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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南山:灰霾比非典可怕得多 

http://news.wenweipo.com   [2013-01-31]    我要評論 (16)  

【文匯網訊】據央視報道，記者電話採訪鍾南山談內地今日連續現嚴重霧霾天

氣。鍾南山稱因為大氣污染這些東西是跟整個環境、跟外環境、內環境相關的，這

個比非典可怕得多，非典你可以考慮、可以隔離，可以想各種方面的辦法，但是大

氣的污染、室內的污染是任何人都跑不掉的。所以你做很多的努力，首先你要想盡

辦法，要改進人類的最基本的生存的環境，所以我想這個還是最關鍵的問題。  

《新聞1+1》2013年1月30日完成台本  

--霧霾升級，治理要不要升級?!  

解說：  

140多萬平方公里霧霾籠罩，8億以上人口受到影響，這樣的天氣還要「霾」多

久?  

王躍思中科院大氣物理研究所研究員：  

北京的空氣已經不是看不見、摸不著、聞不見的物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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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說：  

高速公路封閉，航班延誤取消，嚴重污染了的空氣中環衛、交警、快遞，戶外

工作是否需要勞動保護?  

景軍北京朝陽環衛中心四分隊：  

出哈氣眼鏡就看不見了，沒法戴這個，戴著也不習慣，也出不來氣。  

解說：  

一個月內，四次嚴重霧霾天氣接連發生，一個月內，僅有五天沒有霧霾，如何

面對一個又一個被嚴重污染的城市?《新聞1+1》今日關註：霧霾升級，治理要不要

升級?!  

主持人李小萌：  

歡迎來到正在直播的《新聞1+1》。節目一上來，我們要來看幾張發表在《人民

日報》官方微博的照片，拍攝的是北京幾個著名的景點或者是標誌性的建築，我們

來看一下。第一張，這是天安門，這是故宮，這是長城，這是天壇，這是頤和園，

這是中關村，這是霧鎖的北京昨天的樣子。如果這表現是霧霾之下的北京，更應該

說這也表現了人們的一個心情。當我們聽到環保部的官員說發達國家治理大氣污染

也是用了30到50年才完成的，一個「才」字的使用，更是讓我們的心情濃的像這幾

張照片一樣，濃得化不開。如果現實是這樣的，但我們還是希望以政府為主導的環

境污染的治理能夠只爭朝夕。  

(播放短片)  

解說：  

「今天的天氣關鍵詞是中東部霧霾持續。」  

「今年以來的第四次大範圍的霧霾天氣，已經在我國中東部地區盤踞了兩天多

的時間了。」  

「27日北京就遭遇了霧霾，空氣質量為5級重度污染，28日霧霾加重，空氣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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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6級，嚴重污染。」  

「環保部昨天監測顯示，中東部地區受霧霾天氣的影響正在逐漸地擴大，空氣

質量是非常明顯的一個下降，霧霾的面積是130萬平方公里，比28日增加了約10萬

公里。」  

霧霾又來了，這已是今年以來，我國中東部地區出現的第四次大範圍霧霾天

氣，而對於北京的市民來說，霧霾似乎就沒有離開，因為從1月1日到今天的30天

裡，北京的霧霾天氣數量多達25天，僅有5天沒有霧霾。今天北京整體空氣質量仍

處於嚴重污染級別。  

王躍思中科院大氣物理研究所研究員：  

按照我們城區750平方公里來算，我們城市的上空懸浮的是4000噸的污染物。北

京的空氣已經不是看不見、摸不著、聞不見的物質了。  

解說：  

面對頻繁出現的霧霾天氣，中央氣象台也一改往日的霧霾預警發佈機制。  

「今天氣象部門對這個霾預警信號的標準進行了一個修訂，將霾預警分為了黃

色、橙色、紅色三級，分別對應的是中度霾、重度霾和極重霾。」  

而對於民眾來說，面對如此頻繁出現的霧霾，已經從最初的忍耐轉變為一種忍

無可忍的狀態。其中就有網民調侃到，「現在連喝西北風都要中毒了。」而昨天，

演員宋丹丹也在其微博上發出了一張霧霾下的北京照片，並說到「在北京出生長大

生活了五十年，出國潮及各種誘惑都沒讓能我離開這個可愛的城市，今天我腦子裡

一直在轉，我該去哪裡度晚年呢?」這條微博引來了34000餘次轉發，18000餘人的

評論，網友有的建議他到青島、海南、廈門去度晚年，但也有網友表示，可以離開

地球到月球去。  

面對重重霧霾，逃離顯然不是辦法，28日網友發佈微博稱，「霾又來了，行人

中很多戴口罩，路上的警察不戴，我問你們不可以戴口罩嗎?年輕的交警說不可

以，又說網上有人呼籲讓我們戴呢。」這條微博目前已被轉發3萬餘次，從而引發

页码，3/16鍾南山:灰霾比非典可怕得多 - 快訊-文匯網

2013-2-17http://news.wenweipo.com/2013/01/31/IN1301310020.htm



公眾對戶外勞動者如何進行保護的關注。  

按照我國目前的公安機關人民警察著裝管理規定：警察不能佩戴口罩。但在隨

後央視新聞的一份近萬人參與的微調查顯示，有98.5%的網友支持交警戴口罩執

勤。在社會的呼籲下，就在今天，濟南市公安局的統一部署，決定在霧霾天氣一線

交警試行佩戴口罩上崗執勤。當自己生活的城市總是呈現出朦朧狀態，這一次的人

們不再只討論戴什麼樣的口罩，而是轉而開始探討怎麼能夠改變現狀，自己能為止

霾、治霾做點什麼?  

主持人：  

日子一天天地過，只是感歎今天的污染又很嚴重，但是掐指一算，我們來看這

張圖，在2013年的第一個月份，我們有25天都是在這樣的霧霾天氣之下度過的，也

就是說有25個早晨老人不能去遛早，有25天孩子不能到室外去嬉戲。現在的心情真

的像天氣預報先生說的那樣，真想喝幾口西北風。  

有人說環境治理，像霧霾天氣的成因，PM2.5這麼濃，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做，比

如你可以選擇綠色出行，比如說煙民可以少抽幾隻煙等等。但是在這個問題上我們

想明確地說，這還是政府的責任，有人會說什麼事情都找政府的責任，不是一個有

擔當的公民，不是一個有思辨力的媒體該做的事情，這不是所有問題的解決辦法。

但是我們來看看PM2.5的構成，它首先是燃煤的排放，然後是汽車尾氣的排放，包

括了農村比如說秸稈、稻草的燃燒，也包括你炒菜、做飯都能夠排放PM2.5。然而

主體像燃煤，這畢竟是牽扯到了產業結構生產的方式，這是不是牽扯到了政府責任

的所在。比如說像汽車尾氣的排放，那綠色出行的倡導，包括便利的快捷的公交系

統的建立，包括燃油的指標這個標準是不是該不該提升，是不是政府的責任所在。

再說治理的方法推進和執行，相關的法律法規推進的出台，是不是政府的責任所

在。  

所以我們也看到來自中國高層的聲音，像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就說，「最近的霧

霾天氣對人們生產生活和身體健康都造成影響，應該採取切實有效的措施，加快推

進產業結構和佈局調整，推進節能減排，建設生態文明，用行動讓人民看到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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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這幾句話的主語就是政府。  

我們再來看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的表態，「現在出現這些情況不是一天兩天造

成的，是長期積累的過程，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這和中國的現代化是在同步推進

的，但是我們必須有所作為。」  

現在的霧霾天氣，大氣的污染具體到每一個人，其實身體已經直接有一些訊

號，來告訴我們，提醒我們去警示，比如咳嗽、打噴嚏、感冒，甚至到肺癌的發生

等。現在我們就來連線中國工程院院士鍾南山先生，鍾院士您好。  

(電話連線)  

鍾南山中國工程院院士：  

你好。  

主持人：  

從您掌握的數據來看，現在呼吸系統的疾病的發病率包括成因，是不是已經直

接指向了大氣污染?  

鍾南山：  

我想是吧，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我的一個香港同事曾經做過一個研究，

PM2.5每立方米增加10個微克，呼吸系統的疾病的住院率可以增加到3.1%。要是灰

霾從25個微克增加到200微克，日均的病死率可以增加到11%。剛才談到那個問

題，灰霾不光是對呼吸系統，對心血管、腦血管、神經系統都有影響，但是首當其

衝地還是呼吸系統。北京十年來肺癌增加了60%，這是一個非常驚人的數字，應該

說空氣污染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造成這樣的一個情況。所以我想不單是人們所

感受到的咽炎、鼻炎，或者眼睛的病症，現在從更長遠地考慮，對人體造成更大的

危害還在後頭。  

主持人：  

我們都從媒體當中看到，報道說有人問過您，我的生活方式很健康，不抽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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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喝酒還鍛煉身體，最終還是得了癌症，是不是說在大氣污染的現實面前，每

個人自己生活方式的選擇已經是杯水車薪了呢?  

鍾南山：  

是，因為大氣污染這些東西是跟整個環境，跟外環境、內環境相關的，這個比

非典可怕得多，非典你可以考慮，可以隔離，可以各種方面的辦法，但是大氣的污

染、室內的污染是任何人都跑不掉的。所以你做很多的努力，首先你要想盡辦法，

要改進人類的最基本的生存的環境，所以我想這個還是最關鍵的問題。  

主持人：  

現在一個細節問題，討論很多的就是對於戶外工作的人們要不要戴口罩，包括

交警應不應該改變他們的工作條例，允許戴口罩。像在普通的環境當中工作，空氣

污染達到一定的程度，就應該有防護措施，是不是應該成為保護的相關條例呢?  

鍾南山：  

我認為是的，因為在戶外的工作，特別是在中國的大城市，污染問題是一個非

常嚴重的問題。以前我們曾經做過一個統計，交警的鼻炎常常達到40%，咽炎達到

23%，比普通人多三分之一甚至到一半以上。特別是現在，在我國的中部和東部，

比如在北京的話，那級別已經到了嚴重度這樣的情況下，在戶外工作的這些人員，

他們應該是有一定的保護的措施，哪怕儘管現在不可能很快地改變室外環境的情況

下，採用一定的防護措施，我認為是必要的。  

主持人：  

好，謝謝鍾院士，剛才鍾院士給出的數據可以說是觸目驚心，然而治理之道究

竟在哪兒?  

(播放短片)  

解說：  

持續的霧霾天氣，多個城市空氣質量下降，使得公眾對污染源的討論也在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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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那麼推高北京PM2.5數值的幕後元兇究竟是什麼呢?半個月前，北京市環保

監測中心主任張大偉在新聞發佈會上表示，「燃煤、機動車、工業、揚塵等污染

源，是造成本次嚴重污染的根本原因。」  

於建華：  

北京市機動車對於咱們空氣質量的影響大約佔到22.2%，燃煤大約佔到16.7%，

揚塵佔到16.3%，工業佔到15.7%。  

解說：  

元兇似乎已被找到，那麼機動車保有量的增加必然會導致污染嗎?目前北京機動

車已超過500萬輛，然而東京、紐約等世界大城市的機動車保有量早已超過800萬

輛，PM2.5卻遠遠沒有中國嚴重。於是與機動車尾氣相關的成品油質量問題，被再

度推到了公眾討論的前台。  

上週五，針對中石化成品油硫含量為歐洲的15倍，因而導致嚴重霧霾天氣的質

疑。中國石化新聞發言人呂大鵬公開回應稱，這種說法並不確切。  

呂大鵬中國石化新聞發言人：  

中國石化從2012年5月份開始，已經就向北京供應京標五車用油，它和歐洲實施

的歐V排放的標準是一樣的，是全國最嚴格的標準。油品中的硫含量都是小於

10ppm，硫含量的標準是他們的15倍，這種說法是不確切的。  

解說：  

儘管北京已經實施京標5的標準，但並不能改變全國範圍內質量仍然較低的事

實。目前我國除了上海、廣州、南京等地已實現國4標準汽油，江蘇、浙江及廣東

的十多個地市於今年的1月1日起才開始試行車用油品外，其它的地區仍為國3汽油

標準。國3標準對於硫含量的要求在150ppm以下，剛好是國5車用油硫含量的15

倍。中石化的回應能否打消公眾的質疑，還有待觀察，而防範和治理霧霾卻是迫在

眉睫。  

字幕提示：2013年1月29日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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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說：  

最近的霧霾天氣對人們的生產生活和身體健康都造成影響，我們應該採取切實

有效的措施，用行動讓人民看到希望。  

解說：  

1月24日至29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中南海主持召開三次座談會，聽取各界人

士對政府工作報告意見稿的意見和建議，其中對霧霾問題進行了表態。那麼如何才

能讓人民看到希望呢?昨天北京市政府啟動了應急減排的措施，包括在三天內停駛

30%的公務車，103家重污染企業停產等等。  

李健緋北京市環境監察總隊副總隊長：  

從檢查的情況看，有一些企業還是做得不錯，積極配合市裡的要求，但是也發

現了13家企業，有(排污)超標的行為。  

解說：  

再過十天，春節就將來臨，對此專家提議，春節如果北京仍然籠罩在霧霾之

下，政府部門應當採取措施，減少甚至禁止煙花燃放。  

汪鍵環保部污染防治司：  

整個污染應該說是我們長期工業化、城鎮化多年積累下來的一種，是因為我們

國家的工業機構和產業結構，造成了現在這種污染。應該說叫冰凍三尺非一日之

寒。  

主持人：  

當霧霾天氣到了一定的程度的時候，政府都採取了一些相應的應急措施，但這

顯然並不是溫總理所說的「採取行動，讓人民看到希望」裡面所說的全部的內涵。

我們也來看看霧霾天氣的成因，根據它來分析我們如何去解決。這個環保部的副部

長吳曉青表示說，「形成霧霾的天氣有四大原因，第一，大氣污染物排放負荷巨

大，第二，複合型大氣污染日益突出，第三，機動車污染問題更加突出，第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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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的氣象條件造成了污染物的持續累積。」聽上去不是特別的直觀，我們現在

連線清華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研究院院長郝吉明，郝院長您好。  

(電話連線)  

郝吉明清華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研究院院長、中國工程院院士：  

主持人你好。  

主持人：  

剛才我們念到的環保部說的霧霾天氣四大成因，您覺得最突出的應該跟公眾解

釋的是哪一條?  

郝吉明：  

這四大成因都是對的，但是我感覺目前機動車排放是最值得關注的。  

主持人：  

它佔到PM2.5排放的百分之多少的比例?  

郝吉明：  

像在北京地區，平均要佔到20%到25%左右。  

主持人：  

控制汽車尾氣的排放是最能夠直接見到效果的是嗎?  

郝吉明：  

是，現在是最突出的一類源。  

主持人：  

用限製出行的方式還是什麼樣的方式，讓公眾既能夠接受又能夠有效地去影響

到空氣的質量?  

郝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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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目前來看，改善油品質量，可能是控制一種源污染物排放的全局性的問題。  

主持人：  

改善油品的質量，應該並不是說近期人們才知道的一個答案，為什麼遲遲到今

天依然沒有能夠解決?  

郝吉明：  

這個可能得從油品質量對環境影響的重要性上缺少認識，另外我們的法規標準

也有滯後的關係。  

主持人：  

如果現在的油品升級到了我們理想的指標，對PM2.5的排放會減少多少，這有一

個數據嗎?  

郝吉明：  

這沒有全國的數據，但是總的來看，由於油品的質量差，我們兩次推遲了柴油

車國4標準的實施。油品標準不僅影響汽車的排放，也會影響機動車尾氣的淨化系

統。同時，對很多的施工機械、農業機械的排放也有重要的影響，所以油品的質量

是對整個的污染物的排放是全局性的，對機動車排放的來說，改善油品質量是源頭

控制的一個重要措施。  

主持人：  

要能夠發生這樣的改變，最重要的取決於什麼呢?比如油品生產企業的自我的產

業升級，還是政府的相關規定，哪個是最關鍵的?  

郝吉明：  

從總的來看，國家的相關規定是必須要走在前頭的，因為政府的標準法規是推

動企業技術進步的一個重要的方面。當然企業，特別是現代企業的社會責任，如果

認識清楚的話，企業也應該採取依法行使，來達到法律法規的要求。  

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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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相關的法規有沒有在制定和形成當中?  

郝吉明：  

我們已經多次呼籲，希望能夠立法來解決，法規上現在沒有看到太大的進步。

據說發改委已經跟多家協調推動油品質量的改善工作。  

主持人：  

好的，謝謝，稍後我們繼續聯繫。剛才郝院士是說了一個關於污染排放當中，

就是尾氣油的質量是一個關鍵性問題，而相關的法律法規還沒有能夠看到明顯的推

進的過程。關於治理大氣的污染，很多人是把希望寄托在相關的立法的出台，這個

立法即便是出台，究竟能不能解決我們現在面臨的很嚴峻的現實呢?  

(播放短片)  

解說：  

「治理空氣污染需要全民參與，最重要的是立法，希望朋友們積極參與投票，

我會以人大代表的身份將投票結果提交人大和政府。」昨天上午九點，北京市人大

代表潘石屹發佈了這樣一條微博，短短32小時，參與投票的就超過了44000人，其

中98.9%的人投票支持制定空氣清潔法。  

世界上首部空氣污染防治法案誕生於英國，但它的出台確是以極為昂貴的生命

代價換取的。1952年12月，潮濕有霧的空氣停滯在倫敦城上空，工廠和住戶煙囪排

放出的大量煙塵廢物不斷在大氣積聚，濃厚煙霧在全城瀰漫多日不散，最終導致兩

個月內，12000人死於呼吸系統疾病，更有無數人罹患支氣管炎、冠心病、肺結核

乃至癌症，這一事件後來被稱為「英國倫敦煙霧事件」，成為20世紀十大環境公害

事件之一。  

四年後的1956年，英國制定了世界上第一步空氣污染防治法案，《清潔空氣法

案》，針對燃煤污染，《清潔空氣法案》首先規定在英國境內設立無煙區，無煙區

中只允許使用無煙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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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湘偉本台駐英國記者：  

灶具必須是天然氣的，就連英國人喜歡使用的傳統的壁爐，由於要大量燃燒木

炭，也被限制使用。  

解說：  

針對工業污染，這部法案對煙塵標準做出定義，並根據衡量鍋爐煙塵濃度的六

等級指標，林格曼黑度，將污染程度尚不算高的「林格曼二度」煙塵，即規定為

「黑煙」，在無煙區內嚴禁排放。因此，許多污染嚴重的燒煤大戶、發電廠和重工

業都不得不遷往郊區。  

唐湘偉：  

英國大型的企業本田汽車製造廠，離倫敦市中心要有200公里左右的樣子。  

解說：  

隨著汽車時代的發展，在《清潔空氣法案》的基礎上，一系列針對機動車污染

的法律法規也應運而生。例如倫敦政府要求所有的新車必須加裝能減少氮氧化合物

排放的催化劑，同時向私家車徵收天價進城費和停車費，大力推動新能源汽車，公

共交通和自行車出行，以實現綠色交通的目標。  

霧霾之下如今輪到我們做出選擇，中國是否也需要一部《空氣清潔法》，而英

國的經驗又能否成為我們的一面鏡子。提醒自己，這條空氣立法之路既是當務之

急，同時又任重道遠。  

主持人：  

高能耗帶來高排放，我們這裡有一些數字，並不是第一次看到，但是每一次

看，你還是會覺得觸目驚心。我們來看，在2011年我國的GDP佔全球的10.48%，然

而我們卻消耗了世界近60%的水泥、49%的鋼鐵和20.3%的能源，包括我們1億量輛

的機動車的排放，也佔到全國排放總量的四分之一左右。  

現在有一個問題就要繼續問我們的郝院長。郝院長，治理環境是不是一定要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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牲某些環境的發展，不能夠犧牲經濟發展為理由，不治理是不是可以接受的?  

郝吉明：  

治理環境是優化發展，所謂發展不僅是速度，還有質量，所以通過強化環境方

面的法規，可以提高經濟的整體質量，這是發展的另外一個重要方面。  

主持人：  

但這是一個短期和長期之間怎麼樣取捨的問題。  

郝吉明：  

這是長期更值得關注的事情。  

主持人：  

從我們中國的現狀來看，我們是不是也缺一個類似於英國的那種《空氣清潔法

案》才可以解決問題呢?  

郝吉明：  

我們有《大氣污染防治法》，但是從2000年以來沒有修訂，當時的法律主要是

針對燃煤、二氧化硫和煙塵的排放，現在我們進入一個大氣污染控制的新階段，特

別是要多種污染物協同控制，要對所有的源，除了燃煤源以外，還有包括機動車的

源來加強控制。除了城市的管理以外，還要區域的管理，所以我們急需一部法律來

適應和推動我們現階段的大氣污染防治。  

主持人：  

好的，謝謝郝院長。我們大多數人是經濟發展的受益者，但並不意味著我們必

須是環境污染的受害者。以前在教科書上那些預言現在已經都看到了，現在就需要

空氣以及整個環境的治理必須要有所行動了。好，感謝收看今天的《新聞1+1》，

我們再會。 

您的態度和心情(已有8人表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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