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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苏宁

　　

　　一直以来，核污水排海的安全性受到日本国内民

众及国际社会的广泛质疑，但是日本国内负责行政审

批的原子力规制委员会近日却向外界放风，表示经过

审查认为“东京电力公司提交的核污水排海计划的安

全性‘基本合格’”，近期将正式批准排海计划方案。东

京电力公司也因此自5月5日起启动海底挖掘作业，开始

为下一步修建用于向海洋排放核污水的海底隧道着手

进行前期准备工作。

　　对此，日本民众及国际社会纷纷发出反对之声，警

告日本政府立即停止这一严重损害全球海洋环境安

全、国际公共卫生体系和周边国家人民根本利益的单

方面决定。

政府监管流于形式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原子力规制委员会对东京

电力公司提出的核污水排海计划方案进行的所谓审

查，其实只是从去年12月以来进行的13次评审会，评审

内容包括稀释核污水设备的性能、设备稀释能力出现

异常时的紧急停机办法、地震及海啸应对策略等。评审

并没有权威的第三方参与。

　　此外，东京电力公司劣迹斑斑，在历史上数十次被

曝光造假及事故丑闻。而且，其作为垄断性企业，通过

向日本执政党提供政治资金，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政商

利益集团，不但可对政府主管机构施加影响，甚至能直

接参与日本国家核电政策的制定。鉴于东京电力公司

的特殊性，原子力规制委员会开展的所谓审查的科学

性、可信性均受到外界质疑。

　　在这样的情况下，在4月15日的评审会上，日本原子

力规制委员会仍宣布对东京电力公司提交的核污水排

海计划方案安全性的审查工作基本完成，并对排海计

划方案给出了“已无不充分之处”的结论。

　　值得注意的是，东京电力公司启动核污水排海相

关准备工作是在并未得到日本政府主管部门正式许可

的背景下进行的，由此也能够看出，所谓审查只是流于

形式。

　　不仅国内审查如此，国际组织的相关调查也未得

到日方正确对待。4月下旬，国际原子能机构公布了今

年2月对东京电力公司核污水排海计划方案实施现地

调查的报告。该报告并无任何结论性文件，表示今后将

继续开展调查。但是，日本政府及东京电力公司在国际

组织并未作出安全认定的情况下，置各方关切于不顾，

强推核污水排海审批，企图造成既成事实，此做法极不

负责任。

　　按照程序，东京电力公司近期将汇总此前评审会

情况，向日本原子力规制委员会提出补充申请书，原

子力规制委员会将据此于5月内拟定批准书草案，经1

个月的公开征求意见后正式予以认可。因此，东京电

力公司的核污水排海计划方案最快将于6月内正式

确定。

设备性能广受质疑

　　据日本福岛县媒体《福岛民报》报道，东京电力福

岛第一核电站用于过滤核污水的多核素去除设备

（ALPS）自2013年启用至今一直故障不断。然而，今年3

月，日本原子力规制委员会却对该设备给出了“检查合

格”的结论。由于该设备是过滤净化核污水的关键设

备，容不得半点差池，《福岛民报》呼吁日本政府和东京

电力公司进一步强化管理体制，并完善过滤净化处理

能力。

　　福岛用于过滤净化核污水的ALPS设备共有三

台，但这三台设备都是仓促上马，安全性缺乏实际

验证。日本原子力规制委员会也承认，ALPS设备原

本应当在投入使用前进行材质、构造、性能等各方

面的检查确认，合格后才能正式启用。但是，为应对

日趋增多的高浓度核污水，不得不“特事特办”，将

设备使用优先于设备检查，以试验运行的名义提前

投产。

　　目前，ALPS设备已经处理了超过48万吨的核污水，

但是，由于2018年时曾发现，已处理的核污水中仍然存

在除氚以外的其他放射性物质，因此，福岛当地民众对

ALPS设备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普遍感到担忧，对设备正

式启用后能否确保长期安全持怀疑态度。

　　东京电力公司的核污水排海计划方案一旦正式获

批，东京电力公司计划于6月正式启动排海相关的设备

安装及工程建设，但工程开工尚需得到当地政府的

同意。

　　当前，福岛县内外的反对之声依然强烈，福岛县渔

业团体“坚决反对”的立场没有丝毫松动。设备安装及

工程施工能否得到当地13个市町村的同意尚不得而知，

特别是福岛县和福岛第一核电站所在地的大熊、双叶

两个町是否同意成为焦点。

信息公开遮遮掩掩

　　核专家肖恩·伯尼近日在韩国《东亚日报》撰文称，

尽管东京电力公司发布了各种视频，宣传向海洋排放

核污水的所谓安全性，但并未公开待排放核污水总量

等基本信息。事实上，或许连东京电力公司自身也无法

确定核污水总量，因为当前核污水还在以每天约130吨

的速度产生，何时能够完成核电机组的报废工作尚无

法预期。

　　“福岛核事故已经过去10余年，但现在仍然无法进

入现场，甚至连发生熔毁的堆芯现在在哪里也无法确

认”，原日本京都大学原子能反应堆实验室的小出裕章

不无担忧地说。

　　迄今为止，日本政府尚未对排海计划方案的正当

性、核污水数据可靠性、ALPS设备有效性、环境影响不

确定性等问题作出令国际社会信服的解释。

　　然而，日本政府不仅不正视核污水排海的安全隐

患，拒绝采取科学、负责任的态度妥善应对，反而千方

百计采取科学之外的手段，为核污水排海扫除障碍、创

造条件。

　　据《韩民族日报》报道，日本以同意接受英国加入

CPTPP为条件，迫使英国解除了对福岛产食品的进口

限制。除英国外，目前仍有13个国家和地区对福岛产食

品保持进口限制。

　　日本政府应该正视国际社会和周边国家对核

污染的担忧以及安全关切，切实履行应尽的责任和

义务，以公开、透明、科学、安全的方式处置核污

水。本末倒置、遮掩粉饰、擅自强推核污水排海，最

终只能对全人类和自然生态环境造成不可挽回的

伤害。若日方仍旧一意孤行，势必受到国际社会

追责。

环球关注

多方呼吁阻止日本核污水排海计划

□ 际文

　　

　　当地时间12日上午，芬兰总统绍利•尼尼斯托和

总理桑娜•马林发表联合声明，正式宣布支持芬兰申

请加入北约。俄卫星社说，芬兰和另一北欧国家瑞典

预计将在6月北约峰会上正式递交入约申请。随后，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12日表示，芬兰加入北约

将“顺利而迅速”。

　　对于芬兰政府的声明，克里姆林宫迅速作出反

应。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被问及莫斯科可能

如何具体回应芬兰申请加入北约的行动时说，“如果

你还记得，俄罗斯总统和总司令曾积极指示，要制定

一系列措施，在有关北约加强其东翼的问题上，加强

我们（俄罗斯）的西翼。北约正朝着我们的方向前进。

当然，所有这些都将成为进行特别分析和制定必要

措施的因素，以平衡局势，确保我们的安全。”

　　今年4月，桑娜•马林表示，考虑到俄乌冲突后，芬

兰周边安全环境的变化，该国正考虑加入北约事宜。除

芬兰外，瑞典也作出类似表态，该国首相安德松表态

称，瑞典不排除加入北约的可能。对于两国的表态，北

约和美国、德国等国均极力拉拢。斯托尔滕贝格5日接

受瑞典电视台专访时说，若瑞典申请加入，北约将在瑞

典入约等待期内向波罗的海地区派遣更多军队。

　　对于两国的表态，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

梅德韦杰夫早就发出警告，表示若芬兰及瑞典加入

北约成为现实，那么未来再谈论波罗的海无核化地

位将变得不再现实。这将使北欧从一个坚持军事不

结盟的和平地带变成一个潜在的战区，瑞典与芬兰

也将失去过去的独特地位，陷入危险之中。

　　然而，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无视俄罗斯政府的警

告，使用各种方式刺激芬兰与瑞典加入北约。冷战结

束三十多年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以“美国第一”“西

方至上”为利益导向，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掀起冲突和

战争的波澜，让动荡与不安始终困扰着国际社会。正

如西班牙《起义报》日前指出，“北约永不满足的目

标，是所有这些冲突的根源和癌细胞”。

　　乌克兰危机的爆发，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难辞其

咎。20世纪90年代初，时任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

向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承诺“北约将不会向东扩张

哪怕是一英寸”。然而此后，美国主导的北约背信弃

义五次东扩，北约成员国从16个增至30个，向东推进

1000多公里，直抵俄罗斯边境。乌克兰危机给世界带

来了难以估量的深重影响。但北约依然固守冷战思

维，拱火浇油，制造分裂对抗。

　　北约虽然自称是防御性组织，但事实上却多次

违背国际法，肆意对主权国家发动战争，破坏世界与

地区和平，导致大量无辜平民丧生、流离失所，欧洲

大陆重燃战火，其背后所揭示出的是北约充斥“冷战

思维”的霸权工具定位。从波黑到科索沃、从阿富汗

到伊拉克再到利比亚……这些都是以美国为首的北

约一手策划的战争，展现了北约滥用反恐、人权等借

口穷兵黩武、从中渔利的嗜血本质。如果说渲染所谓

“威胁”是为北约的存在捏造借口的话，这些战争罪

行则凸显了北约维护美国自身一己私利的霸权目

标，从而更为本质地揭露出北约所维护的安全其实

仅仅是美国自身的所谓“安全”，以及北约为了满足

美国私利可以随时牺牲任何一方安全的本性。

　　北约在冷战后一再东扩，把俄罗斯一步步逼向

墙角，不仅没有让欧洲更安全，反而埋下冲突的种

子。北约若再次扩张，将芬兰与瑞典这两个原本中

立、长期奉行军事不结盟政策的北欧国家纳入其军

事同盟体系，无疑将加剧与俄罗斯的对立，导致波罗

的海地区乃至整个欧洲安全形势进一步恶化。

北约谋求再次扩张充分暴露霸权本质

□ 本报驻韩国记者 王刚

　　

　　韩国新总统尹锡悦5月10日正式就职，但其组阁

过程并不顺利，提名的18名内阁成员中仅有不足一

半通过了国会人事听证。鉴于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在

国会占据过半席位，未来尹锡悦政府的政府预算案、

改革措施、立法计划等都将面临诸多掣肘。即便如

此，尹锡悦政府上台后将推出哪些立法改革，依然吸

引了诸多目光的关注。

　　目前韩国国会共有300席，其中在野党共同民主

党拥有168席，执政党国民力量党拥有109席。在8席

无党籍国会议员中，还有7席出身于共同民主党。这

意味着共同民主党占据国会的席位达175席，拥有绝

对多数议席并实际掌控立法权。鉴于下届国会选举

的时间是2024年，因此尹锡悦政府不得不长期面临

朝小野大的尴尬局面。

　　在总统竞选时，尹锡悦曾承诺要废除女性家庭

部，但因共同民主党的反对，《政府组织法》修正案连

象征性的司法调查措施都没有进行。当时就有观点

认为，尹锡悦就任总统后，如果作为在野党的共同民

主党不配合，将难以进行政府机构改革，也无法推动

《政府组织法》修正案等诸多立法计划。

　　为了突破朝小野大局面、助力尹锡悦政府推动

政府预算案、改革措施、立法计划等，国民力量党国

会代表权性东近日曾强调，应尽量争取韩国国民及

社会舆论支持。但外界普遍认为，这一做法能否奏效

仍是未知数。

　　以此前关于限制检方侦查权的相关法案为例，

在朝野协商时，尹锡悦及国民力量党都曾公开表示

反对，并动用媒体展开舆论战，但这并未达到预期效

果，两项相关法案依然在国会获得通过。

　　鉴于此，不少政界人士及韩国媒体分析认为，尹锡

悦政府未来两年都要面临掣肘。由于尹锡悦刚刚就职，

外界目前还难以揣摩其如何应对朝小野大局面。不过，

有媒体关注到，在共同民主党推动限制检方侦查权立

法的同时，尹锡悦提名了自己的亲信担任法务部长官，

未来不排除朝野政党为此陷入对峙的局面。

　　鉴于尹锡悦及国民力量党反对文在寅任期末推

动的司法改革，因此新政府未来将推动什么样的立

法改革也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多数分析认为，由于《检察厅法》和《刑事诉讼

法》修正案已经正式公布，因此被完全推翻的可能性

很小。有媒体预计，尹锡悦及国民力量党或将支持检

方提出的“违宪诉讼”抑或通过颁布总统令扩大检方

侦查权范围。

　　还有分析认为，鉴于如何定义腐败和经济犯罪

属于总统令的范畴，未来不排除尹锡悦发布后续总

统令，让侦查范围朝着有利于检方的方向扩大。

　　与此同时，韩国社会也出现了希望共同民主党

发挥国会多数作用、加快相关立法改革的呼声。

　　韩国国家人权委员会委员长宋斗焕5月8日发表

声明，敦促国会尽快召开有关《平等法》的听证会，使

之进入实质性立法程序。该法于2007年首次提出，立

法宗旨是禁止因性别、残疾、学历等理由对任何人进

行差别性对待。但由于保守党派的反对，法案在国会

一直处于“议而不决”状态。共同民主党人士近日表

态称，预计5月中旬将召开相关听证会，推动相关

立法。

　　除此之外，韩国社会要求尽快处理《广播通讯

法》修正案等媒体改革相关法案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文在寅担任总统期间，一直表态要立法对公营媒体

的股权结构进行改革，但相关法律最终没有落地。韩

国全国媒体劳动工会和韩国记者协会5月4日发表联

合声明，敦促韩国政界“抛弃政治既得利益”，尽快通

过媒体改革法案。

　　由此可以预计，尹锡悦政府上台后，韩国执政党

与在野党围绕诸多立法改革的博弈与对峙将持续上

演。鉴于韩国国会选举远在两年之后，如果尹锡悦及

执政党国民力量党处理不好与在野党的关系，未来

面临的立法困境与施政难题恐将层出不穷。

尹锡悦政府立法计划恐面临诸多掣肘
环球观察

□ 本报见习记者 王卫 本报记者 吴琼

　　连日来，世界卫生组织和多国公共卫生

专家反复强调，新冠疫情大流行远未结束，预

计新冠病毒仍将继续演变。然而，欧洲多国却

强行取消防疫措施，采取“与病毒共存”模式。

目前，这种“躺平”模式的后遗症已经陆续显

现，英国、法国、德国等国的病例数激增、死亡

人数攀升、医疗系统面临巨大压力、经济复苏

屡屡受挫。专家呼吁，在全球新增新冠确诊病

例数和死亡病例数持续升高的当下，欧洲抗

疫需保持足够警惕和充分准备。

疫情数据不容乐观

　　事实证明，随着“躺平”政策而来的就是

新冠新增病例数激增、死亡病例数高企。

　　英国是最早提出“群体免疫”概念的国

家，今年2月宣布解除大部分防疫措施。据统

计，仅4月中下旬，英国新增确诊病例总数已

达26.6万例，日均确诊病例达3.8万例，均高于2

月末水平。

　　法国官方当地时间5月11日宣布继续放

宽防疫措施，民众搭乘公共交通将不再强制

戴口罩。根据法国官方数据，截至11日19时30

分，法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40299例、累计确

诊病例29061553例、累计死亡病例147075例。

目前全法新冠发病率为每10万居民中有404

名感染者。

　　此外，欧洲其他地区疫情数据也不容乐

观。德国联邦疾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发

布最新统计数据称，截至当地时间5月11日0

时，德国累计确诊新冠病例25503878例，较前

一日新增确诊97010例，累计死亡136987例，较

前一日新增231例。

　　意大利卫生部当地时间5月9日公布的数

据显示，过去24小时，意大利新增确诊17155

例，现存确诊1103755例，累计确诊16816419

例；新增死亡84例，累计死亡164573例。

　　葡萄牙卫生总局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

显示，自3月中旬以来，新冠病毒在葡萄牙的传

播率“非常高”，新冠死亡率也呈“上升趋势”。

　　“躺平”政策下，虽然有个别西方国家确

诊病例减少，但这并不是因为病毒“奇迹般地

消失了”，而是他们“掩耳盗铃”压根不检测，

自以为把头埋进沙里就没有了疫情。

　　世卫组织指出，“检测是防治疫情最重要的

工具之一”。世卫组织提醒称，由于新冠检测数量显著减

少，世卫组织监测疫情趋势的能力已经受到影响。

医疗系统承受重压

　　疫情在欧洲地区再度复燃，已令该地区医疗体系

承压日重。英国国民医疗服务体系（NHS）称，英国疫

情不断蔓延，为该国公共卫生体系带来“重大压力”，

而这一情况已从去年冬季持续到今年春季。

　　NHS联盟政策主任蕾拉·麦凯表示：“英格兰现在

有近2万人因感染新冠病毒住院，NHS及其疲惫不堪的

工作人员正疲于应对不断增加的入院人数和床位占用

率。”她还提醒约翰逊政府，长期的医疗系统人员短缺，

加上目前高达610万的等待名单积压，“我们真的需要

对卫生服务的现状（与政府）进行现实的对话”。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德国。德国20%的医院认为

当前急救护理部门压力较大，六成医院的护理人员人

数低于最低标准，六成医院因员工感染新冠而不得不

推迟手术。目前，全德10%的普通病床和重症监护病

床均供新冠患者使用。

　　法国新冠住院患者人数现为20152人、重症患者

人数现为1329人。今年以来，法国的新冠住院患者人

数长期在高位徘徊。

　　荷兰部分医护人员非常担心疫情的潜在威胁，尤

其是对弱势群体的威胁。一位荷兰中部海

尔德兰省的医务工作者在一封公开联名信

中说，医护人员严重短缺，外加传染性极强

的奥密克戎毒株蔓延，医疗机构正面临巨

大压力。

　　芬兰社会事务和卫生部近日发布的数

据显示，芬兰新冠疫情仍没有减弱迹象。去

年年底至今年年初，在专科医疗保健和初级

医疗保健系统就诊的患者数一直居高不下。

　　塞浦路斯卫生部长约安努表示，由于

无法跟踪近期感染人员的接触对象，塞浦

路斯的新冠疫情已经失控，医疗系统恐难

以承受。

专家呼吁收紧防疫

　　欧洲多国专家反复呼吁防疫勿松懈。由

于奥密克戎变异毒株流行的危害依然严峻，

对高龄患者、合并严重基础病患者等特殊人

群具有严重威胁，因此及时的核酸检测、有

效的防控措施以及相对公平的疫苗接种仍

是目前全球科学防疫应当采取的举措。

　　不少英国专家警告称，取消全部疫情

防控强制措施将使易受感染人群处于更大

的危险之中。NHS更是敦促英国政府应立

即采取防控措施，包括要求在拥挤的地方

佩戴口罩等。

　　法国新冠疫情科学委员会成员、传染

病学专家德尼·马尔维提醒民众，戴好口

罩、做好防护可有效防止病毒传播。为保护

免疫力低下的人群，人们有必要做好防疫。

　　德国资深医院医师协会主席韦伯近日

发出警告：“疫情尚未结束。”德国联邦卫生

部长劳特巴赫表示，此前宣布允许新冠感

染者自愿进行隔离的措施是错误的，德国

将继续沿用新冠感染病例强制隔离政策。

　　由于疫情不断趋紧，意大利高等卫生

理事会主席佛朗哥·洛卡泰利说，该国应对

此次疫情的重要策略是加强检测，“近日每

天核酸检测数量已经超过15万份”。

　　荷兰奈梅亨大学传染病学专家尚塔

尔·布里克认为，防疫措施虽被取消，但病

毒的潜在威胁仍存，特别是对弱势群体的

威胁依然很大，人们应该继续戴口罩，以更

好地保护自己和弱势群体。

　　罗马尼亚一些权威卫生专家对解禁防

疫措施持保留意见。他们强调，在疫情尚未

完全结束前，戴口罩仍是十分有效的防疫措施之一。

罗马尼亚卫生部长拉菲拉也多次呼吁民众在封闭的

室内公共场所和人员密集的露天市场等地继续戴口

罩并做好手部消毒。

　　面对传染性更强、传播速度更快的变异毒株，欧洲

国家的“躺平”政策绝不可取。“躺平”政策带来的绝不

可能是躺赢，“与病毒共存”只会付出更多生命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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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地时间5月10日，韩国

首尔，尹锡悦宣誓就任韩国

总统。    CFP供图

　　图为英国伦敦早高峰时段，街头戴口罩的人寥

寥无几。随着欧洲一些国家口罩限制的取消及防疫

政策的放松，欧洲新冠病毒的感染人数出现了大幅

上升。              CFP供图

　　图为多个日本市民团体在福岛县政府前集会，高举“勿排放入海”“民众不支持该决定”等标语，抗议日本政府将

核污水排海的决定。                                人民视觉 供图

环球时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