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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 1 月 8 日乌克兰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
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2000 年 12 月 15 日乌克兰总统列奥尼德
在关闭切尔诺贝利核电厂时的讲话

库奇马先生阁下

我要就一宗对人类和在地球上生存的及将要生存的每一个人具有极端重要
性的事件对乌克兰人民 外国元首 政府和议会讲几句话 今天是 2000 年 12 月
15 日 基督降生后 2000 年 我签署一道命令 关门第三个发电单元 这是切尔
诺贝利核电厂最后一个运作的单元 这意味着造成历史上一宗大规模的可怕灾难
的设施从此关闭
十五年前的一天 一个坏了的核反应堆起火焚烧 带来了后切尔诺贝利时代
的文化新阶段 自 1986 年 4 月 26 日以来 波利斯亚这个小镇失去原来的地理意
义 产生了全球的政治和环境意义 它列入历史上代表其特定时代的重大毁灭性
灾难的名单

例如庞培 何尔尼克和广岛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

一词代表一种

新现象 即核能失控 可怕警告的实际出现 这是自然界多次向人们发出警告
以期人们自己不要轻率 不假思索和存心不良地行事
对乌克兰来说 关门切尔诺贝利核电厂从各种角度来看都是具有极大重要性
的 这完全不是夸张 因此 我们首先要向为了消除这次灾难造成的后果而染病
牺牲的人致敬 第二 我们再次重申 我们决心彻底承担对世界的责任 第三
我们终于摆脱了极权的传统和专制以及对人类 社会及自然毫不关心和残酷冷漠
的态度 第四 我们重申打算按照欧洲的思维和对乌克兰及全人类今后世代的关
切以负责的方式建设未来
这一决定以过去 15 年的惨痛经验为基础 乌克兰要付出别人所花的钱 要
洗脱自己没有犯的罪 乌克兰的公民首先跳入火坑 进入无形的 杀伤的辐射场
中 其目的是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以求保障整个地球免于灾难 乌克兰人民在这
场经历中付出最高代价

以期人类取得打开这种空前难题之谜的锁匙

切尔诺贝利对乌克兰有什么意义 差不多有 35 亿人受到这场灾难及其带来
的后果的影响 大约有 10 的领土直接受到辐射的影响 在 170 个地区有 160 000
人迫得放弃家园 迁往别的地点 我们引述这些悲痛的数字时并没有忘记其他国
家及其人民

二十世纪这场最严重的技术灾难留下影响其性命的不祥警告

这就是我国要面对的命运和历史

背起切尔诺贝利的十字架 大部分要独

自承担 单独面对自己的困难和审判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灾难带来的全部经济
支出已达 1 300 亿美元 除外 我们还不得不为了保障受影响的人民和恢复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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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而挪用巨额物资和财政资源 有时这种支出占国家预算的 12

超过预算中

供科学和文化之用的数额
我希望你们大家都注意这方面 我希望你们还要考虑以下事实 乌克兰在冬
天关闭切尔诺贝利核电厂 在极端扭曲的结构和庞大的电力消耗的情况下经历了
长期的燃料和能源困难的危机 乌克兰的经济刚开始复苏 除了这些因素外 还
必须加入极端恶劣的天气状况 境内许多地方都发生自然灾害 因此 最少损失
5

发电能力表示可能出现更大损失

而且面对重大风险

切尔诺贝利核电厂关

闭后从电力生产者改为消费者就无庸赘言了
但是 乌克兰为了我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最优先利益 有意和自愿地采取此
种步骤 我们认识到切尔诺贝利是对全世界的威胁 因此 我们准备为了全球安
全而牺牲局部的国家利益 执行关闭切尔诺贝利核电厂的决定是在 1990 年代初
宣布的 并于 5 年后在渥太华备忘录中予以重申 这是乌克兰第二次表示空前的
善意 第一次表示是宣布减少其核武能力的三分之一 我希望世界各国会赞赏这
些行动的重要性和博爱精神

我们再次保证 我们具有解决核安全问题的决心

从宣布的层次迈向各项问题的实际执行
我要强调切尔诺贝利的另一种后果 这可能是最可怕和最骇人的后果 它是
人们经常对生命和健康方面感到的恐惧 对儿女和孙子的命运 对土地和森林
海洋和河流以及地下水的环境感到恐惧 无论在那里居住
污染辐射带附近 或在数千公里以外

在坏了的反应堆和

都存在这种恐惧 离开乌克兰首都数十

公里外有一个荒芜 静寂和不利生存的地区 这种真实情况并非出于电脑推测和
幻想 它反映了人们在利用其科技成就时如缺乏理智和谨慎态度会引致地球出现
什么情况
切尔诺贝利的消防人员和清理人员保护了人类 以免陷于这种前景 就象他
们的祖先基辅罗斯人在文艺复兴之初保护欧洲 避免外族入侵一样 今天的行动
清除了欧洲心脏地带的延迟爆发的核地雷 使乌克兰和世界各地的切尔诺贝利综
合症获得舒解

多年来吊在我们头上的达莫利斯之剑从此消失

同时 近代历史上可怕的一页不能视为已成过去 切尔诺贝利爆炸的的危险
仍然存在 只不过改变了新的形态 在二十一世纪初 又值新的千年之际 新的
时代已经来临 又出现了后切尔诺贝利的新思维 但是 它带来的问题却多于获
得的答案
我们面对停止电厂运作的问题 除了损坏的第四发电单元外 还要把电厂改
为符合环境安全的系统 这是悠长而复杂的进程 我们又面对确保维持电厂工作
人员及其家属的社会保险的挑战 这些工作人员已被辞退 还要面对决定和规划
所有工作人员居住的斯拉武蒂奇市的挑战 不能遗漏任何人 不能遗漏任何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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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面将构成巨大的开支 目前乌克兰没有可用的经费 我国在切尔诺贝利
灾难及其后果中受害最大 我们有依靠国际社会给予支持的权利 国际援助方案
极端重要

给予同情和理解我们面对的问题也极端重要

第一 关闭切尔诺贝利核电厂的决定的制订和执行是在保证提供援助 特别
是七国集团成员国提供援助的情况下作出的 第二 人类需要作出一致努力 确
保人类与自然和谐地安全存在 避免全球的和区域的技术灾难 并避免核技术扩
散
切尔诺贝利是最显著的 但不是这种需要的唯一证据

民用和军用核设施

化学和其他企业的意外事故所产生的后果是不受国界左右的 由此产生的危险对
我们构成共同的威胁 对我们生活的环境构成共同的威胁 我们要谨记 全球化
和后工业时代的其他现实情况引致今日的世界更为息息相关 我们的世界超越我
们的屋子和我们的国界 根据一位物理学家的说法 宇宙只有一个 因此是无法
做试验的 同时 经验证明 技术灾难的内容和后果不会因为科学 政治和其他
方面的差异而有所不同 因此 需要各方面的国际合作 地球上任何地方不管在
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发生人为的灾难 我个人认为这是切尔诺贝利带给
我们的重要教训 这一教训是可怕的 痛苦的和悲惨的 但是 我们必须吸取教
训
今天 我要重申 1997 年大会第五十二届会议提出的意见 即主张设立联合
国环境安全理事会 国际环境法院和国际环境银行 我认为落实这项建议的时机
已经来临 使我们能够以协商一致的态度共同展开行动 集中财力和资源 协助
本身无力应付发生的自然和技术灾难的后果的国家 乌克兰支持签署创立监测和
控制环境国际机制公约和执行一系列其他措施 从而保证世界各地所有人民享有
健康和洁净的居住条件
在乌克兰方面 我们愿意自由而慷慨地与国际社会分享我们多年来在应付切
尔诺贝利灾难的后果方面所得的独特的痛苦经验 我们建议把这个关闭了的核电
厂及其邻近地区用作国际科学研究中心的试验场所 从事改进核安全技术以及舒
解和消弭核灾难后果及恢复环境状况的工作
我们不顾自己的需要 关闭切尔诺贝利核电厂 我们不要求大家鼓掌 只希
望大家给予积极的注意和合作 我们不恳求施舍 只希望大家抱持平等 尊重和
理解的态度 我们深信各民族和国家的声援和当代文化的人文精神不会在这方面
不向乌克兰提供援助

我们要预先向各方给予援手表示感谢

人类是鉴往知来的 这是历史的规律 已经发生的事无法挽回 但是不应忘
记得一干二净 为了未来的世世代代 希望 切尔诺贝利 这个名字成为人类以
负责的态度运用智慧和双手来创造万事万物时当头棒喝的严肃铭句 让 20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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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5 日标志着全世界明确地接受这一责任的日子
的

就象世代流传的格言所说

智者洞识自己的方向
最后 我要表示对各国 各国人民和全人类的智慧 意志和责任感抱有信心

和希望 他们将会遵循理智和智慧的道路 不会重蹈切尔诺贝利的可怕覆辙 但
愿永远不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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