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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旅行——首尔篇（下）

首尔美食小推荐

最具特色的烤肉

烤肉确实是韩国一

大特色。使用的牛肉都

是韩国牛，虽不像日本

和牛那样入口即化，肉

质也很鲜嫩，油脂不多，

非常适合做烧烤用。韩

国烤肉的配菜非常多，各种泡菜和蘸酱，能把桌子摆的满满当当。

每家必备的泡菜

韩国人平时吃饭其实很

简单，一碗石锅泡菜豆腐汤加

上一碗米饭就是一顿饭了。不

要以为会很单调，因为餐厅一

般都会免费赠送很多种类的小

菜，足够当下饭菜。在首尔没

有看到一个身形肥胖的人，特别是女生，一个个都是身材高挑，我们

一直在猜是不是因为每天都吃很多泡菜的原因。

在韩国，泡菜是每家餐厅必备菜，而且基本上都是手工腌制而成，

所以每一家餐厅的泡菜的味道都不同，从泡菜可以看出餐厅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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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具特色的咖啡馆

首尔的咖啡店之多，多到令人发指的程度，这是在去之前没有想

到的，据说首尔的咖啡店都各有特色，让星巴克这种国际连锁都黯然

失色。到了才发现，这个形容并不为过，首尔人对咖啡的热爱，从咖

啡文化的繁盛可见一斑。在不足 50 米的街道上竟然可以有七八家咖

啡店，连 GS25,7-11 等

便利店或快餐店里也提

供各种简易便宜的咖

啡。对咖啡的热爱也从

侧面反映了这座快节奏

的城市略显悠闲的一

面。

令人感叹的是不仅每家咖啡馆的设计风格都各不相同，而且餐饮

水准都非常高，每一家都会有独具特色的饮料或甜点。光看店铺数量

就知道首尔咖啡馆的竞争一定是非常激烈的，但并不会出现价格竞

争，每家店都致力于把产品和服务做好。作为一名咖啡控，这种竞争

给我们带来的是放心和满足。

值得一提的是韩国无论是快餐店还是咖啡厅，都是自助服务。吃

完东西要主动把垃圾方放到相应的地方，千万不要吃完就走哦。这点

非常值得我们学习，保持环境的卫生，省去服务员重新打扫的时间和

精力。其实低碳很简单，举手之劳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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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情尽兴购、购、购

首尔绝对是一个能让女人尖叫的城市，冠之以“购物天堂”之名

一点都不夸大其辞。不管你追求奢华品质还是经济实惠，不论你中意

个性时尚还是成熟优雅，又或者你是收藏爱好者或美食爱好者，首尔

总有一款适合你！购物的地方非常多，明洞、东大门、弘大、梨大、

狎鸥亭、 清潭洞、首尔高速客运站、商业综合体、特色市场、奥特

莱斯和仁川国际机场，甚至是地铁站内，一定可以让购物爱好者满载

而归。

来了韩国才知道

来了韩国才知道，街上找个垃圾桶是很费劲的

在韩国，除了旅游景区和

公园里能有几个为游客设置的

垃圾桶，街道的两旁和住宅区

是根本寻觅不到垃圾桶的踪影

的，而且垃圾桶基本上也是这

种简易垃圾桶。

虽说少了垃圾桶的帮忙，可韩国的条条街道却照样能干干净净，

看不到一张纸片，觅不着一截烟蒂。

那韩国没有垃圾吗？非也！韩国人有很强的环保意识和不随意扔

垃圾的良好习惯。在韩国不管是工地还是商场，不管是学校还是政府

机关，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门前的垃圾都各自包干，没有清洁工来

打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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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人认为，垃圾放在箱内会发酵并污染空气，影响环保。只有

在餐厅才会有垃圾桶，并且严格分类。在韩国餐厅吃饭，菜的量很少，

这不是因为韩国人小气和短斤缺两，主要是为了环保和节约，也减少

了垃圾。甚至连韩国餐厅里的牙签都是用动物骨头做的，用完后可以

吃下去，在细节上已经做到了极致。

来了韩国才知道，乘自动扶梯，没有一个人是站在左边的

上车站、机场等公共交通场所的自动人行道时，看清“靠左行走，

靠右站立”的提示，尽量靠近梯级右侧，留出左侧空间作急行通道，

以备有急事的乘客通行。以上这个是国际惯例，知道的应该不少，但

是在国内真正能做到的能有几个？

在韩国坐扶梯，我看到情形的是这样的。

养成靠右站的习惯不难，个人没造成什么不便，但它畅通了一个

通道，让有急事或急于赶路的人快速通过，这样的情景每个人都会遇

到。自动扶梯靠右站，让开的是一条通道，其实畅通了一条“我为人

人，人人为我”的 “心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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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了韩国才知道，这里的公共交通四通八达，触及到首尔城的每

个角落

首尔的市内公共交通非常的便利，尤其是公交和地铁换乘时免费

的政策更是方便了行人，乘坐公共交通出行，在首尔没有到不了的地

方。首尔大众交通所覆盖的面积也非常大，再加上景点或是购物区相

对集中、区划分明，让你仅仅乘坐大众交通就可以轻松游走于首尔城。

让你体会到无限的乐趣，不仅是首尔当地人，就连我们这些外国游客

也都非常喜爱首尔的公共交通。

沈娅瑜原创

全球变暖导致加州干旱风险增加

最近，刊载在《美国科学院院报》上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人类

活动导致的全球变暖增加了加州干旱天气发生的频率。

加州是美国人口最多的州，也是最大的农业州。然而目前加州正

在经历一场创纪录的干旱，这场干旱始于 2012 年，那年年均降水量

历史最低，气温却历史最高。这场干旱导致加州水资源严重短缺，地

下水透支，河水干涸，森林火灾风险增加。

研究者分析了历史上的加州气候记录，发现与较冷的气候条件相

比，如果低于正常水平的降水量出现在温暖气候条件的时期，其导致

干旱气候的风险是原来的 2 倍以上。研究者还发现，尽管降水量低的

概率尚未发生实质变化，在过去 20 年时间里，干旱发生的频率一直

比之前一个世纪高，缺少降水很可能恰逢温暖的气候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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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科帕湖泊位于加州莫哈维沙漠肖松尼南部数英里处，这里曾以温泉著称。现在湖泊干旱

后产生的龟裂成为摄影师的最爱。）

研究模型也显示，人类导致的全球变暖已经增加了干旱年份恰逢

温暖年份的概率，未来的全球变暖可能导致干旱年份也是温暖年份的

概率增加，也可能会直接导致干旱天气发生的频率增加。

胡周颖编译，摘自美国科学院院报

http://www.pnas.org/content/early/2015/02/23/1422385112.abstract?sid=376e55fa-ed35-4eb0-b43
a-4ff8c6ab881a

中国或已达煤炭峰值 可再生能源投资激增

中国对煤炭的依赖正在逐渐下降。最近的数据显示，2014 年中

国煤炭消费量 14 年来首次下降。工业增长速度的减缓以及政府对减

排以及污染防治的重视，是煤炭市场不景气的主要原因。

中国的需求变化可能意味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已经达到“煤炭

峰值”，中国将进行长期的结构调整，改变以往对污染严重的燃料的

http://huaban.com/go/?pin_id=35541321
http://www.pnas.org/content/early/2015/02/23/1422385112.abstract?sid=376e55fa-ed35-4eb0-b43a-4ff8c6ab881a
http://www.pnas.org/content/early/2015/02/23/1422385112.abstract?sid=376e55fa-ed35-4eb0-b43a-4ff8c6ab88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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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更多地使用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

中国去年的煤炭需求下降近 3%，同时煤炭产量跌至约38.7亿吨，

降幅为 2.5%。在煤炭消费减少的同时，中国对可再生能源的总体投

资大幅增加。中国承诺在 2020 年之前实现绿色能源发电比例达 15%

的目标。中国去年在这方面的投资为全球之最，达到近 900 亿美元。

今年，这个数字还将继续增长。

国际市场上油气价格的下跌在也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煤炭的经济

性。历史上，煤炭一直是比较廉价的发电燃料。如果中国今年在巴黎

气候变化峰会上做出万众期待的坚定承诺，那么中国对煤炭的需求将

继续减少。

英国智库“碳追踪计划”（Carbon Tracker Initiative）组织首

席执行官安东尼·霍布利（Anthony Hobley）说：“中国表明了对依

赖煤炭的经济增长方式进行调整的决心，这说明其他国家也应该开始

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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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数据将对那些全世界最大的煤矿企业产生重要影响，而这些

企业已经在以几乎前所未有的速度缩减业务。迄今为止，受影响最大

的是澳大利亚。澳大利亚的电煤（供发电厂使用的煤）出口价格去年

下跌了 25%，到今年 1 月已经跌至每吨 57 美元的新低。这样的价格

导致生产商被迫大幅削减投资，甚至关闭煤矿。

一项最新研究显示，全球对煤炭产业的投资大约为 1420 亿美元，

这意味着煤价必须达到每吨 75美元才能维持平衡。

“碳追踪计划”组织研究主管詹姆斯·利顿（James Leaton）说：

“中国达到电煤峰值就好比是一部电梯的运行方向正在发生改变。这

会让那些曾认为电梯将永远向上运行的人大吃一惊。”

中国对煤炭需求的变化，已经迫使生产商大幅收缩，并重新调整

产业模式。澳大利亚力拓矿业集团已经将煤炭和铜矿部门进行合并，

并宣布大幅减产。曾于 2012 年收购煤矿巨头瑞士超达公司的瑞士嘉

能可公司表示，该公司今年在澳大利亚的煤炭开采将减产 1500 万吨。

韩俊编译，摘自英国《每日电讯报》网站

http://www.telegraph.co.uk/finance/newsbysector/energy/11443648/Chinas-bursting-coal-bubble-r
aises-fear-of-stranded-assets.html

太平洋冷却延缓变暖 效应短暂难以持续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科学家们近期在《科学》杂志上发表

研究报告称，过去十年由于太平洋的自然冷却作用造成了全球变暖暂

缓，但这种暂缓效应并不会持续太久。

由于温室气体排放与热浪、洪水和海平面上升息息相关，因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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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气温增幅减缓的原因对科学家预测未来全球变暖和达成减排目标

十分关键。今年 12 月在巴黎即将召开的联合气候大会上，近 200 个

国家有望达成一项全球减缓气候变化的协议。

二十世纪 80年代和 90 年代全球气温快速增加，而自那之后气温

上升的速度则开始减缓。这一现象令科学家们不解，因为这段时间工

厂、发电厂和汽车等排入大气的温室气体空前增长。本次研究中，科

学家们回顾了自 1850 年以来太平洋和大西洋的温度变化，发现风向

和洋流的自然变化通常能持续几十年，而近年来处于冷却阶段的太平

洋则正好解释了全球变暖的暂缓。两大洋的共同趋势导致了“过去十

年来（气温增幅）变缓或者出现全球变暖的‘假性暂停’”。

本次研究指出，全球变暖暂缓不太可能会持续，参照历史变化，

暂缓趋势将会逆转。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气象学教授、文章作者之一

迈克尔·曼表示，全球变暖减缓可能是多种不同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而在两大洋暂缓全球变暖的过程中“太平洋是主要的原因，大西洋起

到的作用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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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的报告，尽管气温升高的速度减缓，但

2014 年是自 19 世纪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事实上，联合国政府间

气候变化小组 2013 年曾指出，全球变暖暂缓是由于包括自然变化在

内的一些因素造成的，例如海洋热量的变化、火山喷发以及周期性的

太阳能输出减少，而自 1950 年以来的全球变暖至少有 95%的可能是

由人为活动造成的。

冯春华编译，摘自悉尼先驱晨报

http://www.smh.com.au/environment/climate-change/cooler-pacific-has-slowed-global-warming-b
ut-pause-unlikely-to-last-scientists-say-20150226-13q9zd.html

关于土豆，你知道吗？

说起土豆，你是不是就想到土豆丝、土豆泥、薯条、薯片等各种

土豆做的菜和零食呢？你可知土豆还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妙用呢！

1.清除水垢。铁锅或铝锅锅底若有水垢，就往锅里放些土豆皮，

再用适量水煮，水垢就能被除去。

2.吸收多余盐分。做汤时盐放多了，往锅里放几块土豆，继续煮

至土豆变软，10分钟后，捞出土豆，多余的盐分会随之被吸出。

3.恢复皮鞋光亮。用土豆切片轻擦皮鞋鞋面，擦完后再上鞋油，

皮鞋将变亮很多。

4.恢复银器光亮。把几个土豆放进加满水的锅里，煮熟后取出，

再把变暗的银器放在锅里浸泡，1 小时后取出并用清水冲净，银器将

恢复光亮。

http://www.smh.com.au/environment/climate-change/cooler-pacific-has-slowed-global-warming-but-pause-unlikely-to-last-scientists-say-20150226-13q9zd.html
http://www.smh.com.au/environment/climate-change/cooler-pacific-has-slowed-global-warming-but-pause-unlikely-to-last-scientists-say-20150226-13q9z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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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消除眼部浮肿。冷冻两片生土豆，敷于浮肿的眼部，能使浮肿

很快消除。

6.晒后止痛。在阳光下暴晒之后，皮肤会变得红肿疼痛，用土豆

皮敷在皮肤上，能消肿止痛。

金晓芳综合编辑

欢迎关注中国杭州低碳科技馆官方微信。
查找微信号“zghzdtkjg”，或扫描右侧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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