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 9 ?起，新修订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正式施行，禁止和限制生产不可降解塑料袋等一次性塑料制品有了明确
时间表。塑料袋、食品包装袋、玩具……塑料似乎包围了我们的生活。“无塑料生活”是怎样的？仅有百年历史的塑料制造了哪些
“白色污染”？用各类材料代替塑料，各国又有哪些新实践？

这些信号显示
“新北极”正在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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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知识

“限塑”生活，离我们还远吗？
■ 本报记者 彭薇

“无塑料”生活是怎样的

今年 1月，国家发改委和生态环境部发布
《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被称
为升级版“限塑令”。与十几年前的“限塑令”相
比， 这一系列新规定不再只针对塑料购物袋，

一次性塑料餐具、 快递塑料包装等被纳入禁
止、限制使用的塑料制品范围。

离开了塑料， 我们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
呢？ 为了看看塑料制品对我们究竟产生了怎样
的影响，不少网友体验了一天至一周不等的“无
塑料生活”，并且在一些论坛发布了体验报告。

“带着我的帆布袋到了超市后才注意到，几
乎所有的果蔬全部都是塑料包装， 上面贴上价
格标签。就算没有塑料包装的，最后也要装到透
明的塑料袋里称重结账。 此前每次来超市都觉
得完成这些步骤顺理成章， 从没注意塑料包装
这件事情。”网友司徒醒醒在网上这样分享。

超市到处都是塑料薄膜和包装袋等， 这条
“无塑料”之路行不通，不少人选择了去菜市场。

“自己带上环保袋，体验下来，蔬菜、水果称完可
以直接放入， 但是买肉的话似乎又少不了塑料
袋。”“90后”小仪表示，不嫌麻烦的话可以用专
门的环保袋装肉类制品，否则只能吃素了。

司徒醒醒还发现了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

生活中每天都会产生垃圾， 需要使用垃圾袋。

直接将家里的零散垃圾不经过垃圾袋这一环
节，直接倒入小区垃圾桶，似乎不现实。为了将
“无塑料生活”贯彻到底，她选择了可降解或可
回收的垃圾袋。

“每天用的纸抽是塑料包装的”“便利店里
的饮料基本都是塑料包装”“我的刷牙?也是塑
料的”“买的新书，都用塑料薄膜包装好”……不
少网友表示，如果不是因为参与“无塑料”生活
体验，带着“放大镜”寻找塑料制品，他们平时
不会注意这些。

它成为“人类最糟糕的发明”

塑料制品中， 塑料袋是生活中随处可见
的。塑料袋刚被发明时，因为其轻便和实用，曾
被称作“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可后来在英
国《卫报》一项评选中，它又获得“人类最糟糕
的发明”的称号。

塑料袋使用方便，高需求量促成了高生产

量，可是“用完就扔”，无节制的使用，反而使得
塑料袋成了“白色污染”。人们越来越多地意识
到塑料产生的问题。每年，大量塑料垃圾进入
海洋、土壤等，海洋动物、野生动物、我们生存
的环境，甚至人类自身都成了受害者。

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每分钟发送出将近
200万个一次性塑料袋；到 2021年，全世界将
售出 5000亿个塑料瓶，但回收量不到一半。科
学家们发现，海底沉积物中有着形形色色的塑
料污染物。据统计，全球每年至少有 800 万吨
塑料制品被丢弃到海洋中，成为海洋里的“垃
圾”。到 2050 年，海洋中塑料垃圾的总重量可
能超过鱼类。

由于塑料的物理化学结构稳定，在自然环境
中可能数十年至数百年都不会被分解，难以降解
的塑料垃圾每年造成数十万海洋动物的死亡。不
仅如此，它还以微塑料、塑料碎片等形式出现在
食物链中，进入饮水中和餐桌上，影响人类健康。

虽然目前科学上尚无证据表明微塑料会对人体
健康产生直接危害，但它的潜在影响不容忽视。

近日，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一项新研究
中，研究人员跟踪并模拟了塑料进入全球陆地
和水体的过程。他们发现，到 2040 年，即使采
取有效的行动， 仍有约 7.1亿吨塑料污染物会
进入环境中。联合国有关报告指出，全世界总
计生产出的 90亿吨塑料制品中， 被循环利用
的只有 9%。

“?塑令”走过十余载

随着对塑料垃圾危害认识的加深，中国将减
少使用塑料列为环境保护的重要任务，并且通过
“限塑令”等政策减少塑料制品的使用。

我国的“限塑”之路历时十余年。1986年，中
国在铁路上首次使用塑料快餐盒，但大量白色餐
盒被丢弃于铁路沿线，带来严重污染。2001年，原
国家经贸委发布紧急通知，要求立即停止生产一
次性发泡塑料餐具，这是“限塑令”的最早版本。

直到 2008年 6月，“限塑令”正式实施。其中最为
重要的政策有两条： 一是在全国范围内禁止生
产、 销售、 使用厚度小于 0.025毫米的塑料购物
袋，即日常所说的超薄塑料购物袋；二是实行塑
料购物袋有偿使用制度。

今年，新版“限塑令”的力度和范围更大。到
今年底，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城市建成
区的商场、超市、药店、书店等场所，以及餐饮打
包外卖服务和各类展会活动，禁止使用不可降解
塑料袋， 集贸市场规范和限制使用不可降解塑
料；全国范围餐饮行业禁止使用不可降解一次性
塑料吸管，地级以上城市建成区、景区景点的餐
饮堂食服务禁止使用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餐具。

专家表示，为生活“减塑”，不仅需要政府积
极行动，制定政策规范和实施细则，也需要行业、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还需要社会公众的理解和参

与，践行绿色生活方式。

记者在采访时发现，随着公众环保意识的增
强，许多消费者养成了自备购物袋的习惯；去餐
饮店时，尽量不用一次性吸管等塑料制品。为减
少一次性塑料吸管的使用，一些餐饮企业改造冷
饮?盖，用自带饮嘴的?盖代替“吸管+?盖”组
合，替代了吸管。一些连锁超市开始推广使用可
降解塑料袋，开展商品包装的设计优化，以便消
费者直接手提。

新材料替代塑料

新版“限塑令”的出台，值得更广泛的期待。

在“限塑”倡议下，人们的智慧是无穷无尽的。在
寻找塑料替代品上，世界各国也有许多新尝试。

英国正在研制一种能进行生物降解的环保
塑料袋， 希望以此替代常用的一次性塑料袋，减
轻废品对环境的压力。研究显示，几乎所有的甲
壳纲动物身上都含有一种“壳聚糖”的成分，其中
以龙虾壳中的壳聚糖最多， 最大?点是无毒、易
降解。

墨西哥开发芒果皮， 成为塑料替代品之一。

科学家偶然发现芒果皮的韧性具有开发价值，于
是在果皮中添加淀粉及其他化学材料，研制出一
种替代塑料的“芒果皮合成品”。这种材料的韧性
和硬度与塑料的相似，不仅造价成本低廉，还可
以自然降解。

泰国一家超市想出一个减少塑料包装的妙
招，用香蕉叶代替塑料包装。香蕉叶在泰国非常
容易获得，使用成本低，相较于其他塑料替代品
是一种物美价廉的产品。印度尼西亚的企业用海
藻材料代替塑料包装，这和泰国使用香蕉叶的思
路不谋而合———因地制宜，多且易得。

在美国利用本国丰富的玉米或土豆淀粉制
造购物袋时，意大利科学家发现，西红柿皮经加
工后也可以做成能重复使用的购物袋。意大利是
欧洲的农业大国，西红柿产量大。科学家认为，从
西红柿废弃料中，?别是皮中提取复合糖化物最
终制成包装袋，很有发展前景。

作为“牛油果大国”的墨西哥，每天扔掉几十
万吨牛油果核，处理牛油果核费时又费力。科学家
在其果核中添加淀粉及其他材料， 研制出一种可
以替代塑料的牛油果吸管。在废物利用的同时，减
少了环境污染，新吸管仅需 6个月便可降解。

可以预见，未来将有越来越多的可降解产品进入
我们的生活中。“限塑”生活，离我们并不遥远。

挪威的朗伊尔城， 位于斯瓦尔巴群岛上、

朗伊尔河谷的下游，这里地处北纬 78度，距离
北极点只有 1300公里， 是世界上距离北极最
近的城市。

曾经，这里的冰川覆盖率高约 60%，岛上
有白雪皑皑的山脉和绵延不绝的峡湾。 如今，

全球变暖正在对斯瓦尔巴群岛产生巨大的影
响。根据挪威的气象数据，过去 30 年来，该岛
冬季平均气温上升了 10摄氏度， 这对当地整
个生态系统造成了破坏。

气温正在飙升，海冰正在减少。许多专家
认为，北极正在变得“面目全非”。据《科学美国
人》杂志报道，近来，一项最新研究证实，一个
新的北极气候系统正在形成。科学家们用“新
北极”来形容该地区迅速变化的自然景观。

自 1979年有卫星观测记录以来， 北极的
海冰面积已经缩小了 31%。到本世纪末，如果
全球气温继续不受控制地上升，北极气候的其
他关键要素，包括气温和降水，也可能与 20世
纪时期的正常情况大相径庭。 据科学家研究，

长期冻结的北极地区特征是冰层融化、温度上
升和降雨天数的增加，这 3个数值已远远超出
了以往的观测范围。

在气候变化的推动下， 至少有一个信号意
味着“新北极”已出现，即海冰的减少。海冰会对
北极的温度产生深远的影响。 冰有一个明亮的
反射性表面， 有助于将太阳光从地球上散射出
去。厚厚的海冰还有助于使海洋隔热，在冬天将
热量“锁”在地下，并防止热量“逃逸”到北极寒
冷的空气中。随着海冰变薄和消失，海洋在夏天
能够吸收更多的热量。而在冬天，热量将会轻易
穿过变薄的冰层散逸到空中，从而使大气变暖。

海冰减少的研究结果也证实，一个新的北
极已经出现。如果全球气温继续以目前的速度
上升，21世纪末之前， 全球气候系统将会变得
“面目全非”。“新北极”将变得更温暖、更多雨、

冰层面积更少。 过去常见的动物可能会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新迁入的物种。人类利用海冰狩
猎和捕鱼的机会也可能会减少。

此外，人类应对灾难的规划可能会变得越
来越困难。此前，规划者经常通过查看过去的
天气数据来设计应灾基础设施，以保证其可以
使用数年或在灾害下承受一定程度的压力。但
随着北极气候的转变，过去的数据已不再利于
人们预测未来。

尽管这项研究为全球气候的未来提供了
一幅令人沮丧的图景，但这并非不可避免。其他
研究表明， 世界各国如若在未来几十年大幅减
少温室气体的排放， 将可能会放缓或阻止某些
气候变化。

（来源：新华网）

到 2050年，海洋中塑料垃圾的总重量可能超过鱼类。 视觉中国 供图

东北冲突愈演愈烈

抗战胜利后，东北问题成为一个极
其?殊和敏感的问题。在马歇尔奉命来
华调处期间，中共在处理东北问题时采
取了极为审慎的态度。但国民党在东北
问题上不承认中共在东北已取得的政
治军事地位， 在停战协定签订前夕，国
民党军队就向中共军队占领的营口发
起进攻。东北冲突由此产生，并不断升
级，规模也越来越大，虽然周恩来曾多
次要求谈判东北问题，并积极敦促向东
北派遣执行小组，但国民党一再拒绝和
拖延谈判东北问题，阻挠执行小组进入
东北，致使东北冲突愈演愈烈。

抗战胜利后的东北，是中国诸多矛
盾的交汇点，中苏关系、中美关系反映
的是中国外部矛盾，国共两党之间的关
系反映的是中国内部矛盾，所谓三国四
方关系均在东北交织发生，最终导致东
北内战的发生，并极大地影响着战后中
国的历史发展进程。

关于东北问题的谈判，从重庆到南
京，始终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焦点。内战
也首先在东北展开，并逐步在全国范围
内形成了关外大打、 关内小打的局面。

东北问题斗争的激烈性和复杂性，有着
历史的和现实的?殊因素。

第一，早在 20世纪 30年代初，由于
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东北地区从九一
八事变后，就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达 14

年之久。在这期间，在日本帝国主义的
扶持下，已被推翻的清朝政府末代皇帝
溥仪，在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对东北
人民进行了长期的统治与掠夺。

第二，在这 14年中，蒋介石的国民

政府在东北没有一兵一卒，而由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与其他爱国武装
力量相互配合，坚持在东北全境的白山黑
水之间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给日伪军以
沉重的打击， 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光辉篇
章。

第三，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前，根据
朱德总司令下达的延安总部 8月 11日向
各解放区军队发布的向日伪军发动全面
大反攻的命令，在冀热辽地区的八路军沿
北宁路向东北进军，配合苏联红军解放了
全东北。

第四，1945年 8月， 随着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的胜利，苏联红军出兵东北，迅速
击溃了日本的精锐部队关东军。8 月 15

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根据中苏
条约（指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与苏联政府签
订的条约）规定，蒋介石要派兵到东北从
苏联红军手里接收主权。苏军应中国政府
的请求，延期撤退，等待中国军队（国民党
军队）的接收。

第五，由于国民党的部队长期蜷缩在
中国的西南地区，要派兵前往东北接收主
权路途遥远，于是美国政府承诺帮助国民
党从空中和海上运兵到东北。

从上述几点可以看出， 在东北问题
上，既有国民政府名正言顺地到东北从苏
联军队手中接收主权的问题，又有八路军
和东北抗日联军早已在东北收复了一部
分地区的问题；既有美国如何帮助国民党
运兵进东北的问题，又有苏联红军要从东
北撤退的问题。 还有一个?别重要的问
题，就是国民党不承认在东北有八路军的
存在和东北抗日民主联军的地位问题。这
些国际、国内错综复杂的矛盾，使东北问
题有着跟全国其他地区不同的?点。正是
由于这些?点，构成了东北内战危机的深
重。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东北
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中国东北地区物产
丰富，交通便利，尤其是重工业较为发达，

钢材年产量占全国年产量的 90％以上，同
时农产品也素来著称于世。东北地区幅员
辽阔，东、北、西三面与朝鲜、苏联、蒙古相
邻，南与山东半岛隔海相望，西南与冀热
辽解放区毗连，既有高山密林、大江大河，

又有辽阔的平原，是进便于攻、退便于守
的战略要地。 东北最南端的辽东半岛，不
仅是扼守中国的门户，而且是远东地区的
战备枢纽。到 1945年 8月，日本帝国主义

战败投降，东北地区光复，其战略地位愈
益显得重要。

共产党、国民党都十分清楚东北地区
重要的战略地位和作用。中共如果控制了
东北， 可以使东北人民获得新的生活，而
且与苏联、朝鲜相接，这就结束了中国革
命根据地长期处在国民党反动派四面包
围中的历史。 如果中共在东北站稳脚跟，

对于国民党反动派可能发动的进攻，就可
以应付自如，进而还可以保卫华北、争取
华中， 以至发展到全国革命的胜利。1945

年 6月 10日，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讲话
中即已指出：“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
前途看，东北是?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
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
东北， 那末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

当然，其他根据地没有丢，我们又有了东
北，中国革命的基础就更巩固了。”因此，

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派了大批干部和军
队到东北，1945年 9月，建立了东北局。10

月 31日， 中共中央决定所有进入东北的
部队及由东北抗日联军扩建的人民自治
军统一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11 月底，进
入东北部队 11 万人。1946 年 1 月 14 日，

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民主联军，兵力
27万人，到 3月份兵力发展为 31万人。

蒋介石也把东北地区视为国民党的
生命所在， 认为如果国民党不能控制东
北，就很难占据华北；华北不保，中原势必
危险。如果国民党能够控制东北，就可以
对中共所领导的华北、华中解放区形成南
北夹击， 甚至四面包围的形势。 于是，从
1945年 9月起，国民党建立了以熊式辉为
首的东北行营，还任命杜聿明为东北保安
司令长官，并让美国军舰为其将第 13军、

第 52军等 6个军运往东北， 加上地方保
安部队，兵力也达到了 31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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