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电站的第 4 号核反应堆在实验中

突然起火，引起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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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多万名救援人员

受核辐射伤害死去

在随后的事故调查报告中，核电站工

作人员一系列的操作失误被确定为导致

事故的最直接原因。

事故发生后，苏联政府立即组建了国

家事故调查委员会。 1986 年 7 月 3 日，苏

联科学院院长和库尔恰托夫核物理研究

所所长在苏联政治局会议上首次指出，核

电站“铀 - 石墨大功率压力管式”反应堆

设计上的缺陷是事故产生的主要原因，工

作人员操作失误只是事故发生的诱因（当

时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停电状态下重新激

活反应堆的实验）。 后来苏联核专家进一

步得出的结论是，反应堆燃料棒的结构和

保护系统不合理是引发事故的直接原因。

这次事故造成的放射性污染遍及苏

联 15 万平方公里的地区， 那里居住着

694.5万人。 由于这次事故，核电站周围 30

公里范围被划为隔离区，附近的居民被疏

散，庄稼被全部掩埋，周围 7000 米内的树

木都逐渐死亡。 在日后长达半个世纪的时

间里，10 公里范围以内将不能耕作、放牧；

10年内 100公里范围内被禁止生产牛奶。

切尔诺贝利的核辐射通过风力、雨水

等传播途径，污染了乌克兰、白俄罗斯、俄

罗斯等一些堪称世界上最富饶的土壤。

到现在， 参加救援工作的 83.4 万人

中， 已有 7 万人成为残疾人，30 多万人受

核辐射伤害死去。 乌克兰共有 250 万人因

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而身患各种疾病，

其中包括 47.3万名儿童。 在乌克兰的核受

害者中最常见的是甲状腺疾病、 造血系统

障碍疾病、神经系统疾病以及恶性肿瘤等。

今日在切尔诺贝利的河里仍有鱼儿漫游，

但它们体内积满铯、钚等核物质。松树则长

出褐色的怪枝， 表明树木生态因核辐射而

出现巨变。

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所泄漏的放射性粉

尘有 70%飘落在白俄罗斯境内。 事故发生

初期， 白俄罗斯大部分公民都受到不同程

度的核辐射，6000 平方公里土地无法使

用，400 多个居民点成为无人区，政府不得

不关闭了 600 多所学校、300 多个企业以

及 54个大型农业联合体。 到目前为止，还

有 200万人不得不生活在核污染区， 其中

包括 48万名不满 17岁的少年儿童。 据预

计， 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给白俄罗斯造成的

直接经济损失在 2350亿美元以上。

修建“石棺”防止继续核泄漏

当年， 为防止发生爆炸的 4 号核反

应堆继续核泄漏， 工作人员在这套发电

机组外部修建了厚厚的混凝土外壳，因

此 4号反应堆也被形象地称为“石棺”。

俄罗斯原子能部长鲁缅采夫 2003

年在接受《独立报》记者采访时说，切尔

诺贝利核电站的“石棺”有倒塌的危险。

他说， 苏联解体后， 乌克兰并未真正对

“石棺”的强度进行过评估，也未对“石

棺”内的情况进行过研究和监控。

此言一出，立即遭到乌克兰的反驳。

乌克兰外长表示，“石棺” 处于乌专家监

控之中，没有倒塌的危险。 而且，乌克兰

对“石棺”及其毗邻地区的监测从未间断

过， 一年用于此项的开支超过 600 万美

元。 电站工作人员对“石棺”内的核原料

和放射性情况保持日夜追踪监控， 每年

对“石棺”内的空气和水要进行上万次的

取样试验。 同时，乌克兰亦承认，“石棺”

的建筑结构不符合安全强度的要求，其

服役期亦不确定，存在倒塌的可能。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于 2000 年 12 月

15 日关闭。 乌政府履行了对国际社会的

承诺， 但西方国家对乌承诺的援助迟迟

不到位。 2001年 4月，核电站脱离乌国家

核能公司， 乌组建了专门负责解除电站

运营、加固改造“石棺”的切尔诺贝利核

电站国家专业化企业， 在核电站防护方

面加大了国际合作力度。

乌克兰政府认识到首要任务是防止

核电站内核原料和放射性废料再次泄

漏，并于 2003 年初批准了一项加固完善

“石棺”的计划。 2004年初，在“石棺”外封

盖新的掩体工程正式动工。

英国《泰晤士报》援引专家的话说，

虽然发生泄漏事故的反应堆核原料已经

处于封存状态， 但它的放射危险性将持

续 10万年。

2006 年 4 月 18 日， 世界卫生组织又发表了

一份这次事故对人们健康所产生影响的全面报

告， 报告的发现之一是患甲状腺癌的人和死于癌

症的人格外多。

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说，调查发现，事故发生

时周边地区还是青少年的一批人，后来有 5000 多

人罹患了甲状腺癌。 死于癌症的人数比正常情况

下多出了约 9000人。

此次报告公布的数字还是与研究学者们给出

的数据相距甚远。 致力全球环境保护的“绿色和

平”组织当天的报告则指出，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

故造成致癌死亡人数 10 倍于联合国作出的官方

估计，约为 9.3万人左右。

切尔诺贝利最后一个反应堆已于 2000 年 12

月 15日正式关闭。 据专家估计，完全消除这场浩

劫的影响最少需要 800年！

为了清除核事故的影响， 苏联政府在每一个

州和地区建立了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受害者治疗与

预防机构，对受害者提供免费医疗帮助，还在莫斯

科建立了联邦抗辐射保护儿童科学实践中心，治

疗受辐射的儿童。十几年来，诊治的切尔诺贝利事

故受害者达几百万人之多，其中包括 20 余万名儿

童。截至 2001年 1月 1日，列入俄罗斯“切尔诺贝

利核事故受害者清单”的人超过 57 万人。 苏联政

府用于清理核污染、为受害者提高医疗帮助、社会

保障、津贴、建设新的村庄和住宅等方面的预算开

支高达 230亿卢布。 至今在俄罗斯因切尔诺贝利

核事故受社会保障法保护的人口仍有 210 万人。

消除切尔诺贝利后患成了俄罗斯、 乌克兰和白俄

罗斯政府的巨大财政负担。 （据《半岛晨报》）

57 万人列入“受害者清单”

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发生 6 个月后， 直接

造成 28 人死亡。 这次史上最严重的核事故使得

500 万人遭受核辐射， 主要的受灾地区包括白俄

罗斯、乌克兰以及俄罗斯。

核事故对儿童的健康造成了无法弥补的灾

难。白俄罗斯儿童患甲状腺癌、白血病的数量迅速

增加，新生儿生理残疾者剧增。白俄罗斯戈梅利地

区的儿童甲状腺癌的比率， 在核事故发生后上升

了 200倍；某些地区甚至上升了 2000倍。

爆炸 20年后，很多科学家对国际原子能机构

和世界卫生组织提出批评， 指责这两个联合国机

构漠视与切尔诺贝利事故引发的死亡、 癌症和变

异相关的证据。

有关切尔诺贝利事故的健康影响一直都存在

争议。苏联官方当时隐瞒了很多细节。遭受核辐射

最为厉害的是 60 万名从事切尔诺贝利事故后现

场清洁的人， 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来自全国各地的

部队。

国际原子能机构和世界卫生组织曾表示，这

次事故直接引起的死亡只有 50 例，最多可能会有

4000 人最终死去。 联合国这两个机构还将苏联

500 万名在事故中受辐射的人表现出的病症归咎

于日益严重的贫穷和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创伤难愈

联合国两个机构受到批评

普里皮亚季镇离核电站仅 3 公里，是

当时灾情最重的小镇，事故发生后，小镇

居民全部被疏散。

普里皮亚季镇原有约 5 万居民，主要

是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工作人员及其家

属，而今是一座无人居住的“死亡之城”。

荒凉的游乐园里， 摩天轮孤零零地立着，

碰碰车东倒西歪散落在地上，铁门、铁栏

杆都锈迹斑斑，更凄凉的是，这座游乐园

还从未迎接过人们的欢乐。游乐园的首次

开放时间定在 1986 年 5 月 1 日， 也就是

爆炸发生后的第 5天。

大部分楼房已经破败不堪，许多院落

杂草丛生。这些家，曾经代表着骄傲，这是

苏联政府对为国家核事业作出贡献的工

作人员的奖励， 而现在则变得破败不堪。

记者拿出测量仪一量，连车内的辐射强度

都达到了每小时 154毫伦琴。

一名叫祖伊科夫的乌克兰男子陪同

记者们来到他当年就读的第三中学， 事

故发生时他 15 岁。 他说， 事故发生后，

当年的伙伴都被疏散到各地， 目前他只

同少部分人取得了联系， 他很思念儿时

的伙伴。

重返故居：游乐园没有开放就遭废弃

虽然核电站 30 公里以内的地区被

划为隔离区，政府严禁民众在这里生活，

但一些老人近年偷偷返回当地居住，并

在隔离区内种菜和饲养家畜， 过着自给

自足的生活， 当地政府也只好“睁一只

眼，闭一只眼”。

59 岁的瓦列利·斯鲁克奇是选择回

到隔离区生活的人之一， 他回忆道：“当

年， 我和老婆还有两个孩子都认为一定

会回来的， 所以走的那天我们带的行李

并不多。 ”

在 1986年 4月 27日晚，瓦列利仔细

关好门窗、锁上门锁，然后就登上了载着

行李和邻居们的巴士， 巴士将载着他们

到 70公里以外的小镇去生活。 4小时内，

普里皮亚季镇的 4.7万居民全部撤离。当

时， 负责撤离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 3 天

以后就可以回来， 因此许多人都没有带

走宠物。 现在， 这块土地仍然是被封锁

的，而他们选择了偷偷回来。

离核电站约 15 公里远的伊利因齐

村现在居住着约 30 名自愿回迁的村民，

多数是老年人。 现年 55 岁的穆济琴科

看上去身体硬朗， 说话嗓门很大。 据他

介绍， 他同妻子和年迈的父母是在事故

发生后第二年回到这里的， 全家已经习

惯了故土的生活。 他们现在吃的是自己

种的土豆、 洋葱和西红柿， 自家养的鸡

和鹅产的蛋足够享用。 据他说， 医疗人

员定期来给村民检查身体， 还对农户家

种的农产品进行辐射测量， 结果显示，

当地产的水果和蔬菜辐射指数处于正常

范围内。

据不完全统计， 目前至少有 300 人

在隔离区内居住，大多数是老人。 一些老

人说，他们并不担心核辐射，只是子女未

能取得进入隔离区探望他们的通行证，

这一点让他们有些担忧。

一些老人偷偷返回隔离区生活

受到核辐射的这个男孩的双手被缠

住，否则他会不停地咬自己的双手，直到

血流不止。

受到核辐射的儿童。

切尔诺贝利在 1 9 8 6 年 4 月 2 6 日因切尔诺贝利核事故而被废弃。

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令 500万人受辐射 消除污染需 800年

“死亡之城”仍在哭泣

（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