底是多少至今也是个未知数。许多人试图努力
读懂这份复杂的申请，还有很多人干脆放弃了，选择

问责制度的缺乏

忘记，继续前进。

在第二章中，美国《高等教育纪事报》驻日本通讯员、

重要的是，日本法律规定，东京电力公司有强制保险可

《独立报》和《爱尔兰时报》的记者戴维·麦克尼尔

支付16亿美元，这意味着，如果公司面临不可避免的财

（David McNeill）博士，通过访谈调查挖掘出福岛事故

政困难或破产，任何超过这个数额的支出都是难以获得

最为可怕的一面可能是：人为因素。

的。到目前为止，该公司已向受灾居民支付了大约38.1

由于大多数国家限定核反应堆运营商在事故中的责任，
使得他们只对实际损失中的很小一部分负责，这使得核
工业基本上逃避了支付事故后果的责任。日本法律规
定：核反应堆运营商（在这次事故中是东京电力公司）

亿美元的赔偿金。然而，赔偿损害的实际成本估计是在
750亿至2,600亿美元之间。包括赔偿金和退役福岛第一
核电站的6个反应堆的整体成本，预计将达到5,000亿至
6,500亿美元。看起来日本政府决心将做出干预，无论
如何都要帮助东京电力公司摆脱困境。所以如果坚持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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赔偿下去，福岛核灾的大部分损害成本，最终将由全体

及对核事故的风险持不屑一顾的态度。

纳税人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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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参与者不能挑战对方的想法时，有主流声音被放大

“对于一个成功的技术来说，对现实的考虑要远优先于

的倾向。核部门的推广和监管之间的紧密关联创造了

公共关系，因为大自然是不可能被愚弄的。”

例如，即使当问题、漏洞和东京电力公司的丑闻浮出水

一个“自我监管”的环境，这是福岛第一核电站灾难

这正是最令人错愕的，我们眼看着核工业如何成功的建

面，监管部门从来没有执行足够有力的措施来避免同样

的一个关键原因。

立起一个制度，不但让污染者收获巨大利润，而且一旦

的事情再次发生。

这句话由上世纪最杰出的物理学家之一、诺贝尔奖获
得者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在1987年

这种自满态度也表现在，许多决策者和监管机构在事故

调查“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失事悲剧的报告中写下。他

当监管机构在必要时终于要求对法规进行修改时，他们

发生后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恢复公众对核电的信

对航天业的分析与核工业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他解释了

竟然允许行业多年之后才开始执行。在2011年的日本，

心，而不是如何保护民众免受辐射风险。这也是联合国

社会经济对现代社会的影响是如何导致官方在预测由复

系统故障

这最终被证明是致命的。

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的失职，它没有能将保护公众

杂技术导致的灾难性事故时产生与现实情况的巨大偏差

在第三章中，核顾问咨询公司Fairewinds Associates的

放在第一位，反而把日本政府的政治利益、以及自己促

的。他指出，事实上，如果一切顺利，一段时间不发生

在日本，相关机构的失误不可避免的导致了福岛灾

阿尼·冈德森（Arnie Gundersen）调查了福岛事故是如

进核能发展的任务放在优先地位。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

意外的话，监管和预防性原则就会不可避免的被弱化。

难。早在灾难发生多年前，地震和海啸的风险是众所

团在2007年和2008年访日时，因日本稳健的监管制度和

他还呼吁考虑用替代技术来完成这项工作。

何发生的。国家机构本该确保其公民的安全，但实际上

周知的。核工业及其监管机构却向公众保证，即使是

应对重大事故的良好准备，都曾对日本大加褒奖。

却与东京电力公司之间存在一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在自然灾害的情况下，反应堆也是安全的，时间长了

的态度。这种欺骗表现出日本的制度性失败，包括对核

以后他们也开始相信自己的话了。这有时被称为“回

工业监管的不当政治影响，允许行业牵制法规发展，以

声室”效应：在一个环境里，当一小部分有相似权益

出错，他们就把处理损失和损害的责任丢给那些深受事
故影响的人们。

人类用两个致命的灾难为代价淘汰了昂贵而容易发生意

要吸取的经验教训

外的航天飞机。而现在，我们正在经历历史上的第二大
核反应堆灾难。让我们不要再自欺欺人：我们有责任在

图注：卫星图像显示的福岛

日本核电体制的失败，向全世界发出了一个难以忽视的

这个极为重要的时刻最终转换到一种安全且经济适用的

核电站受损情况。2011年

警告。人为疏忽是所有过去的核事故，包括美国三里岛

电力供应来源——可再生能源。世界所有的核反应堆都

事故和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灾难的主要原因。其中切尔

可以在二十年之内被替换。

3月11日发生在日本近海的
地震引发了此次灾难。
© DigitalGlobe
www.digitalglobe.com

诺贝利事故和福岛核灾也有大量的相似之处：释放出的
辐射量、撤离的人数和长期污染的大面积土地。事故发

同时，我们从福岛核灾中明白，核电不可能永远是安全

生的根源也是相似的：有关机构系统性的低估风险，安

的。如果再有一场重大核事故，我们只有让核工业和监

全责任被置于政治和经济利益之下，行业和决策者不仅

管机构全面负起责任，才有可能对可能遭受劫难的人们

对事故均表现出准备不足，还建立了一个任其存在和运

给予更好的保护。我们必须把核制度置于公众的密切监

作但不需要任何问责的环境。

督下，并要求制度透明。同时，我们必须尽快完全淘汰
危险过时的核电机组。

政府、监管机构和核工业过去都曾表示，他们已经从过
去的事故中吸取了很多经验教训。然而，他们再一次未
能兑现这些承诺。我们能有多大的信心，认为同样的悲
剧不会再发生？幸运的是，我们并非别无选择。可再生
能源技术成熟、稳健，并且具备良好的经济适用性，已
经可以担任起取代危险的核反应堆的重任了。在过去的
五年中，全球风能和太阳能的新增发电能力（230,000
兆瓦）是核能（10,600 兆瓦）的22倍以上。仅在2011
年一年建立的可再生能源发电站，就和16个大型核反
应堆的发电能力相当。这是一个拥抱没有核风险未来
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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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注：在福岛第一核电站60公
里以外的福岛市郊，绿色和平工
作人员对土壤取样以检测污染程
度。绿色和平正在监测食物和土
壤中的放射性污染，以评估当地
居民的健康和安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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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和平是一个全球性环保组织，
致力于以实际行动推进积极改变，
保护地球环境与世界和平。
如需更多信息请联系
enquiries@greenpeac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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