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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是生产我们日常生活用品的主要原材料，例如汽油、丙烷、煤油、重油和沥

青，以及许多塑料、涂料、杀虫剂、溶剂和化妆品，甚至某些衣服和药物也有石油的

成分。但石油是有毒的，从开采、运输到精炼以及之后的使用，都对我们的环境和健

康有害。

富油区的人们希望石油能给他们带来财富。但是大多数情况下，石油公司占有了这

些财富，留给社区中人们的则是贫困、污染、疾病，而且几乎所有发现石油的地方都充

斥着暴力。由于世界经济依赖石油，石油工业具有影响政府和国际政策的能力，这使得

富油社区中的穷人们为保护他们的土地及人身安全而斗争，而富裕或发展中社区的人们

则在为空气污染而抗争。

石油、煤和天然气是化石燃料。它们由几百万年前死亡的植物和动物遗体形成，数

量有限。在过去的100年中，石油已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地区的主要能源。目前，世界石

油资源大多已经耗尽。如此多的石油和其他化石燃料的燃烧已经导致全球变暖，成为当

今世界面临的最大的环境问题。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要求结束石油经济，并开发更加清

洁和可持续的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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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石油资源的地方，经济迅速发展，但这却是一种苦难的经济。简陋的石油钻探帐篷

与当地的风景格格不入，并带来了许多诸如强制迁移、酒精中毒、性传播疾病和艾滋病等

社会问题。石油公司和政府对那些受到石油开发伤害的社区总是不管不顾。这些社区通常

要依靠自身的力量来确定石油开采导致的损害及程度，并探索恢复社区健康的途径。

石油和社区健康

天然气同样会导致健康问题

与石油相比，尽管天然气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全球变暖的一个原因）和其他污染

物相比较少。但天然气钻探与石油钻探是相似的，也会带来很多社会问题。本章中谈到

的石油危害，对天然气也一样存在。

1992年，一群活跃在厄瓜多尔亚马孙丛林中的健康促进工作者开始研究石油钻探对

当地社区的影响及其途径。他们知道石

油公司破坏了土地，但对石油如何影响

人们的健康却知之甚少。因此，他们开

始收集所在村庄和乡镇的信息。

这群健康促进工作者做了大量的

工作，耗费了很多时间。刚开始健康促进工作者们不知道他们应该调查什么。本章将这

些健康促进工作者用他们自己的方式讲述的故事贯穿全文。

受石油影响的社区组织了健康研究

我们生活在石油富集
区，但是这里没有人
是富有的。

几千年来，这一地区都是原住民的家园。在我们的亚马孙丛林生活着很多不同

的族群：苏拉-阿库阿人、鲁纳人、奎查人、胡

奥拉尼人、西纳-沙克雅人和科梵人。每种土著

文化都有自己的语言和艺术，以及自己的价值

观。以前，所有这些部落都与自然和谐相处。

随后这种和谐遭到了破坏。如果我们想了解当

中发生了什么问题，就必须从回顾我们的历史

开始。

1492年，欧洲人

来到了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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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从打破我们祖先和自然之间的平衡开始。西班牙人对我们土地上的黄金

和白银储量进行了探查。我们的祖先被逼无奈只能像奴隶一样工作，将黄金和白

银从土地中挖掘出来。然后英国人来了。他们想要橡胶而不是黄金。他们让我们

沦为奴隶，从我们的土地中获得橡胶。在这之后，石油公司来了，他们也在做同

样的事。

我们知道石油公司正在损害我们的健康，健康促进工作者们决心弄清楚石油开

采造成的多种负面影响。我们将为了营造一个更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环境而共同

努力。

健康促进工作者们了解到，与无污染的社区相比，石油污染社区中的人们患上了更

多的疾病。石油污染使社区中许多妇女流产，儿童患上了营养不良，并且常常夭折。很

多人患了皮肤病而且好不了。

这仅仅是我们了解到的一小部分。研究完成之后我们写了一本书，叫做《沐浴在石

油中的文化》，这样其他人可以了解我们所做的工作。

首先我们组成一个团

队，邀请具有技术和

医学知识的人加入我

们的社区组织。

我们的团队由6个人组成：3名健

康促进工作者（包括2名在社区工作

的人员和1名在卫生实验室工作的人

员）和3名卫生技术人员（1名医生，1

名生物化学家和1名医学技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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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研究所遵循的步骤

 1．收集信息

我们收集的信息包括我们所在地区石油开采的类

型，所使用的化学品，以及这些化学品对健康的影

响，了解到这些化学品会导致流产、出生缺陷、癌症

和其他疾病，发现饮用被这些化学品污染的水会让人

生病。

2．选择开展研究的社区

我们选取了由于石油开采和提炼导致水污染的7个社区。选取污染点很容易，因

为这个地区几乎所有的社区都受到了油井、废料池、泵油站污染。我们还选取了3个

没有石油开采活动，但其他方面都与前7个社区类似的点。

3．从社区的人群中收集社区的医疗健康史

我们收集了这些社区过去4年的信息，以了解每一年中哪些疾病最流行。我们获

得的很多信息显示，许多人曾经遇到了事故或是患上了疾病。在此之前我们并没有

料到，我们中竟有这么多的人患病！

4．寻求科学家的帮助，但是他们可能不会帮忙

我们到当地的健康研究中心，向他们咨询常

规的研究方法及相关课程。起初他们很有兴趣，

但最终没有得到他们的帮助。然后我们请求附近

的医学院校给予帮助，而他们也不愿意帮忙。

那里的学生建议我们可以检测我们饮用水中

的化学物质。但是由于费用昂贵，他们又建议我

们可以尝试在其他国家筹集资金。

诊所

没有人愿意帮助

我们进行研究，

因此我们决定自

己开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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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组织当地所有社区的人们开会

我们向大家解释了开展这项研究的原因，并询问这些社区成员的意见。会议结

束时大家都赞同做这件事。因此我们组织一个委员会，包括健康促进工作者、不同

社区的热心人以及了解化学物质如何对环境和健康造成影响的人，大家共同进行研

究并分析结果。

6．制订工作计划

我们计划用5个月的时间来开展这项研究，每15天到一个不同社区，在每个地方

停留3到4天。我们在社区里展开调查，搜集血液、尿液和粪便样本带到城里的实验

室进行检验。得到测试结果后，我们就回社区共同讨论。这有利于集思广益，作出

决定。我们也计划每两个月召开一次会议，向项目工作协调委员会和社区代表通报

整个研究的进展。

石油带来的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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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为工作开展和实验室检测寻求资助

我们成立了一个寻求资助的委员会。在收集了大量信息后，我们从西班牙的一

些医生那里获得了用于研究的经费。

8．制作社区地图

各个社区的人们都绘制了社区地图，并在上面标注

了油井、被污染的水源以及村庄和农场的位置。同时我

们制作了生活在各个社区人员的花名册。花名册包括每

个人的姓名、年龄和性别。

9．拜访各个社区并展开研究

我们在社区的学校建立了一个实验室，在那里对人

们的血液、尿和粪便进行测试（所需要的实验设备和做这些测试的一些培训，在这

里不作详细说明），这样就不用每次都将样本送到城里。每天早上，我们挨家挨户

搜集样本。然后另一组人进入每家进行调查并收集信息，由健康促进工作者对每个

人进行健康检查。

10．收集完资料就进行整理

我们比较被污染的社区和未被污染的社区的各项信息，并对经济、政治、当地

文化以及人们的健康（这也是研究中最重要的部分）进行对比分析。

11．最后一步就是将所有的结果写下来并共同讨论

这样会帮助所有参与研究的社区找到改善健康的方法和行为。

在每个乡镇或村庄停留的最后一天，我们

会与社区居民一起讨论，我们接下来要做

什么以及我们希望了解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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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促进工作者告诉人们，社区里很多健康问题是由石油污染导致的。在水和土壤

以及人们的血液、尿液、粪便中发现了来自石油的有毒化学物。了解这些情况，能帮助

他们朝着解决问题的方向努力。他们知道只要污染继续存在，就难以拥有安全的水，健

康的食品或清洁的空气。

这时一个被称为“受影响人群委员会”的组织成立了，他们集体签名向政府请愿以

获取帮助。同时健康促进工作者继续为促进人们的健康而努力，并向更多的人宣传石油

开采是如何导致健康问题的。

与此同时，“保卫亚马孙阵线”（见第523页）开始对石油公司引起的损害提起诉

讼。大量的热带雨林遭到破坏，而关于如何修复环境的法律保障却被忽视。外国人投资

的石油公司只顾谋取利益，然

后带着收益离开这里。

社区研究和诉讼鼓舞了其

他的组织，他们也一起参与到

解救雨林及其居民的斗争中。

厄瓜多尔、英国、美国的大学

和医学院同时开展了更多的研

究 ， 以 支 持 对 石 油 公 司 的 诉

讼，并证明石油引发了严重的

健康问题。这些研究同样帮助

本书作者了解了石油对健康的

影响。

但是，关键的工作还是由健康工作者

们完成的。通过研究石油对健康的影响，他们在当地所做的工作成了全球关注的话题。

通过展现跨国石油公司对雨林的破坏以及石油开采对当地居民健康的威胁，这些健康促

进工作者将地方的问题带到国际舞台，为撰写本书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和鼓励。

健康研究促进社区行动

健康促进工作者们和社区其他人意识到他们
的研究仅仅是健康和公正斗争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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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有毒化学物相比，由于石油引发的健康问题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会显现，

因此很难证实。但是在钻井现场和炼油厂附近生活和工作的大多数人都知道石油对空气

和水造成的污染。石油的钻探、提炼和燃烧都会导致很多严重的健康问题。比如在这里

列出的以及接下来将会讨论的，都是石油开采和加工导致的健康问题。

石油开采会引起严重的健康问题

在一些地方，人们吸入汽油的气味以寻求类似于吸毒后的感觉，这是非常危险
的。对于一些人来说，深吸入汽油，哪怕只是一次，都有可能引起突然死亡。

·视力模糊以及其他眼科问题；              

·头痛幻觉，兴奋（突然感觉到快乐）；        

·抽搐和非正常死亡；                        

·鼻腔疼痛，流鼻血；                        

·中耳炎 ；                                 

·哮喘，支气管炎，肺炎和其他呼吸道疾病；

·肺部、咽喉感染及各种癌症。

·肺结核风险增加；

·心脏病发作；  

·消化问题，包括呕吐、溃疡和胃癌；

·肝、肾和骨髓损伤；

·月经不调，流产，死胎和出生缺陷；

·皮疹，皮肤真菌病和皮肤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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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会导致生殖健康异常
吸入高浓度的石油气体或者吞食被石油和天然气污染的食物，会导致生殖健康问

题。比如月经周期不规则、流产、死胎和出生缺陷。这些问题可能会有早期征兆，例如

腹痛或者不规则出血。

石油会导致癌症
经常接触石油和天然气会导致癌症。生活在精炼石油厂附近的儿童更有可能患上血

癌（白血病）。生活在石油钻探地区的人们更可能患上胃癌、膀胱癌和肺癌。而精炼石

油厂的工人在唇、胃、肝、胰腺、结缔组织、眼、前列腺、脑等部位患病或致癌的风险

很大，还可能患上血癌。

长期的健康危害

在厄瓜多尔的石油钻探地区，每3个人中就有1人患有某种类型的癌症。

德士古公司在厄瓜多尔进行石油钻探之初，这里的人们对癌症并不了解。但40年

后，在亚马孙石油开发量最大的3个地区，社区健康促进工作者对80名社区居民进行了

调查，发现每3个人中就有1人患有某种类型的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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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公司开始勘探石油

时 会 砍 伐 森 林 ， 破 坏 我 们

的 家 园 ， 修 建 道 路 并 阻 断

河 流 。 石 油 勘 探 通 常 涉 及

一 系 列 的 爆 破 ， 以 了 解 储

量 和 地 下 的 情 况 。 这 个 过

程 被 称 之 为 地 震 测 试 ， 地

震 测 试 会 破 坏 家 园 、 野 生

动植物和土地。

在石油公司开始进行勘探之前，社区可以尝试与政府官员沟通来制止石油公司对他

们土地的入侵，同时可以向非政府组织和受到过石油影响的社区学习经验，并在社区

中宣传石油开采对环境与健康的威胁。石油公司必须提交环境影响评价申请。（见附录

B）如果环境影响评价显示项目将是破坏性的，社区可以要求石油公司中止开采。对石

油公司的环境影响评价必须包括对废物的处置，对土地和地表水的保护，以及发生意外

时的报警和疏散措施。

石油生产的每个环节都是有害的

了解石油生产中每个阶段对健康和环境所造成的危害，能够帮助你找到合理的应对

措施。

勘探

钻井是把地下的石油带到

地面的过程。石油钻井会引起

火灾、爆炸事故甚至危及工人

和社区的安全。石油泄漏时会

污染地下水和周边水域，破坏

植物和动物资源，影响狩猎、

捕鱼和农业生产。

钻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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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
石油从地下开采出来的时候混合有大量的碳氮化合物、微量的重金属和有毒的水

分。石油必须将这些物质逐一分离后才能使用。

含毒污水的排放引起的污染最严重。在发达国家的每个地方都必须遵守与钻井相关

的法律，将含毒污水排到地下，而不是倾倒在地表。

其他的废弃物分离出来后被倾倒入废液池。石油公司通常只是挖一个洞，然后倒

入废弃物、含毒污水和其他

垃圾。这些池子内的液体会

渗入地下水或溢出，造成污

染。

废液池应该用混凝土建

造。在石油开采的全程中对

它进行监控，观察它有无渗

漏或溢出。

天然气喷焰

混合于石油中的气体通

常用燃烧的方式进行分离。工人、社区居民和野生动物会暴露在天然气喷焰造成的污

染中，从而导致癌症、皮肤病、哮喘、支气管炎和其他健康问题的发生。喷焰会污染云

层，引起“黑雨”，并污染水源。

社区可以通过录相、摄影、广播、行文，甚至是儿童画的方式来揭示钻井带来的危

害。当社区要求石油公司停止钻井和环境破坏，执行环境影响评价意见，甚至采取法律

行动的时候，这些文件都能作为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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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和储存

石油在管道、卡车和轮船运输的过程中会

有溢出。石油也可能从储存罐中渗漏出来。这

种渗漏会对土壤、地下水、动物和人造成长久

的危害。当泄漏发生时，应该对社区发出警

报，并立即清除。（减少石油泄漏引起的损

伤，以及了解石油泄漏清除，见第514页~519页）

对石油开采和提炼的环境影响评价应该包括管道建设和

使用的计划。可以通过组织管道铺设沿途的社区来建立区域性支持，阻止石油公司不安

全的操作。

精炼
炼油厂是将石油制成汽油、柴油、供热燃

料、沥青、润滑油以及塑料等产品的工厂。炼油

厂会将有毒废弃物释放到水、土壤和空气中。炼

油厂产生的污染物会导致哮喘、支气管炎、癌

症、生殖系统疾病，以及儿童大脑和神经系统发

育异常。这种污染物还会加重全球变暖。

以石油作为燃料
工厂和汽车运行时燃烧的油料和天然气

会造成不同类型的空气污染。产生的气体主

要是二氧化碳，它因能吸收和隔绝空气中的

热量而被称作温室气体，成为全球变暖的主

要原因之一。全球变暖会引起洪水、暴风、

干旱以及海平面上升等灾难。同时还会影响

农作物、动物和昆虫，使得疟疾等传染病传

播到新的地区。在拥挤的加油站和城市中，

人们经常暴露于有毒烟雾中，从而导致癌症

和其他多种疾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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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石油公司发现石油与天然气混合的时候，可能采用燃烧天然气的方法使其与石油

分离。燃烧天然气会产生能照亮天空的喷焰，并发出巨大、可怕的噪音。天然气喷焰是

危险且具有破坏性的，同时也会造成严重的污染。

石油公司可以出售天然气，总比将它们烧掉好得多。但这样做花费巨大，而且更加

困难。因为天然气必须加压储存，这样会增加火灾和爆炸的风险。公司燃烧天然气仅仅

是为了公司的开销，而不考虑增加对人和环境的危害。

天然气喷焰

所有的天然气喷焰都

会污染空气并引起健康问

题，其中硫化氢含量高的

喷焰却更加糟糕。

有时天然气燃烧被作

为预防爆炸的一种安全措

施（称之为安全喷焰），

或者作为石油日常开采中

的一部分（称之为常规喷

焰）。对每一种燃烧需要

不同的应对措施。

安全喷焰
当管道中的天然气聚

集过多时，炼油厂就会采

用安全喷焰来减压。尽管这种情况很少发生，但仍然非常危险！如果你所在社区有安全

喷焰，石油公司应该在喷焰之前的24小时通知周围社区。在喷焰时，所有人都应该待在

尽可能远的地方或是门窗紧闭的室内。

常规喷焰
在一些地方每天都会有天然气喷焰，仅仅是因为减少公司费用。而附近的人很难采

取防范措施。避免接触常规喷焰的唯一方法就是制止石油公司的这种行为。

天然气喷焰周围居民的健康和安全

天然气喷焰高度与人的身高相当或平
行于地面的喷焰是非常危险的。

天 然 气 喷 焰 高
于人们的身高时，危
害要小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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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以前，世界上最严重的常规喷焰发生在尼日利亚的尼日尔三角洲。尼日

利亚国际石油公司引发的这次天然气喷焰夺去了很多人的生命。而且当时天然气喷

焰所释放的有毒物质影响巨大，它对当地的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所起的作用比整个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造成的影响还要大。

据尼日利亚河流州的克莱德·撤·拜乌拉回忆：“多年来，我们与持续不断的

天然气喷焰生活在一起。我们的农田受到污染。大家辛劳耕种，收成却寥寥无几。

我们的屋顶受到腐蚀，空气受到污染。我们的孩子患上了各种疾病。甚至连我们喝

下的雨水都被喷焰产生的黑煤灰污染。我们再也无法承受这些苦难了。”

2005年，在经历了多年的抗议和斗争之后，尼日尔三角洲的常规天然气喷焰终

于被宣布为非法生产。由于它引起了很多健康问题，并且侵犯了人们获得健康环境

的权利，法院裁决尼日尔所有石油公司必须马上停止天然气喷焰。

如何应对你居住周围的常规喷焰
·讨论天然气喷焰的危险，组成委员会向公

司和政府官员投诉。同时与健康促进工作者、

记者和非政府组织交流沟通。

·保存你们的活动记录，鼓励人

们标明喷焰的天数、时间以及引起

的问题。

·组织会议并向其他社区、记

者和政府官员出示这些记录。将你

们之间的谈话也记录下来。记录或

者拍摄与官员的谈话，显示出你们认

为这是个很严肃的问题。最重要的是

不放弃！

这些行动可能不会马上制止喷焰。但阻止喷焰的共同目标能够团结社区，并为保护

每个人的健康聚集力量。

喷焰能够被制止

公司拒绝与我们谈论喷焰
的问题。下一步我们应该
尝试与谁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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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油厂将石油制成汽油、其他燃料以及沥青和塑料这类材料。炼油厂是导致附近空气

污染的主要污染源，影响生活在附近的居民和在炼油厂工作工人的健康。炼油厂内部和周

围的化学物质会导致癌症、生殖危害、哮喘和肺气肿、出生缺陷以及其他一些健康问题，

如头痛、恶心、头昏和紧张。炼油厂释放的气体也是引起全球变暖的主要来源之一。

炼油厂

让炼油厂更安全 
炼油厂并不是必然会引发非常严重的健康问题。如果石油公司能控制精炼过程中

各个阶段有毒气体的排放，尽最大可能预防意外事故的发生，污染是可以避免的。如

果你和你的社区正在为促进炼油厂的安全生产而努力，那么你们的活动可以参考下面

这些意见：

空气污染监测能够帮助你们确认空气是否恶化，并阻止紧急事故的发生。炼油公司

应该对空气进行监测，并对发现的问题立刻做出回应。如果公司不愿意监测污染，那么

至少社区应该自己对污染进行监测。

天然气喷焰可以用更加

安全的方法来代替，例如提

取天然气并进行再利用。

油罐被用于存储原油、

汽油和其他油料。装满、空

置的油罐或是正在进行清洁

的 油 罐 都 会 泄 漏 出 有 毒 气

体，而这些气体可以被先进

的设备和工艺吸附。油罐和

阀门必须定期进行检查和修理，以防止泄漏到空气和地下水中。

油轮和游艇都以柴油或汽油作为燃料，而柴油或汽油燃烧过程中产生的气体和液体

会泄漏进入空气和水中。运行中应该全程使用安全系统，以防止油料溢出。油轮应该拥

有双层或三层船体，防止燃料渗出。

废水中的有毒化学物常常会溢出或是渗入地下水中。通过建立和维护废水处理系

统，能够有效地避免这些问题。

污秽的原油会产生更多废弃物并污染空气和水。尤其是使用那些用于提炼纯度或清洁

度较高的炼油设备炼油，造成的污染会更加严重。使用清洁原油进行提炼产生的污染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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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泄漏
有石油的地方就有石油泄漏。卡车和轮船的事故，或是输油管道都会泄漏石油。防

止石油泄漏以及清除泄漏的石油都是石油公司的责任。

虽然有一种说法：“水和油不能互相混合。”但是当石油泄漏到水中，石油中的有

毒化学物就会与水混合，并长时间留在水中。较稠的石油会漂浮在水面，阻止空气进入

水中，导致水中的动物和植物无法呼吸。在石油漏入水中后，即使石油的可见部分已经

被清除，但残留的化学物质仍可能使得水体无法安全饮用。

如果石油泄漏到地上，就会将土壤与空气隔绝，杀死那些维护土壤健康的生物，

从而破坏土壤。石油附着在我们的皮肤或者动物的皮肤上，也会发生类似的情况。它

覆盖我们的皮肤，阻碍空气进入到体内。石油中的有毒物质也会通过皮肤进入身体，

引发疾病。

这一活动能够帮助人们理解石油泄漏对水的影响。

时间：一个半小时。

材料：干净的玻璃杯，水，植物油。

将玻璃杯装满水，并加入2勺植物油。摇动玻璃杯来混合水和油，并将玻璃杯放置一

个小时。

观察玻璃杯。你会发现大部分的油漂浮在上层。植物油是无害的，但设想如果玻璃杯

是一条有石油泄漏的河流，讨论这种情况造成的影响。在这条有层石油阻挡空气和阳

光的河流中，鱼是否还能生存？试想当鸟试图捕捉水中的鱼时，会发生什么？对以上

问题，可以开展小组讨论。

用勺将表面的油舀出。当你尽可能多地把油舀出之后，观察是

否仍有一些油泡浮在水中。这些就是融入水中的油。思考平时

所说的 “水和油不能混合”。展开小组讨论：当水和油混合时

发生了什么?

油和水能否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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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石油泄漏后如何进行自我保护

石油引起的水污染
饮用被石油污染过的水是非常危险的。钻探石油时从地下涌出来的水也含有毒物质。

用于清除水中的石油和有毒化学物的过滤器价格十分昂贵。把水煮沸、利用日光消

毒以及在水中添加氯，可以杀死细菌但不能清除石油污染。

事实上在水中添加氯会使石油污染更加严重，因为氯会与一些被称为“酚”的化学

物结合，形成一种毒性更大的化学物“氯酚”。

虽然泄漏的石油已经被清除，你在水中也看不到石油，但这样的水仍然是不安全

的。石油中的很多有毒物质会浮在水中并长时间停留。唯一可以证实水体安全的方法就

是进行检测。

·避免接触石油。让儿童和动物远离泄漏地点。如果可能的话，在泄漏地区设立围

栏并粘贴警示标语。

·在泄漏地上游寻找水源。到上游取水可能距离较远也会耗费很多时间，但对预防

健康问题来说是值得的。在石油泄漏的地方，唯一安全的

饮用水可能是雨水。

·避免食用生活在水中的动物，如螃蟹、虾，以及泄

漏地点附近和下游的蜗牛。这些动物会像海绵一样

吸入有毒物质。

·避免在受污染的水中洗浴。如果某人落

入水中，应该马上用肥皂和干净的水清洗

全身。

·通知邻里、政府官员、新闻

机构和关注健康与环境的非政

府组织。

·在学校和社区聚

会时，对人们宣传石油

泄漏的危害。

我们要到你叔叔的

农场里去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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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泄漏的石油

清 除 泄 漏 的 石 油 是

石油公司的责任。公司

声称他们可以清除任何

泄漏，但事实上就算是

使用最好的设备，石油

泄漏及其清除都是非常

困难和危险的。在大多

数情况下，受泄漏影响

的人们根本没有任何保

护装备。

如 果 发 生 泄 漏 ， 石

油公司应该尽快着手清

除。因为石油中的有毒物质会沉积在水和土壤中，清除表面的黑色淤渣并不意味着去除

了有害源。

无论何时，不管是水中还是地上发生石油泄漏，其中的化
学物都会毒害人、动物、植物、土地以及水。

1989年，一艘名为艾森·瓦德斯的油轮在阿拉斯加海岸触礁，泄漏数百万加仑

的石油到海中。这起泄漏杀死了无数的海洋生物和鸟类，破坏了当地的渔业，石油

造成的破坏一直持续到今天。

艾森公司雇用了数万名工人来清除石油并拯救周围的动物。工人们使用了最好

的设备，每天工作12~16个小时，坚持了数月，清除泄漏同时试图防止石油扩散。他

们穿着防护服以防止石油溅到皮肤上，同时戴着面具以防止吸入有毒气体。

每天工作结束，工人们脱去他们的防护服、靴子和手套用肥皂冲洗全身，换下

的服装需要用化学溶剂来清洁，第二天他们再穿上这些服装开始工作。尽管有这些

保护措施，很多工人还是抱怨染上了咳嗽、头痛、头昏和流鼻涕。“晚上，每个人

都在床上咳嗽，好像是结核病房。”一名工人说道。10年后，很多工人出现了记忆

力减退、肺损伤和癌症。他们中的数百人已经死亡。

艾森公司被起诉，要求对他们造成的伤害进行赔偿。但很多年过去了，他们丝

毫没有进行赔偿。

石油泄漏清除导致工人患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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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石油从储油罐泄漏或渗漏的时候，应该立即进行

封堵并用一些物质对其进行吸附。一旦石油被完全吸

附，这些用于吸附的物质及石油都必须安全地处理或销

毁。例如，倒入混凝土制成的坑，这样它们就不会污染

地下水。

水上石油泄漏也需要进行封堵和吸收，但没有特殊

设备是非常困难的。任何人进入水中清除泄漏的石油都

会患上严重疾病。用桶收集石油的清除方法效果并不

好。下图展示了在采用合适的设备，并对相关人员进行

培训后，有效地清除了泄漏到水中的石油。

如果发生石油泄漏应该怎么做

可以吸收石油的材料有麦秆、锯木
屑、玉米穗、羽毛、黏土、羊毛和沙子。

4

将栅栏或漂浮围栏用锚固定在船上
或支撑物上，把泄漏的石油圈定在某个区
域。栅栏能阻止大部分石油四处漂散。

通过使用一种被称之为分液器的机器
将石油从水表面吸走，并通过软管吸入废
物储藏罐中。

残留在水中的石油用锯木屑、泥煤
苔、羽毛或者黏土等材料吸收。

尽可能多分离、去除水体表面的石
油，对最终残留的部分进行燃烧并确定烧
尽。燃烧石油会产生毒烟，但这也许比石油
残留在水中要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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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动手清除石油泄漏，请保护好自己
无论你是自愿，还是由石油公司付费让你或你的社区清除石油泄漏，你都必须

知道：

·石油是有毒的，接触或吸入都会导致严重的健康问题。

·清除石油所用的溶剂也是有毒的，也会导致严重的健康问题。

·通常使用高压软管冲洗附着于地面的石油，会导致石油气化（成为气体），使得

石油更容易被人吸入，导致咽喉和肺部的问题。

·对泄漏事故和清除泄漏负有责任的公司应该提供防护服，包括连体衣、手套、靴

子、呼吸器、护目镜和头盔。

·长时间工作在或暴露于被石油污染的水中，用来清除泄漏石油的溶剂会导致严重

的健康问题。最好缩短工作时间，并且在轮班休息时远离有毒物质。

如果你生活的地方有石油钻井或炼油厂，你应该与社区一同制订安全应急计划来保

护每个人的健康，尤其是发生喷焰或泄漏等紧急状况时。

绘制社区地图
安全计划的作用之一就是了解哪些地方可能发生意外和事故，以及防灾的资源、灾

后修复的资源在哪里。绘制地图对社区安全防范来说意义重大。

与社区居民一同绘制出的社区地图还要标记出油井、钻探点、输油管道、废物

坑、炼油厂和其他污染源的位置。同时需要标记的还有取水地、种植和贮藏食物的地

方、饲养牲畜的地方以及其他社区资源。

讨论曾经发生泄漏事故或

是污染的地方，讨论它的影响

有哪些。把大家所见到的石油

泄漏的影响标注在地图上。然

后列出社区可以获得的资源的

清单，根据清单制订出万一发

生紧急状况时资源利用的应急

计划。

制订安全的应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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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并制订计划

怎样让公司承担相应的责任
在石油勘探之前，石油公司应当申请环境影响评价并备案。环境影响评价要指出，

万一发生泄漏，公司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有哪些。大家一起讨论，社区应当如何运用环

境影响评价，明确石油公司在紧急事件中的责任。例如，能否要求他们关闭引起泄漏的

输油管道，直到清除石油泄漏？公司能否给社区提供饮用水，或支付健康服务费用以及

财产破坏所造成的损失？（要了解环境影响评价，见附录B）

我 们 中 间 有 多
少 人 有 移 动 电
话 ， 让 我 们 能
够 在 发 生 紧 急
状况时使用？

我们需要什么

·位于上游的水源或社区贮水池。

·每6～12个月更换贮藏水。

·能够让人群安全转移的卡车或其

他车辆。

·选择一个或更多的人，在紧急状

况发生时通知周围的社区、官员和

媒体。

·一所学校、教堂或其他开会的

场所。

· 电 话 或 无 线 电 通 信 ， 以 寻 求 帮

助，并通知官员和媒体。

·医院、门诊部和健康促进工作者

的电话号码。

负责人

·约瑟夫。

·莎拉， 奈莎， 吉玛。

·阿迈德的出租车及宽麦

的卡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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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被石油破坏的土地
石油泄漏会对土地造成长期损害。如果将石油清除干净，并采取恢复措施，土地

有可能重新恢复肥力，但这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更多关于土地恢复的信息，见第

199~215页和第496页）

美国在经历了一次柴油泄漏事件后，号召不同的公司寻求清除泄漏的方案。他

们将被石油泄漏污染的土壤成堆堆放，每个公司认领一堆并进行处理。

这些公司中有一家是从事种植和出售食用蘑菇的小公司。它的经营者看到森林

火灾和其他自然灾害后蘑菇成片地生长，他相信蘑菇具有恢复受损土地的能力。他

的团队将平菇的菌丝纤维充填到被石油浸过的土堆，然后覆盖土堆静静等待。

6周后，当他们掀开土堆时，他们看到了令人惊讶的一幕——土堆上长满了巨

大的蘑菇，最大的直径甚至达到30厘米。他们将蘑菇和土壤带到实验室并检测。蘑

菇和土壤中并没有发现石油的残留物或石油中所含的任何有毒化学物。蘑菇能够完

全净化土壤！

而这之后发生的事情则更加令人兴奋。在蘑菇成熟后，苍蝇来了，并在蘑菇上

产卵。随后蛆出现了，鸟类飞来了，其他小动物也以蘑菇和蛆为食。鸟类和其他动

物带来的植物种子开始生长。被污染的土堆转变成了一个繁茂的生命花园。

由于这种方法是在实验中发现的，因此没有人知道是否适用于所有的地

区。之后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来验证蘑菇或其他“天然药物”对泄露石油的清

除能力。

清除石油泄漏的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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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的公正

石油富集区的人们保护他们健康的方法之一，就是确保无论是谁控制石油资源都

要保护人们不受健康隐患的威胁，并从中分享一部分收益。由于石油的价值很高，因

此这些公司有大笔的资金来支持他们这样做。

尼日利亚的尼日尔河三角洲曾经是一片富饶的土地，生长着许多鱼类、野生动

植物和丰饶的农作物。当石油公司第一次进入这一地区时，他们承诺会带给所有人

巨大的经济收益。但石油开发了30多年，公司并没有遵守他们的承诺。正如一位尼

日利亚妇女所说的：“我们非常生气，自从1970年公司来到这里，他们几乎伤害这

里所有的生命。到处是被污染的江河，遭到破坏的森林，以及喷焰刺耳的噪音，我

们这里已无生机。当他们利用上帝赐予我们的礼物变成百万富翁的时候，我们却失

去了所有希望。他们不关心、也听不到我们的哭泣。”

妇女抗议开采石油

拯救尼日尔河三角洲!

尼日尔妇女

为正义
而战！

停止
暴力行动!

立即

清洁水体!

不要再

破坏了!

查洛-特夏克公司是骗子



环境健康社区指南522

石油与法律

尼日利亚妇女展开了一场和平的抗议，参加者来自该地区所有的部落。妇女们

要求，作为在该地区开采石油的主要公司之一——查洛-特夏克公司应该为居民提供

工作、教育、水、电力和社区发展的资源，并对他们所造成的所有损失进行赔偿。

查洛-特夏克公司要求政府以强硬的态度进行回应。警察和军队发射了催泪弹

并攻击、鞭打、拷问妇女。很多人受伤，有些人甚至死亡。但妇女们坚定而无畏地

进行了抵抗。一些人在石油公司指挥部交涉，另一些则占领了主要的石油输出港，

超过百人占领了尼日尔河的4个加油站阻止公司运输石油。妇女每占领一天油港，查

洛-特夏克公司就会损失超过10万美元！

石油公司的官员最终作出了让步。查洛-特夏克公司同意为居民提供工作并开展

小额信贷项目来帮助妇女经营她们自己的生意。他们还承诺为乡村提供学校、医院

以及水和电力资源。

从石油公司与尼日利亚政府之间的结盟及其暴行可以看出，他们为了各自的

利益会不择手段。尼日利亚妇女的行动鼓励了全世界的人们，大家都应该在石油

开发中共享利益，而不是让弱势的一方承受苦难。否则，他们会用行动阻止石油

的开采。

很多国家通过制定法律来保护人民、水和野生动植物免受污染，并获得安全的生存

环境。有的地区和国家的法律法规，会明确指出石油公司对泄漏应当承担的责任。但

是，只有在人们的共同努力下才能确保法律的强制执行力。（更多关于国际法的信息，

见附录B）

对抗特夏克公司案例

当特夏克公司刚来到厄瓜多尔进行石油钻探时，那里的科梵人并没想到美国的石

油公司将会破坏他们的生活。20多年以来，公司在当地倾倒了数百万升的石油和有毒

废水。

科梵人世世代代赖以生存的河流已经不能再为他们提供水和食物。人们每天要花

很多时间来寻找可以饮用的水和可以猎杀的动物。由于环境遭到破坏，很多人逃离了

这一地区。科梵的领导人指责特夏克公司破坏了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并造成数以千

计的人患病。科梵的人口从15 000人缩减到现有的5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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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特夏克公司污染的受害者们成立了“保卫亚马孙阵线”。他们为那些患严重

疾病的人们提供医疗服务，并协助其他组织对特夏克公司带来的健康影响进行研

究。他们与来自首都基多的环保人士及来自美国的律师对话，共同提出了一项计

划。保卫亚马孙阵线的领导者和环保人士通过走访掌握了情况，他们前往纽约市对

特夏克公司提出10亿美元的赔付诉讼。

特夏克公司试图解除诉讼，声称诉讼应当经过尼加拉瓜法院，因为污染发生在

尼加拉瓜。而大家担忧的正是在尼加拉瓜难以获得公正的裁决。他们向法官解释，

起诉石油公司污染亚马孙流域的决定是在美国作出的。法官受理了这起诉讼。这也

是美国法院第一次受理国际诉讼！科梵的领导人欣喜若狂。

10年来，特夏克公司一直在为解除诉讼而努力。一位法官指出，诉讼应当在尼

加拉瓜进行，但如果得不到公正的裁决，这个案件再由纽约受理。诉讼至今没有结

束。人们仍然面临着石油开采带来的健康受损问题。但他们坚持要从特夏克公司讨

回正义，让更多的人知道石油开采的危害，并迫使特夏克和其他石油公司采用安全

方法开采石油。

保卫

亚马孙
炼油导致
死亡！

特夏克公司必
须离开!

特夏克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