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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07年7月，国际原子能机构作为世界“原子

用于和平”组织和帮助制止核武器扩散的主要视察机

构服务于国际社会已满50年。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前途

如何？在帮助建立更牢固的全球安全和发展基础方面

它应该和可以扮演什么角色？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穆罕

默德·埃尔巴拉迪分析了他所预见的重要挑战和机会。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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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与明天的

不久以前，一些世界顶级人物列出了世界目前和

在可预见的将来面临的最坏的威胁。

他们是一个联合国高级小组的成员。这个小组评

估并确定了五种类型的威胁：第一种包括贫困、传染

病和环境恶化；第二种是有组织的犯罪；第三种是恐

怖主义；第四种是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武装冲突；

第五种是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世界可以为今后50年和以后建立一个更强大的基础。

在阅读这个小组的报告时让我感到震撼的是，所

有这些毫无例外的都是“没有边界的威胁”。这些威

胁不能单靠任何一个国家来解决；就其性质来说，它

们需要全世界的响应和多国合作。

另一个十分明显的特点是所有这些威胁都是相

互联系的。贫困经常伴随着践踏人权和缺乏良好的治

理——从而产生极度不公正、愤怒和屈辱的感觉。这

也为孳生所有类型的暴力，包括极端主义、内乱和国

际战争，提供了一个理想的环境。在长期存在冲突的

地区，一些国家往往通过谋求核武器及其他大规模毁

灭性武器来提高它们的地位或寻求更大的安全。

显而易见，这是一种致命的威胁组合。维持现状

不是办法。

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四位美国名宿亨利·基辛

格、威廉·佩里、乔治·舒尔茨和萨姆·纳恩强烈赞

成美国和世界为建立一个无核武器的世界而努力。他

们写道：“如果不采取新的紧急行动，美国不久将不

得不进入一个比冷战威慑更不稳定的、心灵迷惘的、

经济代价更高的新的核时代。”

穆罕默德·埃尔巴拉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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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  战

让我简要地描述一下我们面对的更具体的关键

挑战。

在我看来，首先全球社会有一种被扭曲的优先意

识，它已经产生了许多不公正和不安全。 

世界各国政府每年总共大致花费1000亿美元用于

对外援助。听上去这可能是一大笔钱。但是通过比较

就知道这笔钱的多少：例如，仅仅美国每年在宠物产

品上的花费就达到350亿美元，为全部对外援助费用

的三分之一；而各国政府每年花在武器上的费用远远

超过1万亿美元，比对外援助费用多十倍。

然而对援助的需要是惊人的。40%的人每天靠不

到两美元生活。8.5亿人每天晚上饿着肚子上床。专

家告诉我们每天有2万人——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儿

童——死于与贫困有关的状况，例如饥饿和水传播

疾病。换句话说，他们就是穷得活不下去了。

这些数字本身就是很好的说明。

另一个优先顺序被扭曲的迹象是我们不能解决长

期存在的地区冲突，例如在中东和朝鲜半岛的冲突。

这些冲突及其他冲突是可以解决的。它们持续存在是

因为国际社会尽管做了断断续续的努力，但是既没

有给予必要的投入，也没有下定必须解决的决心。

这种地区常常是担心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的焦点

并非偶然。

就核方面来说，安全挑战同样是令人担心的。一

些挑战被称作“对防核扩散体制的不断侵蚀”。我倾

向于同意这种说法。而且这无疑是会发生的。35年前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生效。此后，世界在政治、技

术和安全许多方面发生了迅速变化。问题在于我们没

有进行必要的调整来适应这些新的现实。

最引人注目的结果是一些国家秘密谋求核武

器和核武器能力。与此相伴随的是我所称的“核超

市”——敏感核设备和核设计的非法贸易网络——的

出现。

有时我们往往忘记《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目标

是建立无核武器的世界。但是一些国家对核武器的依

赖却有增无减。我们现在仍然有2.7万枚核武器。许

多国家仍然保持着冷战时期存在的“一触即发的警

戒”状态。已经知道9个国家拥有这类武器，还有

25个其他国家是以核武器作为其军事部署一部分的联

盟的成员。一些核武器国家正在计划更新它们的库

存，甚至研制新的、更“合用”的武器。然而这些国

家同时继续告诫其他国家核武器不适合它们。

现在不扩散和裁军之间的联系应该是很明显的。

只要一些国家依靠核武器获得安全，其他国家就会仿

效它们。正如我以前曾经说过的，我们必须放弃这种

不切实际的概念，即一些寻求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国

家在道义上应该受到谴责，而继续依靠它们维护自己

安全的其他国家在道义上却是可以接受的。

现在不扩散和裁军之间的联系应

该是很明显的。只要一些国家依靠核武

器获得安全，其他国家就会仿效它们。

另一个新出现的更复杂的威胁是我所称的“核能

力”的扩散。我指的是敏感核技术——具体地说，铀

浓缩和钚分离——的扩散。这些技术虽然根据《不扩

散核武器条约》是完全合法的，但是也使拥有它们的

国家有了制造可用于武器的核材料的潜在能力。

出于对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两个方面不断增长的

关注，越来越多的国家把核电看作是一个有吸引力的

方案。而且为了最大限度地取得能源独立性，更多国

家对掌握整个核燃料循环发生兴趣。

虽然可以理解，但是这却是一个危险的发展。我

们需要关注的最后一件事是更多“事实上的核武器

国家”——只要想做便能在数月内生产一枚核武器

的国家。

最后，我们面对的是核恐怖主义或放射性恐怖主

义——核武器或核材料可能被盗的可能性——的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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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在军用和民用库存中有数千吨可用于武器的核

材料——高浓铀和钚。

还存在有大量的各种放射性物质，其中大部分用

于人道主义目的。这种材料的危险程度随其组成和强

度而变，因其绝对数量大而很容易获得。

如果一个极端分子组织设法在城市地区引爆一

尽管全球农业生产取得了惊人的进

展，许多国家在为人民提供充足的食物中

仍然面临着巨大障碍。加强农业生产需要

增加农作物种类、采取有效的病虫害防

治措施、提高土壤肥力和更好地进行水

土管理。国际原子能机构用支持这些目标

的核技术帮助各地的科学家和农民。

枚“脏弹”，也就是将大量放射性物质与常规炸药混

合在一起，结果虽然不会像核弹爆炸那样几乎是毁灭

性的，但是仍然必定会引起群众恐慌、广泛污染和巨

大的经济破坏。

国际原子能机构维护着一个非法贩卖数据库，

包括核材料和放射性材料被盗、走私或失控情况的报

告。仅仅去年我们就有149起这种事件的报道。幸亏

这些事件中没有一起涉及重要量的核材料或强放射

源。但是却表明这显然不是一种假想的威胁。

在过去五年中，国际社会在保卫这种材料方面已

经取得很大的进展。但是这只是在和时间赛跑，还不

能确定谁是赢家。

我们面临着一些挑战。它们是紧迫的和重大的挑

战。然而目前根本不清楚我们将沿着什么方向前进。

在我看来，有两个方案。一条道路是某些人说

的“文明的冲突”，一种以民族、种族或宗教为基础

的冲突。无论出于什么原因，这都是一种凄惨的未来

景象。

然而，选择第二个方案即争取建设一个“地球

村”的方案还不太晚，这是一个把所有民族和国家看

作居住在同一星球、具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并具有平

等权利和机会的邻居的世界。

机  会

我愿意描绘一幅更灿烂的图画，核心是如何应

对，至少是开始解决这些挑战。

首先，我们应该奉行不仅创造财富而且更公正地

分享这个星球财富的策略。联合国大学的一份最新的

研究发现，到2000年为止，占世界人口1%的最富有的

人拥有40%的世界财富。相形之下，占人类一半的最

贫困的人仅仅拥有全球财富的1%。

可以采取一些切实可行的措施着手纠正这些不公

正。我已经提到需要增加援助——官方的发展援助。

然而其他需要的措施将不仅仅涉及出钱，还需要

有平等的竞争地位。欧盟、美国和日本每年总共花费

2600亿美元用于农业补贴——事实上这些投入保证了

穷国的农民不能与富国的农民相竞争。发展中国家的

人民渴望通过贸易摆脱贫困。他们应该得到机会。

一个相关的策略是投资于更尖端的科学和技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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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发展需要。在诸如纳米技术和生物技术领域中的

前沿成就承载着巨大的未来希望。然而技术投资通常

是追随市场的，结果就使创新往往主要服务于发达国

家的需要。发展中国家常常只能得到有限的好处。更

多的重点应该放在可以解决世界贫困地区问题的科学

技术创新。治疗疟疾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疾病的药物就

是一个例子。

在基础科学技术方面的能力建设是帮助发展中

国家解决许多基本需要——更多地获得食物、水、能

源、保健、住房和教育——的一个先决条件。在国际

原子能机构，我们许多活动的目的是建设我们的成员

国在利用先进核技术促进人类发展方面的能力。

这项工作是如何进行的呢？我来给你们举一个

例子。

粮食安全是穷国面临的最有挑战性的问题之一。

加强农业生产需要增加农作物种类、采取有效的病虫

害防治措施、提高土壤肥力和更好地进行水土管理。

在国别项目和地区项目下，国际原子能机构帮助

当地的科学家和农民利用核技术支持这些目标。这种

理念不仅是为了加强粮食生产，而且为了在维持粮食

生产的同时保护环境。

在过去五年中，仅仅在非洲就正式投放了六个新

的农作物品种，它们有更高的产量、更多的营养和更

强的耐贫瘠环境特征。这些新品种包括埃及的芝麻、

加纳的木薯、肯尼亚的小麦、苏丹的香蕉以及赞比亚

的龙爪稷与棉花。

粮食安全只是国际原子能机构援助的一个领域。

我们也帮助各国建设先进的核能力来管理地下水资

源、防治疾病、改善营养、提高工业生产力和保护

环境。

能源是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人类发展的几乎每

一个方面——无论是在保健、农业、教育还是工业部

门——都强烈依赖于能否可靠地获得现代能源供给。

当前的画面还是一个不平衡的画面。大约16亿

人——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用不上任何电力。大

约24亿人仍然使用生物燃料煮饭和取暖。

比较一下：像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这样的能

源贫乏的国家，人均电力消费大约是每年50千瓦时，

折合每个居民平均可用电约为6瓦——不足以开动一

台个人电脑；相形之下，组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

发达国家每年人均消费8600千瓦时的电力——大致高

出100多倍。

在核方面，目前运行中的442座核动力反应堆大

多数在工业化国家中。然而正在建造中的29座新反应

堆中，有16座在发展中国家。

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正在表示出对核电的兴

趣。然而其基础结构要求令人感到畏惧——不仅是工

业制造设施，还有复杂的法律框架和所需的人力与财

力。获得这种尖端技术要求周密的长期规划、准备和

投资。

国际原子能机构帮助它的成员国建设管理其能源

部门发展的能力。目标不是推动核电；在很多情况下

实际上核电不是最佳方案。相反，我们设法推动自然

资源的可持续使用和增加价格可承受的能源供给。

这项工作的一个关键方面是我们的能源评价服

务。通过这些服务，我们开发适合各国具体情况的能

源规划模型。我们培训当地专家预测能源需求，确定

最小成本方案，并使这些因素及其他因素一起纳入国

家的决策过程。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能源规划工具目前

已用于全世界100多个国家。

然而还必须谨防尖端科学技术的滥用。在核领域

内，有一些方面必须得到加强。

在核保安方面，我们必须把阻止核材料和放射

性材料非法贸易作为最重要的优先事项。这意味着不

断完善使用或储存这种材料的危险设施的保卫工作。

它意味着不断提高警察和边防卫兵探知走私事件的能

力。它意味着把民用核能部门的燃料使用限制在低浓

铀，这种低浓铀不容易用于武器。

我们还应建立一种机制对真正的使用者保证核

燃料供应。这将消除各国拥有自己铀浓缩或钚分离

能力的动机和理由。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我们正在

通过建立国际燃料储备库开发这样一种机制。从更

长远来看，目标将是使所有这类活动都置于多国管

制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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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的政治现实已经清楚地表

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视察可能是战争

与和平决策的一个关键因素。

国际原子能机构本身应该得到加强。我们在核查

核活动只用于和平目的方面起着核心作用。然而我们

的核查权限因国而异。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发现伊拉

克的秘密核计划以后制订的所谓的附加议定书，赋予

原子能机构视察员更大的接触权以寻找未申报的核材

料和核活动。然而有100多个国家仍未使其生效。我

们应该使其普遍适用。

我们的财力也非常紧张。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

预算——我们用来视察全世界核活动的经费——大约

是1.3亿美元。远远不能适应我们不断增加的责任和

需要。

有更多的经费，我们就可以购买更多的卫星图

像。我们可以用最新技术能力加强我们的实验室，像

裂变径迹颗粒分析——帮助我们跟踪和准确查明未申

报核活动的性质，甚至在事情发生很久以后。我们可

以培养更多的视察员，购买改进的仪表设备，以及有

在技术上保持领先地位的更大信心。

近几年来的政治现实已经清楚地表明，国际原

子能机构的视察可以是战争与和平决策的一个关键因

素。就此而论，使原子能机构更加有效将会是一种非

常明智的投资。

国际社会也迫切需要加速核裁军工作。对于目

前库存的许多核武器来说，单一弹头的威力就相当于

广岛原子弹威力的好几百倍。没有合理的理由——没

有预期的敌方袭击——保持当前的全球总量，也不

用维持冷战时期许多这种武器的“一触即发的警

戒”状态。

我记起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引用的一句话，

他坚定地相信所有核武器都应该废除。他说，核武器

是“完全无理性的，绝对残忍的，除了杀戮毫无价

值，可能破坏地球上的生命和文明”。

到此为止我概要介绍的每一种策略都将有助于减

少目前存在的不安全和不公正。每一种都是促进世界

和平的非常必要的步骤。

但是在广义上，我们只想成功地建设一个“地球

村”，如果我们开始发展另一种集体安全体制——一

种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都不需要依靠核武器保卫安全

的体制，一种具有全世界有效消除冲突机制的体制，

一种像在中东和朝鲜半岛的那些长期存在的地区紧张

局势得到应有的优先考虑和关注的体制，一种公正

的、包容的和有效的体制。

然而，它首先是一种以人为本的体制。因为我

确信，为了实现和平，这个体制必须以实现“人类安

全”为基础。国际社会必须随时准备在任何时候、任

何地方保卫每个人的生命、自由和尊严，不管挑衅者

是占领军还是残忍的独裁者。

这不仅仅是一种道义责任，也是我们自身安全的

一个先决条件。随着全球化，非常清楚的是，任何地

方不安全就是到处都不安全。

要是我们通过人类安全的角度来看冲突，我们将

很快地看到通过对话而不是军事力量寻找解决办法的

好处。该是摆脱把对话当作良好行为奖赏的想法的时

候了，相反应该承认它是促进这种行为的一种基本工

具。我今天的敌人完全可能是我明天的伙伴。我们将

必须分享资源，为了共同的环境问题和健康问题而奋

斗，并且在许多层面上相互配合。

通过弥合我们的差别，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建立为

建设和维持一个更强大的国际和平与安全框架所必需

的环境。

穆罕默德·埃尔巴拉迪是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总干

事，他与国际原子能机构一起成为2005年度诺贝尔和

平奖的共同获得者。

电子信箱：official.mail@iaea.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