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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旅行——首尔篇（上）

“低碳旅行”是一种降低“碳”消耗的旅行方式。它是以低能

耗、低污染为基础的绿色旅行。我所推崇的低碳旅行，并不意味着苦

行僧般的节约或艰苦，而是在尽量舒适的前提下从小事做起，在旅行

中尽量减少碳足迹与二氧化碳排放量,并用自己的行动弥补我们在旅

行中所释放的“碳”。绿色低碳，对我们普通人来说，是一种态度，

而不是能力，需要从点滴做起。

近年来，各种韩剧的热播将首尔这个城市展现在观众面前。目前

大多数人对韩国的了解可能还停留在“泡菜、整容、韩剧”这个层面

上，其实除了这些，首尔还是一个文化之都，时尚之城，更是一个购

物天堂。

低碳旅行，就让首尔作为我们的第一站。

出发之前一定记得自带洗漱用品

在首尔，大部分酒店已经不提供一次性物品，如一次性香皂、牙

刷、牙膏、沐浴露等。酒店里的一次性洗漱、洗浴用品的质量很难得

到保证。使用这些一次性用品不仅不舒适，而且还会造成严重的浪费，

同时，丢弃的一次性用品还会成为城市环境的污染源之一。在大力倡

导低碳、环保生活的今天，自带洗漱用品，虽然有些不方便，但是用

起来舒适，还有利于环境，何乐而不为呢？

飞机上的低碳餐具

这次去首尔坐的韩亚航空，吃飞机餐的时候惊喜的发现餐点里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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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刀叉不是一次性的，而是可重复使用的不锈钢刀叉，包括这红色的

杯盘也全部不是一次性的,用完餐后餐具都要回收。这些可重复使用

的餐具比一次性的有质感，使用感更舒服，也更低碳环保。

不得不去的几个景点

在首尔，有几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景点，我们的行程里安排了清

溪川、壁画村和梨花女子大学。

清溪川

清溪川是首尔汉江以北流经市中心的一条人工河道，有 600 多年

历史的清溪川，曾经是人工排水道。上世纪 50年代至 70 年代的产业

化使这条排水道严重污染，臭气熏天，后来不得不以水泥板覆盖河道，

使它成为一条暗河，上面还架起了四车道的高架桥。不仅城市外观遭

受破坏，而且空气污染和噪声严重害人。

2003 年在首尔市长李明博的推动下进行修复工程，不仅将清溪



2015 年第 3期（总第 76 期） 第 4页

高架道路拆除，还重新挖掘河道，并为河流重新美化、灌水，种植各

种植物，又征集兴建多条各种特色桥梁横跨河道。修筑河床以使清溪

川水不易流失，在旱季时引汉江水灌清溪川，以使清溪川长年不断流。

清溪川这条秀丽清新的小河，已成为首尔市民的休憩地点。许多韩国

情侣喜欢手牵着手在清溪川散步。

（图释：你能想象这里原来就是一条臭水沟吗？）

梨花壁画村

爱看韩剧的人，肯定经常会看到一条画满花朵的阶梯，尤其是在

2012 年热播的韩剧《屋塔房王世子》中，“柿子”和朴荷就在大学路

和梨花壁画村展开了他们浪费的约会，朴荷慢慢地走着，“柿子”静

静地跟在后面，墙壁上的各种壁画美的无法形容，那场面让多少人潸

然泪下，为之感动，也想重温一次韩剧中的场面，体会一次韩剧主人

公的心境。随着壁画村在韩剧中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这一充满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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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息和浪漫氛围的小村庄，也已经成为韩国情侣们约会的热门选择

地，韩国的情侣们经常趁休息日的时候来此进行一次浪漫的约会。

梨花壁画村以前只是一个贫穷的半山村落，首尔市政府后来找来

了 70多名艺术家来粉饰这里，就有了这些好看的壁画。

其实壁画村并不是一个国家规定的景点，这些充满艺术气息的壁

画和雕塑，都只是出现在居民房屋的墙上或者门边，也许就在一家理

发店门外，你就可以看到那富有创意的涂鸦，小村人民也并未因为日

益增多的慕名而来的游客数量而变得充满商业气息，他们依然保持着

他们原来淳朴的生活方式和他们的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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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花女子大学

首尔历史最悠久的大学之一，建校于 1887 年初，是韩国第一所

女子大学，在校学生两万多人，被公认为全亚洲最好的女子大学，代

表着韩国女性教育的最高标准。原名叫做梨花学堂，是朝鲜高宗皇帝

和明成皇后为纪念当时首先在韩国开创女子教育的循道卫理会医生

Scranton 的太太而命名的。1948 年改名为梨花女子大学。在韩国，

梨花女子大学象征着智慧与美丽并存的新时代女性教育的典范，以盛

产韩国总统夫人而闻名。

梨花女子大学最著名的是它的“下沉式”建筑。这座建筑是梨花

女大有名的 ECC（Ewha campus complex），由法国知名建筑师多米尼

克主持设计，2008 年建成开放。ECC 将校园操场一分为二，两栋埋在

地底的建筑间夹着一条狭长的走道，犹如一个深深的峡谷。这里是一

处综合性的教学区域，包括自由阅览室、尖端技术的多媒体教室等教

育设施和复合型电影院、画廊、书店等文化、商业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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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内至今仍保存许多古老的建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位于校

门入口的基督教教堂 Welch-Ryang Auditorium。

美丽的校园景色是梨大吸引中国游客的一大魅力。葱葱郁郁的树

木中，充满古建筑风情的教学楼若隐若现，空气中仿佛都能闻到书香

和笔墨的味道，让人不禁联想到温婉女子靠窗读书的画面。

梨大女人街地标“高跟鞋”，后面就是 Konesy。Konesy 除了有

便宜的衣服、配饰以外，还有可爱的文具。女人街很有名，街上遍布

时尚感敏锐的服饰小店及各种饮食店，是首尔女生们最喜欢逛的地方

之一。（未完待续）

沈娅瑜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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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报告呼吁制订 2030 年碳封存目标

一份为欧盟委员会准备的最新报告呼吁，欧洲国家应该设立碳捕

获与封存技术（CCS）的约束性目标，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CCS 目前还是一项实验性技术，它将发电厂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进行捕捉和封存，以减少发电厂对气候变化的影响。联合国的气候专

家认为，2050 年碳捕获与封存技术在全球范围内能实现五分之一的

碳减排。这份由为欧盟委员会提供咨询顾问服务的专门机构所编写的

报告表示，欧洲“真正且紧急”需要这项技术。

报告表示，如果欧盟制订 2030 年 CCS 目标路线图，会向《联合

国气候变化公约》成员释放一个清晰的信号，即欧盟二氧化碳减排的

宏伟目标将会实现，欧盟将会巩固其在全球减缓气候变化行动中的领

导地位。报告呼吁，欧盟各国应自行制定路线图，并由欧盟委员会制

定碳储存候选地点名单。

欧洲零排放电力技术平台（European Technology Platform for

Zero Emissions Power）主席格雷姆·斯威尼表示，到 2030 年，整

个欧盟应当在地下储存 2.2 亿吨规模的二氧化碳。其中 3/4 的二氧化

碳将来自电力行业，而至少有 1/4 的排放来自于钢铁、水泥和制铝等

工业排放。他呼吁制定一个与可再生能源和能效提升等减排技术方面

“同等的”CCS 公共基金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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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欧盟委员会还未制定可再生能源和节能的 2030 年目标。

一些环境保护人士担心 CCS 可能会鼓励化石能源的持续开采、锁定未

来的温室气体排放，并取代其他低碳领域的投资。

国际能源署 CCS 分析师西蒙·班奈特（Simon Bennett）表示，

去除“不必要的、有倾向性的”低碳政策十分重要。他说：“如果要

完成全球的减缓气候变化目标，CCS 仍然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技术。欧

盟应当给予企业和相关利益方信心，CCS 对欧洲而言是一项有价值、

可投资的技术。”

目前，在全球范围内，CCS 示范工程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在欧

洲，欧盟委员会曾期望到今年有 12 座大型 CCS 工厂建成运行，但当

前只有挪威的两座工厂在运行。而全球范围内，仅有 13座工厂建成

运行。大部分运行的 CCS 工厂都与提高原油采收率相关。这种技术将

液体二氧化碳注入到即将枯竭的油井和气田内，并将最后残留的化石

燃料开采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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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建议，将现有的石油和天然气田的数据用于加强 CCS 的研究

和探索。欧盟委员会应当调研美国排放绩效标准在欧洲实施的可行

性，以便与欧盟的碳排放交易计划相兼容。

世界自然基金会（WWF）能源政策专员戴瑞克·乌尔班尼亚克表

示欢迎，他说：“现在，欧盟委员会再也没借口推迟讨论 CCS 应用于

电厂的问题了，这不仅能够防止发生发电厂基础设施污染的锁定效

应，还能为电力行业脱碳投资提供明确的政策引导。”

韩俊编译，摘自英国卫报网站

http://www.theguardian.com/environment/2015/jan/26/eu-paper-calls-for-binding-ccs-targets-by-2
030

海平面升高速率高于预期

据路透社报道，《自然》杂志近期发布的一项研究表明，过去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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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里海平面加速上升的情况比此前预计的更加严重，气候变化带来的

威胁将影响全球沿海地区。

该研究由哈佛大学研究员卡林·海伊牵头完成，研究人员重新对

全球逾 600 个潮位监测点的数据进行了评估，发现由于此前的监测数

值不完整或者存在地势沉降等局地因素导致的偏差，人们高估了1901

年至 1990 年期间的海平面升高幅度。这意味着，在过去 20年内的海

平面上升速度比此前预计的要快 25%。

该研究指出，从 1901 年至 1990 年全球海平面平均每年升高 1.2

毫米，小于此前科学家的估算值。但是在过去二十年里，该数值蹿升

到平均每年 3 毫米，而这明显与冰川加速消融有关。

此次的新发现将影响人们对未来海平面升高的预测，尤其是基于

历史趋势的预测。但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专家、

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的约翰·彻奇认为，由于他们的预

测方法并不以过去一定阶段内的历史趋势为基础，因此这一研究并不

会对 IPCC 的预测结果产生影响。

德国波茨坦气候效应研究所的斯蒂芬·拉姆斯多夫是研究海平

面变化的世界级专家，他也认为，我们还需要更进一步的分析才能得

出 20 世纪海平面升高的确切情况。不过他也表示，无论如何，这项

新研究依然证实了“海平面一直都在上升，而且上升速率在加快，近

些年来的增幅已经达到了历史最大值。”

从美国迈阿密直至中国上海，升高的海平面正在一点点侵蚀滨海

地区，而在印尼雅加达这样的城市，大范围的地势沉降使得海平面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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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问题更加严峻。

冯春华编译，摘自路透社网站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5/01/14/us-climatechange-seas-idUSKBN0KN25520150114

气候变化让美洲鼠兔向高海拔迁移

美洲鼠兔居住在美国西部山脉，属于啮齿类，腹部圆硕，四肢短

小，耳朵短而圆。虽然鼠兔长得像沙鼠或小土拨鼠，实际上它是兔子

和野兔的近亲。

最近，刊登在《生物地理》杂志上的研究报告指出，鼠兔正在向

更高的海拔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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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大学的研究员圣克·鲁斯研究发现，曾经鼠兔习惯生活在加

州喀斯卡特瀑布和内华达山脉区域。但是近几十年，已经有 15%的食

草类动物从这片传统栖息地消失了。

科学家研究环境因素对栖息地的影响，发现鼠兔不喜欢居住在夏

季温度较高和低海拔的地方，这表明全球变暖是迫使这类物种迁移去

更高更冷的地方的主要原因。

鼠兔的皮毛很厚，可以保证它在寒冷的地方生活。但是它们不冬

眠，在短暂的夏季时光中，鼠兔会疯狂地采集尽可能多的食物（花朵

和草），并贮藏起来，作为冬季的食物和洞穴保暖用。

“徒步旅行者经常看到鼠兔嘴里叼着野花，在岩石中乱串”。研

究员约瑟夫·斯图尔特解释道，“它们更适应较低的温度，所以全球

变暖对它们的冲击很大。”

斯图尔特和他的同事使用全球变暖模型预测接下来的半个世纪

气候变化对于鼠兔的影响。结果显示，如果碳排放量持续增长，那么

有 75%的鼠兔将离开现有的栖息地。

“鼠兔是研究气候变化的典型生物体，它们的身影在低海拔地区

消失表明未来对于其他物种也不是件好事”。斯图尔特说，“关键问题

是气候变化的速度远远超过物种适应或改变栖息地的速度。”

在此之前的研究，科学家发现全球变暖也影响了企鹅和北极熊生

活的栖息地。

胡周颖编译，摘自 UPI 网站

http://www.upi.com/Science_News/2015/02/03/Climate-change-pushing-American-pikas-higher-i
nto-mountains/2221422981708/#ixzz3Qk918mZa

http://www.upi.com/Science_News/2015/02/03/Climate-change-pushing-American-pikas-higher-into-mountains/2221422981708/
http://www.upi.com/Science_News/2015/02/03/Climate-change-pushing-American-pikas-higher-into-mountains/2221422981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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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净过年小妙招

春节前的大扫除是中国的传统习俗，也是去除晦气，迎接喜气的

一种方式。学会一些小窍门，大扫除会变得更轻松哦！

1、纱窗上落满灰

尘，大多数时候我们要

把纱窗拆下再用清水

清洗。其实可以将废旧

报纸用抹布打湿，再将

打湿后的报纸粘在纱

窗的背面，待五分钟

后，将纱窗上的报纸取下，你会发现潮湿的报纸上粘满了纱窗上的灰

尘污渍。

2、房间周围的角落或地毯和墙壁的接缝处，是最难打扫的死角，

非常容易产生霉垢，可试着用旧牙刷清理刷净。如果遇到比较顽强的

污垢，则可用牙刷蘸洗涤剂刷除，再用水擦拭干净，保持干燥即可。

3、白色的窗帘、床单等，可用淘米水进行浸泡冲洗，具有明显

的除垢去污和增白的效果。

4、粘贴式挂钩虽然相当便利，可是一旦要拆除时，却得大费周

折。此时，只要将蘸醋的棉花铺在挂钩四周，使醋水渗入紧粘的缝隙

中，几分钟之后，便可用扁头螺丝起子轻易拆除挂钩。残留的粘着剂

也可用醋擦拭，清除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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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因尼古丁而发黄的窗帘，丢到洗衣机里清洗，常常有怎么也

洗不干净的困扰。只要将窗帘浸泡在洗衣机中加入半杯食盐，摆放一

天后再放入洗衣粉清洗，窗帘就能恢复洁白，整个房间也会感觉更加

清爽。

6、擦门窗玻璃时，可先把洋葱去皮切成两半，用其切口摩擦玻

璃，趁洋葱的汁液还未干时，再迅速用干布擦拭，这样擦后的玻璃既

干净、又明亮。

7、木质家具表面的烫痕。如果把热杯盘直接放在家具上，漆面

往往会留下一圈烫痕。可以用抹布蘸酒精、花露水、碘酒或浓茶，在

烫痕上轻轻擦拭；或者在烫痕上涂一层凡士林油，隔两天再用抹布擦

拭，烫痕即可消除。

8、瓷砖接缝处的黑垢。挤适量牙膏在刷子上，纵向刷洗瓷砖接

缝处；然后将蜡烛涂抹在接缝处，先纵向涂一遍，再横向涂一遍，让

蜡烛的厚度与瓷砖厚度持平，以后就很难再沾染上油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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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白色家具表面的污迹。家中的白色家具很容易弄脏，只用抹

布难以擦去污痕，不妨将牙膏挤在干净的抹布上，只需轻轻一擦，家

具上的污痕便会去除。但注意用力不要太大，以免伤到漆面。

10、茶几上的茶渍。经常在茶几上泡茶，时间久了会留下难看的

片片污迹。可以在桌上洒些水，用香烟盒里的锡箔纸来擦拭，然后用

水擦洗，就能把茶渍洗掉。

金晓芳综合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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