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危机
人类将被自己制造的垃圾淹没

正如美国佐治亚大学教授詹娜·贾贝克所说，人类正在“被
自己制造的垃圾所淹没”。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人类已经生产了83亿吨塑料制品，
其中约63亿吨已成为塑料垃圾。这63亿吨塑料垃圾中，9%被回
收利用，12%被焚烧，79%进入垃圾填埋场或自然环境中。加州
大学圣芭芭拉分校的工业生态学家罗兰德·盖尔表示，“如果把
所有的塑料垃圾都铺在地上，覆盖面积可能相当于阿根廷的国
土面积。而阿根廷是世界上国土面积排名第8的国家。”如果按
照目前的产量和废物管理模式发展下去，研究人员预测，到
2050年会产生120亿吨塑料垃圾。

在夏威夷偏僻的卡米罗海滩上，游客在那里留下了融化在
篝火里的塑料痕迹，沙滩上到处散落着一些沙子和塑料混合在
一起冷却形成的“塑料岩球”。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地质学家帕
特里夏·科科伦说，这种新岩石最终会留在地质层记录中。为拍
摄纪录片《塑料海洋》，克雷格·里森和团队花了4年时间，探访
北极的冰川、无人涉足的原始岛屿、太平洋最深处的马里亚纳
海沟，他们发现到处都有塑料垃圾的痕迹。

塑料垃圾的产生与每个人的生活相关。塑料制品因用途广
泛，制造成本相对低廉，让现代人对它的依赖无以复加。它们在
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但几乎所有塑料都是不可生物降解的：
一个塑料杯被埋入地下后，要450年才会被分解；一个塑料牛
奶罐，需要100年的时间分解；塑料袋可能需要1000年才能被
分解……而绝大多数塑料仅能被分解成尺寸更小的塑料。

危害
食物链将微塑料带到人类餐桌

海洋正在变成人类的垃圾场。据美国环保署的数据，每年
大约有800万吨塑料垃圾进入海里。环境专家认为，到2050年，
海洋中的塑料垃圾将比鱼类数量还多。

这些漂浮在海中的垃圾对水生生物构成了严重影响，大至
鲸鱼、海豚，小到海龟、海鸟，它们错误地将塑料当成食物，导致
消化系统受到阻塞而死的新闻层出不穷。更糟糕的是，海洋中
的塑料垃圾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洋流和阳光的作用下被降解为
更微小的塑料碎片甚至塑料分子，即微塑料。《每日邮报》曾报
道，“在太平洋的一些地区，塑料碎片比浮游生物多出6倍。”因
为碎片太小了，看起来像食物，它们被小鱼吃掉了，而小鱼又被
大鱼吃掉了，这些鱼反过来又被人类吃掉了。塑料破坏了海滩，
堵塞了海洋，毒害了人类的食物链。

这并非危言耸听，2016年一篇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研究
论文中提到，微塑料会影响鱼群的生态种群。英国普利茅斯大
学的理查德·汤姆森教授研究发现，英国捕捞上来的鱼中，有1/
3都被发现体内含有塑料微粒。

除了海鲜，海盐制品也被证实被塑料污染。研究人员测试
了8个国家生产的16种不同品牌的海盐，溶于水后，从中测出
了72个颗粒物，其中30个为塑料颗粒物，17个为塑料残留的涂
料颗粒物。此外，美国调查了14个国家的自来水，结果显示高
达83%的自来水中存在微塑料污染，这些物质无法通过目前的
标准水处理系统被有效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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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地理 带你进入未曾见识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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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娱记“孟大明白”前两天发了一条微博，她说：“看
了一集远大前程，佟丽娅不给刘奕君当四姨太，和陈思诚
私奔……一个字：瞎！”男二号袁弘看到这条微博后，急吼
吼地亲自出来解释：“多看几集再说嘛！”

可怎么多看得下去？男主角陈思诚演戏的样子简直
要人命，摄像机还尽往他脸上怼着给大特写。为了塑造男
主角江湖混混的形象，他时不时地扯动嘴角邪魅一笑，自
信程度连如今的黄晓明都自愧不如；为了突出这个混混
的机灵劲儿，他又总自以为俏皮地转动眼珠，光这两个招
牌动作，就够让人浑身不自在了。

《唐人街探案》系列电影在商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不是已经明确了相比做演员来说，当导演的陈思诚更能被
大众接受吗？为什么他不好好经营自己现在拥有的这个

“才子”人设，非要逆众望而为之呢？
不过《唐探 2》上映不久就被网友扒皮，毕竟和多年前

的一部电影梁家辉和刘若英主演的电影《双瞳》高度相似，
不仅如此，还被指出有多部经典电影的“变体”。这一次，做
演员的陈思诚依然没有逃脱东“借鉴”西“致敬”的问责。无
论是他和袁弘因为出老千被抓，还是他和一帮兄弟押运货
品出意外，陈思诚在解释事件来龙去脉时说话的模样，都
太像《鹿鼎记》里周星驰版的韦小宝了，连油腔滑调的那个
口气，都像在模仿给星爷配音的石班瑜。

很多人说是陈思诚的油腻拖累了这部电视剧，但我看
不见得吧？这么弱的故事，这么廉价的道具，换谁演也没太
大区别。故事剧本像个小学生作文，一直都在不断点题，生
怕观众不知道“远大前程”四个字是这部剧的主旨。

一开始，是旁白，介绍了剧情，说“这是一个关于选择的
故事，孰是孰非，谁功谁过，正所谓，笑看纷纭乱世，何处远
大前程。”接着是菜名，卤猪蹄子，为了讨个口彩，就叫“远大
前程”，陈思诚专门为袁弘准备了这道菜，“跟着我混，一定
保你个远大前程！”而当他得到赌场掘到第一桶金时，又安
抚为此丢了一根手指头的袁弘：“从今以后，便是你我兄弟
二人，轰轰烈烈，远大前程！”

都演到三十集了，竟然还能时不时地听到主角嘴里蹦
出“远大前程”来，这四个字的出现频率，快赶上植入广告
了。生活中可是没人这样讲话的。

我大概能理解作为编剧的陈思诚先生想讲好乱世小
人物故事的心情，但不该是用这种低俗闹腾小聪明不断叠
加的堆砌方式，这真的很挑战观众的耳膜和视网膜。

四个主演的感情线惨不忍睹，好在倪大红、赵立新、刘
奕君、果静林、谭凯、金士杰、许亚军等一众大腕配角还算
出色，光看剧照都能看出演员们各自的表演状态。所以，一
定要消磨时间的话，就多看看他们飙戏吧。 （李小姐）

1
·

2
·

3
·

很
理
解
陈
思
诚
想
讲
好
故
事
的
心
情

但
实
在
没
有
耐
心
看
他
的
演
技

远大远大
前程前程

1
5月5日，杨宗纬就要来成都开演唱

会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早已平静的心一

下子就溅起了浪花朵朵。
赶紧约人，赶紧订票。朋友们都调侃

我：哇，你果然是铁粉哦。其实铁粉算不
上，但对他的唱功，确实一直都很欣赏。

2
很多人知道杨宗纬是从《我是歌手》

开始的，但我不，我在2012年就知道杨宗
纬了。

说起来也真是好笑，我知道杨宗纬
完全是一次误打误撞。我本来喜欢的是
林宥嘉，2012年夏天的某个晚上，突然很
想听他的《你是我的眼》。我这人有个毛
病，听歌更喜欢听（看）视频，觉得更有画
面感和代入感。于是就打开电脑，上网搜
这首歌的视频。

好巧不巧，点开的正好是2007年林
宥嘉参加台湾超级星光大道时的比赛视
频，参赛歌手组成星光帮，接受素人的挑
战。赛况咬得很紧，星光帮眼看就地位不
保，这时林宥嘉作为最后一个星光帮成
员出场，唱的就是这首《你是我的眼》。真

的，我迄今为止都觉得，这是所有《你是
我的眼》里最好的一个版本，矮矮小小的
林宥嘉，唱得脸都扭曲了，嘴巴都快把话
筒吞下去了，那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咬
牙切齿的无畏感简直扑面而来，“完全豁
出去了”，最后当然是力挽狂澜，保住了
星光帮的颜面！

哇，这样的比赛，对我这样一个看热
闹不嫌事儿大的人来说，怎么可能放过！
而且顺藤摸瓜向来是我的长项，赶紧搜
了当年的超级星光大道来看！

哪知这一看，我的路一下子就跑偏
了，明明是林宥嘉的粉丝，活生生被杨宗
纬拐跑了。

3
超级星光大道上的杨宗纬真是太好

笑了。留着个齐刘海的八两金式的发型，
丑得连评委老师都看不下去了，表示要
免费为他打理造型。而且那么高一个男
生，动不动就哭，关键是他哭起又很难
看，但每一期都是话还没出口嘴巴就先
瘪起了，惹得当时的主持人陶晶莹一边
哈哈哈大笑一边哄他。

但不得不说，那时的他在唱歌上就
很有自己的想法，而且那时就表现出对

女歌手的歌超凡的驾驭能力。他在比赛
中唱《再见，我的爱人》，穿条白色吊带
裤，一件有暗花的深色衬衫，衬衫扣子上
还挂副蛤蟆镜，提个大大的皮箱，是不是
特别有上世纪80年代港片里浪子的感
觉？——唱完这首歌，我就将提起皮箱踏
上远去的列车。就像我一个同事说的，

“比邓丽君的版本都好，简直就像个电影
桥段，脑壳太好用了。”

4
但真正让我喜欢上他的是他唱的

《雨天》。“请能体谅，我的雨天”，前一句
突然爆发，后一句最后一个字拖出一条
长长的尾音，简直就是一个大写的卑微
的“跪求”啊！最巧合的是，我第一次听这
首歌，恰好是在一个大雨滂沱的凌晨两
点钟，我一个人，在一个离市区十多公里
的地方。真的，和着大雨敲打在外面玻璃
房顶上噼里啪啦的无边无际的雨声，听
得我的心都要碎了！

所以，后来听一个朋友说听他在《我
是歌手》上唱《流浪记》，“一只手使劲抓
着衣服，手上的青筋都爆出来了，简直听
得我心子尖尖都在痛”时，我忍不住哈哈
大笑。她的这种心情，我真的太能理解
了。

对，女人就是这么奇怪的动物，总会
因为一个小小的瞬间，而沦陷。

5
说到《流浪记》，不得不说，在《我是

歌手》舞台上，我最喜欢杨宗纬的，还是
他唱的《最爱》。意境的营造，歌词轻重的
拿捏，真是细致入微啊，就连妆容，都感
觉经过精心考量——一件暗格纹的中长
大衣，一头有点凌乱的头发，素净的妆
容，活脱脱一个儒雅中略显羸弱的书生
形象，跟这首歌搭得天衣无缝。高晓松在

“金钟奖”比赛上这样评价杨宗纬：“唱功
最细腻的歌手”，是的，杨宗纬绝对担得
起这样的赞美。

确实，杨宗纬是一个特别会营造意
境的歌手，我经常想，他大学时没读中文
系简直可惜了。 （夏周）

我要来听你的演唱会我要来听你的演唱会，，
因为杨宗纬是一个特别会营造意境的歌手因为杨宗纬是一个特别会营造意境的歌手

塑料污染
终结每 年 的 今 天

——4 月 22 日，是
世界地球日。地球日
始于 1970年，是专
为保护世界环境设
立的，在环境问题日
益严峻的今天，地球
日的相关活动，对提
高人们对现有环境
的保护意识有着重
要意义。如今，地球
日的活动已发展至
全球 192 个国家和
地区，每年有超过
10亿人参与其中，是
世界上最大的民间
环保节日，我国从
20世纪90年代起，
每年都会在这一天
举办相关活动。

2018 年，世界
地球日的主题是：终
结塑料污染。

改变
环保是和切身利益相关的事

全球海洋里漂浮着的塑料垃圾，大
多聚积在几个人迹罕至的区域，其中，最
大的“太平洋垃圾带”从北美洲海岸外几
百公里处开始算起，一路延伸到日本海
岸数公里外。据《自然》报道，被海洋科学
家称为“定时炸弹”的太平洋垃圾带，在
过去10年里面积扩大了5倍，平均每平
方公里有100万个塑料碎片。

治理这些塑料垃圾，是一个世界性
的难题。到目前为止，人类最主要的方
法，还是派船打捞。这种做法成本很高，
效果也不理想。庆幸的是，已经有越来越
多的人开始重视这个问题。

不知从何时起，澳大利亚小伙安德
鲁·特顿和皮特·塞格林斯基感觉到“被
塑料包围了”。看着海面漂浮的垃圾，特
顿突然灵光一现：既然陆地上有垃圾桶，
为什么不在海里也放一个呢？塞格林斯
基曾在塑料制品厂做过工业设计师，他
在听到特顿的想法后，花了4年时间，做
出了一个体型小巧、操作简单的“海洋垃
圾桶”。

这个被固定在码头上的圆柱形垃圾
桶漂浮在海面上，只要岸上的水泵一工
作，附近的水流就会被抽进桶。搜集袋是
用细密的天然纤维网制成，直径超过两
毫米的碎片都会被留下。桶里还装了水
油分离器，不让油污和清洁剂泄漏，干净
的水可以重新流回大海。

风平浪静的时候，这个海洋垃圾桶
能把方圆 6 米内的垃圾吸来吞掉。与过
去人工清理的方式相比，效率更高，成本
更低，能24小时连续工作。每台海洋垃圾
桶每天可以收集1.5公斤垃圾，装满12公
斤需要清空一次。一年下来，它能从海水
中清理出500多公斤垃圾，相当于回收两
万个塑料瓶或8.3万个塑料袋。一般港口
只要安装 4 台机器，就能基本满足垃圾
清理需求。

但海洋垃圾桶的问题是只能安装在
码头、港口、内河航道、湖泊等相对平静
水域，只能收集水平面的漂浮垃圾。对于
风浪较大的外海和悬浮在水中的垃圾，
它还无能为力。

塑料污染触目惊心，科学家们正在
做的，是竭尽全力开发塑料的替代材料。
另外，一些国家的政府也在致力于消除
塑料垃圾，比如英国政府就宣布，将在

2042年前淘汰所有可避免的塑料垃圾。
欧盟也提出战略：确保在2030年前，欧洲
境内所有包装都可回收或可重复使用，
并投入3.5亿欧元进行新材料研发。

改善环境不能只指望别人，作为普
通人的我们能做些什么呢？拒绝使用一
次性塑料制品，尽量循环使用塑料制品，
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更重要的是，每
个人的环保意识都应该增强——不要觉
得环保是在做公益，它是和你我切身利
益相关的事！

参考资料：《中国青年报》《信息时
报》《小塑料，大污染：从哪里开始？在哪
里终结？（祝叶华）》等

这尊装置以蓝鲸为原型，由从海上回收
的塑料垃圾制造，长约22.2米，高约3米

（本版图据东方IC)

潜水者在印尼遇到令人震惊的一幕：海洋里漂浮着大量塑料垃圾，取代了本应出现在这里的海洋生物

海洋清理基金会从
太平洋垃圾带打捞
出的垃圾样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