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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们对有毒化学物质了解的加深，它对人们健康和环境的危害也被逐步认识。越

来越多的人们联合起来竭力阻止有毒化学物的危害，寻求更加健康和可持续的生产方式。

企业主、政府官员和一些科学家试图辩解说为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有毒物质带来

的风险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接受的，我们因此使用上了电和电脑，获得医疗服务和便捷

的运输等。但他们并没有提到，还有其他一些对人类和环境更安全的方式可获得同样的

益处。（见第458页）实际上，我们在防止有毒污染的同时应该尽可能地选择和倡导安

全、低碳、环保的生产方式，而不必接受那些本可避免的风险。

我 们

无法呼吸

社 区 联 合

抵 制 污 染 排 放



环境健康社区指南450

应对有毒物质污染的重要原则是预防。预防是指在做出行动或使用产品前就要考虑

可能产生的危害。个人或社区在避免有毒物质伤害的同时，还应该向社会呼吁把民众

（不论贫富）和环境长远的健康置于政府和企业的利益之上。

我们的行为方式决定着自己或他人可能接触有毒物质的机会和数量。很多与有毒物

质的日常接触是我们无法控制的，但是我们可以尽量选择减少接触，以保护自己、家人

和社区的健康。

我们需要：

增强自我保护意识。读完这本

书后可以与他人交流，并向有关信

息机构咨询。有了一定的知识积累

后，可以宣传关于有毒物质的常识

及其防范措施。无论是学校、医疗

中心、工作场所，还是社区及自己

家都可以成为一个科普阵地。

找出接触有毒物质的途径。找

出家庭、水源、社区、工作场所、

学校和社区内有毒物质的来源及人

们接触有毒物质的途径。可以做一个“垃圾污染追踪”活动和健康调查，或成立一个污

染监测小组以评价毒物污染对社区的影响。 

尽量避免接触有毒物质。远离已知的毒物污染源，减少使用有毒产品。寻找更安

全、清洁的替代产品，使用无毒害的杀虫剂；合理规划社区的固体废物处理工程；保护

水源；将有害的产业或活动移至远离食物生长和公共活动（如公园）区域。通过这些努

力来控制毒物，确保有毒物质不再被储存、使用或释放到人们生活的周边地区，确保儿

童、老人、病人、孕妇或哺乳期妇女远离有毒物质。

防范有毒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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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无法确认呼吸什么样的空气、喝什么样的水或是老板为我们提供的工作环境质

量，也并不知道在食物和日常用品中会接触到哪些物质。因此，我们需要政府和企业的

支持，来减少有毒物质的使用、污染和危害。很多人为了共同的信念走到了一起，这个

信念就是人们有权利要求并远离极度有害的物质。

 一 些 污 染 企 业 像 火 电 厂 、 冶 炼

厂、石油化工和选矿厂，应当为有毒物

质污染负主要责任，但承受这些有毒物

质污染的灾难却落在了附近居民的身

上。一些社区能明确指认是某个企业引

发的问题，让他们负责清除有害物质，

并承诺使用更安全的生产方式。

给政府施压，促使其制定更
安全的标准

保护人们免受有毒物质污染是政府

的责任。但是，一些来自大公司和国际

金融机构的压力，迫使政府部门违背或

无视有毒物质的使用规定，尤其是在一

些努力吸引外商投资的国家。这就需要

有组织的社区运动，形成更大的社会压力来迫使政府制定和实施保护民众的相关法律、

法规、技术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

迫切要求更新生产方式

很多企业都研发出了新材料、新工艺来替代有毒材料和陈旧的工艺技术，更具可持

续性并能有效减少对健康和环境的危害。

改变消费模式

抑制由于经济富裕带来的过度消费和浪费是解决有毒物质污染的重要组成部分。

让污染企业治理污染

工作中使用

到的化学品

损害了我们

的健康。

公司应该减少使用

有毒化学物，给我

们提供更好的防护

措施。

但公司不会承认这
些化学物会对我们
造成健康危害，我
们应该自己行动起
来让公司认真考虑
我们的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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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生产和使用有毒材料的厂家告诉人们，他们的材料和产品是安全的，但事实并

非如此。很多一直被人们认为是安全和必要的化学品和产品，比如：PVC塑料1 、含铅汽

油或农药，现在都被证实有着巨大的危害。其实很多有毒化学物都有安全的替代品，只

是取决于企业是否愿意开发并充分利用。

工业发展中有很多“隐性成本”，如对环境的破坏和对人们健康的影响。这些隐性

成本本应由造成伤害的企业来承担，而非被伤害的人自行承担，但事实并非如此。企业

摆脱隐形成本以保护和增加他们的收益，进而获得高额利润，这些利润足以更新生产工

艺来保护人们的健康。

工业污染的最大受害者通常是在那些造成污染的企业中工作的工人居住在附近、无

法搬离污染区的居民也同样受到影响。很多由有毒物质引起的病患都无法治愈。因此，

就算有人能负担得起昂贵的治疗费用（更何况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无能力支付），它对我

们健康造成的危害也是永久性的。真正的解决办法是禁止使用强毒物质，加强对有毒物

质使用的管理。如果某些有毒物质是必须使用而又无法被安全物品替代的，则要建立和

执行更完善的管理规章。

隐性成本谁来买单

即使企业能够对制造和使用有毒化学物质负责，但无论你是居住在小山村还是大

城市，都无法躲避有毒产品和废弃物在全球循环造成的影响。世界各地的人们不论是

使用塑料袋（见第389页），还是制造电脑、汽车或手机，都少不了涉及各种有毒物质

和不良工艺，我们每个人都与有毒产品和有毒废料的世界循环紧密相连。

有毒产品和有毒废料的循环

污染企业必须承担改进安全工

艺流程的费用，并为受害的工

人、社区和各地的消费者承担

道义和法律责任。

1. PVC塑料：又称聚氯乙烯塑料，耐腐蚀，牢固耐用，由于在制造过程中添加了增塑剂、抗老化剂等有毒辅助材料来改善

    其物理性能，故不适于用作容器存放食品和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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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常见的工业污染

电子产品的生产和有毒废弃物

炼油厂和发电厂排放的有毒化学物和重金属会污染空气、水和土壤。精炼厂会排放

重金属如汞和铅，同时还会排放毒物如二噁英。

工厂有很多类型，一般都会造成污染，但可以通过清洁的生产方式来提高安全性。

工业废料堆中的化学物渗透到土壤和地下水中，容易造成持久的重度污染。

焚化炉会将有毒物质释放入空气、水和土壤。

小规模的工业，如皮革厂、电镀厂、制衣厂和电池制造厂都会造成污染，导致工厂

工人和附近居民的严重健康问题。

军事基地和战争区域会造成毁灭性的污染，从辐射到二噁英，遗留下来的有害物质

足以影响好几代人的健康。

化工有限公司

有毒废弃物

倾倒场

五 金 制 品

塑料制品公司

社区垃圾
倾倒场

电子制造有限公司

从产品生产到垃圾排放的每一个过程都会影响到人们的健康，人们可以采取相
应的措施来防止或减少这种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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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污染

当空气中弥漫着有毒气体和细小的尘埃颗粒物时，说明空气已经被污染了。空气污

染大多由发动机（内燃机、涡轮机）、化工厂、热电厂工作时化石燃料（石油、煤炭、

柴油、汽油）的燃烧造成的。风和雨会将污染的空气带到远处，造成世界各地的健康隐

患。通常在城区、工业区、低洼或被山环绕的地区，以及空气不流通的地区，空气污染

比较严重。

污染的空气中可能含有如汞和铅之类的重金属，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和其他

的有毒化学物如二氧化硫等。

如果能对社区空气污染进行监测，了解空气中含有什么化学物质是非常有用的。但

需要记住的是，与其知道空气中具体含有什么物质，不如懂得如何让生活的社区远离空

气污染的危害，这样的做法会更加有效。空气污染会导致严重的健康问题，包括癌症和

呼吸系统疾病。空气污染引起的酸雨能毁坏森林、水源、建筑物和我们的肺部。同时，

空气污染也是引起全球气候变暖的一个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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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通常会用空气污染监测来判断企业排放废气对大气污染的程度。这项监测活动

能让许多民众都参与进来找到的证据，对公司或企业施加压力，使其污染排放得到有效

遏制。

空气污染监测还取决于人们的环保意识和常识。如果想要知道空气污染对社区有哪

些影响，可以要求人们把他们闻到、看到、听到、尝到和感觉到的东西做一个记录，这

样做的人越多，越能够帮助这个社区认识并最终阻止污染。

“水桶传递”法
一些社区会采用一种简单、低成本的方法来监

测空气，称做“水桶传递”法。找一个带阀门的塑

料桶，容量大约为20升，桶内装有一个特殊的袋子

用来采集空气样本。当有毒物质释放或感觉空气严

重污染时可打开阀门，让少量空气吸入袋子里。随

后把袋子从桶里取出来，送往实验室进行检测，确

认里面含有哪些化学物质。（见本书附录《资源》

部分）

把空气样本送往实验室检测是“水桶传递”法

中最昂贵的部分。很多国家并不具备能够准确检测空气样本中所含物质的实验室，因此

样本需要送往欧洲或者美国。一些社区通过挨家挨户的活动，或举办舞会、聚会、内部

会议等活动来筹集“水桶传递”的资金。 

许多社区将“水桶传递”放入社区其他活动的过程中与其他的活动一起进行，如采

访和调查。同时还会把有毒物质的排放情况报告给媒体和政府，力图迫使污染企业使用

更环保的设备并减少废弃污染物的排放。

空气污染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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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工作的“水桶传递”
南非的德班是一个被炼油厂、输油管道、大型化工仓储、化工厂、纺织和造纸

厂、有毒垃圾填埋场包围的城市。德班的人们每天都暴露在严重的空气污染和水污染

之中，经常接触有毒化学物导致了各种健康问题。工业意外事故、储罐泄漏和管道爆

裂比较常见，这些都有可能引起火灾，并对附近的湿地和地下水资源造成破坏。

1999年，一个名为“基层工作”的组织在这里成立，目的是帮助德班的人们监测

空气污染。每当有废气燃烧、爆炸或有毒气体释放，这个地方的人们就会用“水桶传

递”的方法收集被有毒物质污染的空气，然后把装满空气的袋子送往美国的实验室进

行检测。 

经过实验室检测，发现了村民送来的空气样品中含有高浓度的有毒物质，包括二

氧化硫、氧化氮和苯。从当地一所学校附近采集的空

气样本检测结果表明，学生每天接触的污染物浓度与

他们全天站在拥挤的高速公路上接触的污染物的浓度

一样高。

一些活跃人士把测试结果报告给政府和排污企

业，并在电台、报纸和社区周围进行公布。国营石

油公司表示这些测试结果不准确，要求使用公司自己采

集的空气样本进行检测，但在他们的样品中，检测出的污染物含量

更高。

“水桶传递”法帮助南非人民掀起了一场全国性的反污染运动。迫于日益增长的

正义环境运动的压力，政府于2004年通过了空气质量法案。德班市还成立了自己的空

气污染监测系统。从那时起空气污染显著下降。

“水桶传递”法在环境运动中的成功极大鼓舞了社区成员挑战高污染工业的信

心。他们向政府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政府最终接受和采纳了他们的意见。

虽然南非的污染问题仍然严重，由化工厂、精炼厂和管道老化引发事故的危险性

还在增加，但是通过建立强大的社区组织，德班居民学会了利用收集有毒污染物样本

进行检测，使生存环境更加安全。他们向其他地区和全世界展示：人们可以让企业和

政府对他们造成的污染承担责任。

居民为呼吸清洁空气发起抗议

德 班 日 报2007年11月7日
据报道化工厂释放出300吨有毒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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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化工厂、炼油厂和其他工厂发生事故时，会在短期内释放大量的有毒化学物，精

炼厂 “定期保养”设备也会释放有毒气体。有毒物质的排放有时看起来像一团烟雾或大

型火灾，或者只是突然闻到一阵强烈气味，感觉上很恐怖，这样的排放足以致命。

虽然每次有毒物质释放或化学品泄漏时，人们都可以采取应急措施减少危害。（见

附录A）但从长远来看，需要社区组织给政府和企业施加压力，让他们执行更加安全的

生产排放规定。 

记录有毒物质排放的有效方
法就是直接写在日历上。

当工厂排放有毒物质的时候

在有毒物质释放的过程中

·根据不同的情况以及人们作出反应

的敏捷程度，应对的方法也不尽相同。在

有的情况下留在室内是最安全的，而另一

些情况下，尽快离开这个地方才是最安全

的做法。完善的社区培训及应急计划将帮

助人们知道什么时候该留下，什么时候需

要尽快离开；

·做一些记录，记录一天之中毒物释

放的时间，持续了多久，还要记录所有奇

怪的气味、景象、声音和自己身体的反应

以及观察附近人和动物的反应。这些信息

对今后社区采取行动可能很有帮助；

·如果情况允许的话可以进行拍照和

录像，以后在法庭或反污染运动中可能用

得到。  

有毒物质释放过后

·如果人们已经接触到有毒化学品，

应尽快帮助他们去诊所或医院就医；

·向当地政府和媒体报告发生了什么

事情；

·召开会议，让社区中的所有人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情，并组织大家做出响应；

·鼓励社区成员分享他们的经验和感

受，这将帮助人们走出事件的阴影，并紧

密地团结整个社区。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14 15

下午2:25，工厂冒
出闻起来像臭鸡蛋
味的白烟。

16

21 22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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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普通的造纸厂需要使用树木、水、电和化学物如氯。

一个清洁生产的造纸厂为了减少污染会尽量：

·使用再生纸，以及开采可持续发展理念管理下的林木；

·使用可再生能源（像太阳能或风能）来取代石油或煤炭等矿物燃料；

·不用氯或其他有毒物质；

·减少用水。水可以重复多次使用，然后经过安全处理，再排放到环境中。

大多数行业都可以采用清洁生产工艺。工厂产生的余热可以用来发电，某个加工过

程中产生的废弃物可以作为另一个生产过程的原料来使用。清洁生产排放的废弃物几乎

为零，同时清洁生产能够对材料和能源进行再利用，也节省了资金。

因为公司通常不愿支付排污、治污的费用，因此通常要在民众压力或政府调控下才

不得不改用清洁生产的方式。

清洁生产
有一些技术和方法可以生产无污染的清洁商品。清洁生产技术及其工艺能够保护环

境和人们的健康。

造纸厂的清洁生产过程

可 再 生 的 风 能
转化为电能。

余 热 和 废 汽 被 收 集 利
用，烟气经过处理再排
放到空气当中。

造好的纸

造纸厂

规划好的、可持
续开发的经济林
木。

再生纸

废 水 被 处 理 后 再
循 环 使 用 ， 最 终
达标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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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促清洁生产

有时小型企业的企业主并不完全了解有毒物质可能造成的危害。当企业和工人使

用、不安全的方式处理和储存有毒化学物时，通常只是为了省钱、省时和省力。事实

上，很多企业主也居住在被他们污染的社区，他们的朋友和邻居也会受到影响。或许他

们知道清洁生产方式，但觉得承担不起改造成本。随着时间的推移，职工工伤的医治和

社区环境的清理往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金钱，比改用清洁生产工艺所花的钱更多。

当小型企业改用清洁的生产方式时，他们的生产经营和整个社区环境都会转变成为

可持续发展的模式。

小型企业

当企业主和员工了解到化学品和工业废弃物可能会伤及自身和社区民众，他们中

的大部分愿意改进生产原料和生产工艺以减少伤害。有多种办法可以影响企业选择清

洁的生产方式，有的时候必须施加压力来争取这些改变，以保障居民的身体健康。

政府能够：禁止有毒化学物的使用和危险的生产工艺、生产过程，或是对其作出严

格的规定；禁止有害生产方式

生产出来的产品上市出售；给

企业提供资金，让企业使用清

洁的生产方式；对使用清洁生

产的企业减免一定的税额，反

之提高税收。

百 姓 能 够 ： 进 行 自 我 培

训，并让企业主和工人了解有

毒物质的危害及清洁生产方式

的 好 处 ； 联 合 抵 制 （ 拒 绝 购

买）违法违规的不良企业的产品；让其他人知道有毒产品可以被无毒产品所替代；利用

媒体来谴责排污排毒企业的行为，同时表彰无毒、可持续发展企业的贡献。

工人能够：学习、遵守和执行有关安全处理有毒物质的条例，并在劳务合同中注明

受到有毒物质危害的相关保护条款。

威 廉 姆 斯 高 级 涂 漆

威廉姆斯

涂漆中

含铅
营业中

联合抵制
威廉姆斯
涂漆支持清洁

经 营

拒绝
有毒
涂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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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色工艺
许多染料都含有重金属和其他有毒化学物，如果将染色废水直接排放到水体，污染

的水就会变得非常危险，而且难以治理。

怎样减少污染

制革厂需要使用大量的水和名目繁多的化工原料，其中的硫化物、氰化物、含铬的

化合物是有毒化学品。在鞣制过程结束后，这些化学物质就被作为废物排出，流入河流

及其他水域。

短期内，这些有毒废料可能会引起支气管炎、哮喘和其他呼吸系统疾病，从长远来

看，这些有毒化学品中还会导致人体的出生缺陷和癌症。

怎样减少污染

制革厂

1.  偶氮染料：是印染行业中广泛应用的一类合成染料，如苏丹红。特殊条件下它能分解产生多种致癌物引发人体病变。

制革厂应该采用无毒或低毒的生产模式。使用动物的某些部位来鞣革，这是一种比

较安全和清洁的传统方法。而对于一些使用铬的制革厂来说，有一些办法可以把铬回收

和再利用，从而降低铬的使用量并最终减少含铬废料的产出，这样不仅降低了成本还减

少了污染。用于鞣浴的水可重复使用，但排放之前需要经过安全处理。

印染行业里的小型企业可以根据以下这些指导原则减少有害废弃物：

·避免使用强毒染料，如偶氮染料 ，并寻找安全的替代品。偶氮染料1已经被公认

会导致出生缺陷，它常常被用于印刷业、纺织业、造纸业、制药业和食品行业； 

·控制有毒物质的用量；

·利用染色的副产物作为其他生产的原料；

·染色废水经处理回收循环使用；

·用高压水管进行清洗，减少废水量；

·在远离水域的安全区域内储存有毒物质，同时作出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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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的莱昂市以其出产高品质的皮鞋而闻名。在莱昂，

虽然制革业是小型企业，但却对当地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不

幸的是，用于制革的化学废料被直接倒入当地水域，从而导致

许多当地人患上了严重疾病。

多年来，莱昂市一直通过法律来规范排污，但制革厂却几

乎没有遵守过这些法规。很多企业主认为，减少污染的成本太高，会影响他们的

收益。

当成千上万的鸟儿因污染死在了莱昂市附近的湿地上时，制革业和当地贸易组

织的代表开始寻求既可以减少污染又不影响收益的方式，并逐渐接受清洁生产。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贸易组织帮助很多制革厂改变了他们的生产方式，减少了

污染。他们这样做，不仅是想保护当地的饮水安全和迁徙的候鸟，还因为他们看

到了清洁生产可以节约成本，同时生产出高品质的皮革。

非洲和亚洲的制革组织曾与联合国工业开发组织（下称开发组）一起努力，寻

找在制革过程中各种化学品回收和再利用的方法。开发组的清洁生产项目说明，

制革业可以采用细致高效的方法（减少使用量，并在使用时更加仔细）来利用自

然资源，最终能够减少一半以上的生产污染。

莱昂市的制革厂向开发组项目学习，开始采用清洁生产。首先，他们运用了

一个新工艺，使更多的铬在鞣浴过程中与兽皮充分接触，减少废弃的终产物。其

次，软化兽皮的化学物被一种酶（这种天然酶可以产生类似的化学变化）替代。

一些生产低质量皮革的制革厂开始使用植鞣法来鞣制皮革，废弃了原来的铬鞣

法。这样，这道工序的成本就减少了，并降低了有毒物质的排放。

那些没有能力使用铬替代物的制革厂采用了再利用的方法，对排放的铬进行再

次利用，而不像以前那样使用一次后就倒掉，可以再次使用含有大量化学物的废

水。一些制革厂建立了废水处理系统对废水进行处理并回收利用，一定程度上保

护了水资源。

莱昂市的制革工人现在都使用清洁生产的工艺，当你问他们为什么要使用这些

新方法时，他们会告诉你这是为了保护当地的水资源，同时还会告诉你他们现在

的生产方法能以更低的成本，生产出品质更高的皮革。

制革业中的清洁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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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旧金山的优美风景和小餐馆提供的各式美食，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但是，由于餐馆众多，餐饮业的废油就成了大问题。它会堵塞下水道，增大市政开

销。因此，该市要求所有餐馆使用“隔油池”，防止废油进入下水道。但排空和清洁

油池的费用昂贵，很多新移民者经营的小餐馆都负担不起。

管理城市下水道的旧金山公共设施委员会决定，与其对没有妥善处理废油的餐馆

进行巨额罚款，不如提供一个长久的解决方案。随后，他们开始收集废油作为城市公

交的运行燃料。

柴油发动机最初设计使用轻质燃油，比如植物油。但由于生产石油的公司很强

大，而且生产出来的汽油价格更低廉，产量也更丰富，于是很多柴油发动机开始使用

汽油。现在，由于汽油会造成严重污染，人们又重新使用植物油作为一种清洁、便宜

的燃料。

植物油经过一些处理后转化为“生物柴油”，可以直接用于柴油发动机使用。燃

烧生物柴油大大减少了空气污染，而由汽油燃烧后造成的空气污染会引发哮喘和癌

症。同时，相对于其他燃料，如天然气，生物柴油的价格也相对便宜。

通过回收废油制作生物燃料与种植专门的油料作物不同，它不仅能减少下水道中

的废油，还能使废油得到充分的利用。

为了使清洁生产能够有效运行，旧金山公共设施委员会聘请了许多会说多种语言

的当地人，让他们去餐馆收集废油。从此，餐馆业主不用再支付清除油的费用，而城

市的下水道也很少堵

塞，公共汽车也有了

便宜的燃料。

现在，旧金山的

街道不再充满汽车尾

气的味道，四处弥漫

着油炸食物的香味，

吸引了更多的游客去

餐馆就餐。

清洁生产的氛围

植物油燃料公交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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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非洲人民的温饱问题，数十年来，一些公司和发展机构一直在给非洲

的农民提供农药。现在，很多科学家和农民开始意识到，农药造成的危害远远大于

它所带来的益处。谁能够处理这些致命的化学品？怎样才能做到安全处理？成了科

学家和农民所面临的挑战。

在非洲国家，有超过5万吨未使用或废弃的杀虫剂，它们和其他有毒废弃物一

起被储存在有渗漏的容器中。为了清除这些有毒物质，同时防止更多毒物的倾倒，

一批政府机构和国际组织成立了“非洲库存清理项目”。

“非洲库存清理项目”中的各个小组对于如何清除这些废弃物有不同的看法。

有人提议，最简单、最便宜的方法就是焚烧，而且世界银行和一些国家政府也正在

兴建焚化炉。但是也有人指出，燃烧会将更多的有毒物质释放到水体和空气中，并

提议使用其他更加安全的处理方法。但截至目前也没有找到真正安全的途径来销毁

这些有毒化学品。而研发更安全的方法所需经费可能

比焚烧更昂贵，也更费时。

在“非洲库存清理项目”寻找解决方案的同时，

有毒废弃物正随风扩散到空气中或是渗入土壤中。这

些有毒物质对人体所造成的疾病，将成为制造和提倡

使用它们的化学公司和发展机构的致命遗产。

处理有毒废弃物的方法

非洲库存清理项目

未采用清洁生产工艺的公司总是排放出大量的有毒废弃物。对于像化工、采矿和石

油这些行业，有毒废弃物可能就是他们最大的副产品！

由于安全处理有毒废弃物非常困难，而且花费很大，因此废弃物的危险倾倒就很普

遍。毫无疑问，这种倾倒会成为一些疾病的诱发物，加重贫困社区人民的疾病负担。

越来越多的企业组织起来，通过回收、利用部分或全部废弃物，使有毒产物从废弃

物中分离出来。但是，即使是开展循环利用这类环保活动也必须小心谨慎，以防有毒物

质危害工人的健康并造成环境污染。

确保这些工厂安全处理有毒废弃物只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要真正的解决问题就必

须改变生产方式，在生产的最初环节就限制有毒废弃物的产生，才是安全处理有毒废弃

物的唯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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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废电池
回收车用铅酸蓄电池时通常只回收电池里面所含的金属部分。大多数城市，电池都

是在人们家中或后院回收并处理的，并非一个有组织的工艺过程。这种分散无序的电池

回收造成了严重的铅污染，损害了人们的健康，并对环境造成危害。短期内高浓度暴露

的铅会引起呕吐、腹泻、痉挛（癫痫突然发作）、昏迷，甚至死亡。

在一些地方，家用小电池被拆分开，里面的黑色粉末被用来制造染料、油墨和化妆

品。这种粉末是剧毒物质，由镉、铅、锌、汞和其他有毒重金属制成。如果要收集这些

粉末应该带上手套和口罩，并安全处理其他废弃物。

减少伤害
由电池生产商回收废旧电池是减少百姓接触电池中有毒物质的最好办法，同时电池

生产商应该确保这些电池在安全的情况下被再次利用。一些国家已经有了安全回收废电

池的法律和法规。

回收电子设备

生产电脑、电视、手机、收音机之类的电子设备，需要消耗大量的资源。而电子设

备里也含有许多有毒物质，如铅、镉、钡、汞、阻燃剂、多氯联苯（PCBs），以及PVC

塑料等。

废弃的电子产品通常被运到垃圾填

埋场，产品内的有毒物质就会渗入到地

下水中。另外，回收工人常常用手直接

拆开这些废弃的电子产品，同时使用危

险的溶剂来回收其中的一部分材料，这

将会给他们的健康带来严重的危害。如

果这些有毒材料被用到其他产品中，也

会引起严重的健康问题。

要求这些电子产品的生产公司承担

安全回收的责任是最安全的解决方案，

同时生产商应设计出有害物质含量较

低、使用寿命更长的产品。对于购买和

使用这些电子产品的消费者来说，当产品出现故障时可以想办法将它修好，而不是直接

扔掉，这样也可以减少有毒废弃物的产生。

穿戴上口罩、手套及其他防护设备，可以有效
地保护从事回收电脑零件工作的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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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安思是一艘来自美国费城的轮船，它运载着14,000吨有毒焚烧灰渣。船主试图把

船上的灰渣倾倒到美国以外的地方。但是，无论走到哪里，都遭到了人们的拒绝。

这艘船最初航行到巴哈马群岛，然后又到了多米尼加共和国，但这些国家没有

接受船上的废弃物。然后它又航行到洪都拉斯、百慕大、几内亚-比绍和荷属安地列

斯，都没有一个国家愿意接受这些有毒灰渣。

船员们为了把灰渣尽快倾倒出去，开始编织各种谎言，他们说这些灰渣是建筑

材料或填路材料。但环保人士抢先一步让这些国家知道灰渣里暗藏祸端，因此都不

愿意接受。直至他们到了海地，由于那里的政府一直接受美国支持，他们容许这些

所谓的“肥料”入境。于是4,000吨灰渣被倾倒在了海地戈纳伊夫镇的海滩上。

没过多久，公众的强烈抗议迫使海地官员不得不承认这些倾倒物不是肥料。他

们想把这些废物重新装回船上，但齐安思号轮船已经趁着夜色溜走了。

在两年的时间里，齐安思号从一个国家航行到另一个国家，试图倾倒剩下的1万

吨灰渣，船员甚至接到命令用油漆喷改轮船的名字。尽管如此，仍旧没有一个国家

愿被当成傻瓜去接受这些有毒废弃物。一位船员后来

在法庭上作证，大部分的废物被倾倒进了印度洋。最

后，通过环保人士多年的努力，有2,000吨的灰渣被运

回了费城，倒进了垃圾填埋场。

把自己的有毒废弃物带回家

有毒垃圾贸易
有毒垃圾贸易是指有毒有害废弃物从一个国家越境转移到另一个国家。由于富裕国

家总是试图将垃圾倾倒得越远越好，而贫穷国家的政府往往无力阻止。因此有毒垃圾贸

易通常意味着发达国家和富裕地区向贫困国家和地区倾销废弃物。这些废弃物包括电子

垃圾、废金属、废塑料五金、旧衣物等。

尽管有国际协议来保护健康和环境，但有毒贸易已成为全球贸易的一部分。像烟

草、农药、转基因食品、石棉、含铅汽油、破旧的电子产品和其他产品都是有害的东

西，这些有害的东西从发达国家运往贫困国家的现象还是很常见。

有些有毒贸易被国际法禁止了，但正如很多保护健康和人权方面的积极分子了解的

那样，有些法律只有当人们组织起来并要求强制执行时，才会对人们起到保护作用。

从哪里来，回哪里去！

有毒废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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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在美国圣地亚哥城要兴建体育场馆，圣地

亚哥教士棒球队的球迷们非常兴奋。新建的体育馆

不仅可以让球迷更好地观看比赛，还可以给城市增

加就业机会。但环境影响评价结果表明，该项目会

给环境和人们的健康带来不良的影响。

项目的选址曾经被有毒化学物污染，项目计划提出可以把有毒土壤挖掘出来填

埋在城市中心。一个由当地人组成的环境健康联盟知道这肯定会造成严重的健康问

题，因此他们发动群众要求更换选址。

当环境健康联盟和社区群众要求市政府官员回绝这个项目计划时，却遭到了拒

绝。之后，社区组织了100多位居民在建筑工地抗议。本地媒体对这件事情进行了

报道，圣地亚哥教士队给当地人留下的印象是他们不关心自己球迷的健康。没过多

久，球队老板决定另想办法来处理这些有毒土壤。

同时，环境健康联盟还表示，新建场馆将会增加交通拥堵、空气污染和附近儿

童的哮喘发作。经过多次会谈，环境健康联盟帮助他们设计了一套全新的、健康的

建筑计划。

即使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也并不意味着待建项目完全没有危害。从圣地亚哥

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开发商知道填埋有毒土壤是有害的，也知道体育馆的建筑

计划是有问题的，但他们还是想继续实施项目。这时就需要一个专业的、有组织的

小组对项目报告进行研究，参加会议，并在街头抗议，从而使政府采取减少危害的

行动。

很多圣地亚哥人都非常关注教士队的每一场比赛，现在他们不仅更加支持自己

的球队，而且不用担心有毒物质会对健康造成影响。

健康棒球场

城市建设会挖出有毒废弃物

漠视有毒废弃物并不会使有毒废弃物消失。当城市开发新的项目时，人们通常都会

为新的市场、住房、娱乐和就业机会而高兴。但如果这些项目建立在一个废弃工厂或军

事基地的旧址上时，人们就必须加以小心了。首先要确保这块土地本身不是有毒废弃物

的倾倒场。如果是的话，填埋的有毒废弃物就必须加以安全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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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有毒废弃物贸易的国际协定

多年来，北美和欧洲的发达国家一直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东欧作为有毒垃圾

的倾倒场所，而且不受任何法律的约束。对此，贫困国家采取行动，加上来自世界各地

环保人士的压力，终于赢得了“禁止有毒垃圾贸易”的国际协定。 

第一项协定就是关于控制危险废弃物跨境转移及处置的《巴塞尔公约》（1992）。

这项公约的通过主要归功于追踪齐安思号的环保人士。这艘船周游各国，试图将船上的

有毒灰渣倾倒到其他国家。签署《巴塞尔公约》的国家承诺尽可能在生产地的附近处

理、再利用有害废弃物，而并非将它们运到其他国家。

第二个协议是2001年92个国家签署的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参阅第340

页）的《斯德哥尔摩公约》。禁止生产和使用12种最有害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称为

“十二金刚”），并禁止此类贸易，除非其中某种化学品的益处大于害处。（例如，有

针对性地使用DDT，控制疟疾的传播。见第150页）

第三个协议于2004年通过，即关于知情同意的《鹿特丹公约》。它要求一个国家必

须事先通知并取得另一个国家的同意后才能出口有害化学物质。

当人们能够了解并使用这些协议时，这些协议就变成了让世界更健康和更公正的重

要工具。但是国家和公司也有许多可以绕开这些法律的办法。（如果需要更多了解这些

协议以及其应用的案例，请参阅附录B）

不 要 向 我 们
倾 倒 废 弃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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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蛇 与 梯 子 ” 的 游 戏

“蛇与梯子”是一项在健康教育中很受欢迎的棋盘类游戏。我们可以通过玩游戏的方式

来了解有毒物质对我们造成伤害的途径，并学习如何预防和减少伤害。您

可以通过把下面的游戏板复制到一张大纸、纸板或木板上，来制作自己的

游戏板。

材料：骰子、种子、石头或贝壳作为游戏标记物，游戏板一个。

规则：本游戏可以2～4人玩，也可以是一个团队一起玩。每个玩家使

用一个标记物（种子、石头或贝壳）显示他在游戏板上所处的位置。 

第一个玩家掷出骰子，从标志“开始”（编号为1）的方格，按掷出骰子上所显示数字将标记

物移动到相应格子上。

如果一个玩家掷出6点，那么他将向前移动6个方

格，并可以再次投掷骰子。否则，骰子传递到下一个

玩家。

当标记物落在蛇头所在的方格上时，玩家需要大声

念出方格上的信息，然后将标记物移至蛇尾所在的方格，并念出此方格上的信息，玩家下一

回合将从这里开始。

如果标记物落在梯子底部所在的方格，那么玩家

需大声念出此方格上的信息，然后将标记物移至梯子顶

端所在的方格，并念出此方格上的信息，玩家的下一回

合将从这里开始。

第一位到达最后一个方格的玩家获胜。这名玩家

要掷出他要到达最后一格所需移动的格子数，否则多出

的数字需要倒退移动。

当你理解了“蟒蛇方块”中的全部信息时，这个游戏就达到了最好的效果，这些信

息都指向了社区中的有毒物质和人们的健康问题。当大家理解了“梯子方块”中的信息

后，可以采取可行的办法来减少与有毒物质的接触，并找出其他与社区健康问题相关的

解决方案。

在玩游戏的过程中，当标记物落在困难（蟒蛇头尾部所在位置）和解决方案（梯子

的上下端）上时，应该鼓励玩家发表自己的见解。当游戏结束时，询问玩家是否还有其

他有关毒物的问题没有被提到，以及人们还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保护自己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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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了解和制作更多的桌面游
戏， 参见《乡村医生培训手册》一书
中的第199~215页。

开始

减少毒物，营
造健康家园

结束 石油泄漏
到河里

你的小型
企业污染
了河水

清洁环保及
少量的倾倒
垃圾

其他人向你
学习，赢得
奖项

居住在冶
炼厂附近

孩 子 们 在 学
校做的更好

开始清洁
经营

建立资源回
收中心，回
收塑料

向社区宣
传有关铅
的知识

呼 吸 更
顺畅

鱼 群 回
来了

患上哮喘

社区
附近建
造了
金矿

生产清
 洁安全
   的产品

社区
人民
感谢您

社 区 关 闭 了
你的企业

关 闭 燃
煤发
电站

富 裕 国
家 转 移
废电池

农作物
     死亡 成为健康促

进工作者
你的小型企
业实行清洁
生产

鱼类死亡，
人们挨饿

要求石
油公司清理
泄漏的石油

贫 困 的 人
接 触 了 有
毒化学物

    企业在农
田 附 近 倾 倒
垃圾

儿童重金属
中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