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和和孩孩子子们们一一起起学学习习水水俣俣病病   
                    学学习习水水俣俣病病的的要要领领   

  

11    发发生生水水俣俣病病的的不不知知火火海海 

【发生了水俣病的不知火海，如今变成什么样了？】 

   

发生水俣病的不知火海，曾经是一片富饶的大海。特别是由于水俣湾是鱼产卵的

地方，有捕不完的鱼。被称之为[天然渔场]。海边的人们边打渔边过着平静的生活。 

 然而，由于氮工厂所排出的含有水银的有害工厂废水，导致生活在海里的鱼被水

银污染。毫不知情的人们吃了被污染的鱼之后，身体状态开始慢慢变坏，以水俣湾为

中心的地区出现了大批水俣病患者，就这样居民们平静的生活被无情得夺走了。 

现在，被水银污染的鱼已经被处理，水俣湾海底堆积的淤泥也已经被清理，并且

完成了对水银浓度超标海域的填海工程，如今的水俣湾又恢复了往日的美丽。渔业得

到了再开，可以安心得钓鱼，游泳，从水的透明度和污染情况来比较的话，在熊本县

内是屈指可数的。 

 

 

[水俣病认定患者的发生分布图] 

现在的水俣湾里生

活着 19 种珊瑚。 



 

 

现在，氮公司仍然是水俣市内

的大型企业。作为水俣病的原

因企业必须承担起责任。为了

能够继续支付患者们的赔偿

金，变身为一个注重环保的企

业。期待氮公司能够继续努力。 

  

22  水水俣俣和和氮氮公公司司的的关关联联  
    【引起水俣病的氮公司建立以来、水俣市如何变化？】  

 

1908 年，氮公司在水俣成立。氮公司开始生产化学肥料，成为日本的主要化学工场，

并且是支撑战后日本经济成长的主要公司之一。 

工厂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水俣市的发展。水俣由一个村落变成了一个工业城市。 

很多市民在工厂里上班，经济上和社会上都受到氮公司的影响。



 

 

  

33  发发生生在在大大海海和和生生物物们们身身上上的的异异变变 

【氮公司把工厂废水排放到大海，海中的生物发生了什么变化？】 

 

氮公司于 1932 年开始生产塑料的原料乙醛。在生产乙醛的同时，产生剧毒性甲基

汞，混杂在工厂废水中被排放到大海，污染了鱼和贝类。 

伴随着氮公司生产量的增加，海的污染情况也日益加重，从 1950 年代的前半期开

始，鱼开始浮在水面，贝类大量死亡，连海草也养不活。更加严重的是，工厂废水的

排放导致水俣湾严重污染，大量含有水银的淤泥堆积在海底。 

另外，在不知火海的海岸边上，吃了鱼的猫开始发狂而死，鸟也纷纷从天上掉下

来等异常现象。用混有鱼的饲料喂养的鸡和猪等家畜也都发狂而死。 

 

 

 

 

 

  

人类病发之前，一些小生物会

出现异常。 



 

 

  

44  水水俣俣病病的的发发现现和和差差别别  
【水俣病患者的生活情况如何？】 

 

1956 年，初次确认人身上也发生了原因不明的病。由于原因不明，医院不知道如

何治疗，患者无法得到正确治疗导致痛苦而死。 

水俣病发生初期，被推测为原因不明的传染病，对患者的家进行消毒，在医院里

患者们也被隔离。由于被误认为是传染病，奇病，遭受周围人们的欺辱和歧视，给患

者们留下了痛苦的回忆。 

人们怀疑病因出自鱼的身上之后，鱼也开始卖不出去，家中的劳力因生病导致收

入日益减少的同时，还必须支付巨额药费，患者们以及他们的家属的生活变得相当艰

苦。 

当大家明白水俣病并不是传染病之后，在受到氮公司强烈影响的水俣市，仍然持

续着疏远患者的气氛，给患者造成了痛苦的心理负担。同样是水俣市市民，但是患者

们和其他的市民完全没有对话，进而破坏了地域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另外，不光是患者们，水俣市民也遭受其他地区人们的歧视。原因是，水俣病被

认为是通过空气和食物进行传染，而且会遗传的病，进而被误认为是水俣地区特有的

风土病。因为是水俣出身而找不到工作并且影响到结婚，进而当火车和公共汽车通过

水俣的时候车窗都是紧闭的。导致大多数的水俣市民不敢堂堂正正地说出自己的出身。 



 

 

 

55  为为调调查查水水俣俣病病的的原原因因用用猫猫进进行行实实验验 

【水俣病的原因是用什么方法进行调查的？】 

 

当大量的不能正常行走和正常说话的患者出现之后，水俣市和熊本县依赖熊本大

学医学院进行病因调查。通过对患者的诊疗，对饮用水和泥土进行调查之后，确认此

病并不是传染病，而是食用了水俣湾的鱼和贝类而导致的一种中毒症状。 

由于水俣湾及其周边地区的猫纷纷得病并发狂而死，1956 年开始熊本大学和水俣

保健所，喂猫吃水俣湾的鱼和贝类，开始了是否会出现同样症状的实验。1957 年的实

验结果表明，证实了和水俣渔村里得病的猫出现了同样的症状。用猫进行的实验对查

明水俣病的原因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同年，熊本县发表声明呼吁大家不要吃水俣湾的

鱼。 

与此同时，1959 年氮公司的附属医院通过猫进行实验，证实

了工厂的废水导致水俣病的发生。但是，氮公司一直隐藏着这个秘

密，进而到 1968 年为止持续排放着有害的工厂废水。 

 

 



 

 

 

66  工工厂厂废废水水导导致致鱼鱼的的污污染染 

【水俣的鱼是如何被污染的？】 

 

混杂在工厂废水里被排放到大海的甲基汞，通过身体的表面和鳃，进入浮游生物

和鱼的体内。（※这种现象被称做为生物浓缩。） 

小鱼吃含甲基汞的浮游生物，大鱼吃小鱼，越大的鱼体内的甲基汞浓度就越高。（※

这种吃与被吃的关系，被称做为食物链。） 

水俣湾及其周边地区，有许多肉眼看不出来但是被高度污染的鱼。由于不知道被

污染的原因，人们还是每天吃很多鱼，最终导致人类也患上了水俣病。 

 

 

 



 

 

77  通通过过被被污污染染的的鱼鱼出出现现了了水水银银中中毒毒（（水水俣俣病病的的发发生生）） 

【水俣病是如何发生的？】 

 

当时不像现在这样有丰富的食物，特别是，平地很少的海

岸周边种不了稻谷。所以和大米相比海里的鱼成为了主要食

物，对海边的村落来说，鱼是生活不可缺少的。 

在渔村里，不知道大海已经被污染，所以每天都吃着从海

里打回来的新鲜的鱼和贝类，以致于人体内的甲基汞浓度也逐

渐增加，最终出现了大批的水俣病患者。水俣病是因甲基汞而

引起的中毒症状，因此不会传染和遗传。 

水俣病分为，因为食用了污染鱼而患病的小儿・成人水俣病和，在母亲肚子里的

时候通过胎盘而中毒的胎儿性水俣病。 

 
当时生活在水俣湾里的鱼类图 

吃了被水银污染 
的鱼而得了水俣病 

刀鱼            海蜒           鲻鱼           鲽            科鱼 

康吉鳗        梭子蟹            河豚         日本对虾      黑鲷 
 

剥皮鱼         马面鱼       梭子鱼           牛尾鱼        黄鱼 
 

海鲫             虾蛄          海鳗            斑鲅鱼       石斑鱼 

鳐鱼           章鱼          鲆鱼              沙钻鱼        乌贼 



 

 

 

88    小小儿儿・・成成人人水水俣俣病病 

【患上水俣病会出现什么症状？】 

 

长时间持续食用被污染的鱼，导致体内的甲基汞浓度逐渐增加。进而出现甲基汞

中毒，被称为小儿・成从水俣病。 

甲基汞侵入人体的许多部位，特别是侵入脑部的甲基汞，会伤害大脑和神经细胞，

会出现下表所列的症状。也有在水俣病患者在发病初期就症状严重，以至于到几乎疯

狂的状态，从发病开始几十天之后就死去。 

另外，体内的甲基汞会随小便，头发，指甲等一点点排出体外，但是，即使体内

甲基汞全部被排出，被破坏的脑细胞很难恢复以前的状态，所以说水俣病没有治疗的

方法。为轻减患者的痛苦，也只有针灸和止痛药等。 

 

 

 

 

 

 

 

 

※水俣病的症状

和病情程度因人

而异。 

主要症状 
• 手脚麻木 
• 很难感觉到痛 
• 对冷热的感觉迟钝 
• 动作变得迟缓 
• 说不清话 

 
• 听力下降 
• 视野范围变窄 
• 头疼 
• 味觉下降 
• 容易疲劳 



 

 

 

99  胎胎儿儿性性水水俣俣病病  
【在母亲肚子里得了水俣病的婴儿，出现什么症状？】 

 

在母亲肚子里得了水俣病的婴儿，被称作胎儿性水俣病。虽然没直接吃被污染的

鱼，但是怀孕中的母亲吃了被污染的鱼后，甲基汞会顺着脐带进入婴儿体内，婴儿在

出生之前就患了水俣病。所以说，并不是因为遗传而导致婴儿得水俣病的。 

胎儿性水俣病患者由于在母亲的肚子里就被甲基汞所侵害，导致脑子得不到完全

发育，脑神经被破坏，症状严重的人居多，大多患者在还是幼儿的时候就死去了。 

 

 

很多小朋友在从来， 

没有和大家一起玩

过，没有上过学的情

况下，就死去了。 

主要症状 
 
• 脖子硬不起来 
• 无法正常行走 
• 痉挛 
• 流口水 



 

 

 

1100    围围绕绕患患者者补补偿偿问问题题与与氮氮公公司司进进行行交交涉涉  
【氮公司正式开始患者补偿为止，患者们是如何进行交涉的？】 

 

水俣病被发现之后的第 12 年 1968 年，国家终于承认并发表了「水俣病的起因是

氮公司工厂废水中所含的甲基汞」。 

受此影响，患者们以及家属展开了向氮公司索赔的活动，但是交涉一直没有进展。

患者们及其家属于 1969 年对氮公司进行了起诉，1973 年法院终于接受了患者们的诉

讼。（水俣病第一次诉讼） 

日本法律规定，加害方需支付赔偿金，从此以后，得到认定的水俣病患者可以从

氮公司得到补偿。 

但是，还有提出申请而没得到认定的患者们为了得到认定和补偿，他们和国家，

县以及直接与氮公司进行交涉，展开了追究国家和县责任的诉讼，之后，这场争斗持

续了很多年。 



 

 

 

1111    对对被被害害者者的的补补偿偿  
【水俣病是如何得到认定，被认定的患者会得到什么样的补偿？ 

另外，没有得到认定的患者可以得到什么样的补偿？】 

 

感觉自己患有水俣病的人，可以向熊本县或鹿儿岛县提出认定申请，由这两个县

政府来判断是不是水俣病。被认定为水俣病的人，会得到由氮公司支付的慰问金和医

疗费，另外还有各种各样的补助，并且会得到医疗和生活上的补偿。 

另外，没有被认定为水俣病的人，如果水俣病发生当时，生活在水俣病发生区域，

吃了大量水俣湾以及周边海域的鱼，并且有手脚感觉迟钝症状的人，对这些人也给予

医疗补助。这些举动是为了解除熊本县和鹿儿岛县居民对身体健康方面的不安。（水俣

病综合对策医疗机构） 

 

                                                                                                                                                                                       

                                                                                 

                                                                                 

                                                                                 

                                                                               



 

 

1122    政政府府的的解解决决政政策策和和对对被被害害者者的的救救济济 

【没有被认定的人们为了得到救济进行了长时间的交涉，最后结果如何？】 

 

水俣病经历了很长的岁月，要求救济的受害者们也都年事已高，大部分患者已

经离开人世。法院做出的决定是这样持续下去的话花费时间太长，停止诉讼以合谈

的方式进行解决。 

患者们也希望在有生之年解决此事，1995 年以合谈的方式，政府制定了解决

方针。 

以此方针为基准，水俣病发生当时，居住在水俣病发生区域，吃了大量水俣湾

以及周边海域的鱼，并且有手脚感觉迟钝症状的人，对这些人由氮公司支付现金 260

万日元，并且从行政机关得到相应的医疗补助。 

【救济对象人数 11.540 人…1997 年 8 月 1 日現在的最终确定人数】 

※ 救济对象人数是生存者和死亡者的合计人数 

 

 

大多数的受害者同意了政府的解决方案，并且停止了一切诉讼。但是，另一方

面从水俣搬到关西的受害者们，提出由于国家和县没有下令停止排放废水，而导致

受害扩大。他们开始了追究国家和县责任的诉讼。 

并且，2004 年 10 月 15 日，以国家和县应该对工厂废水排放进行阻止但没有

实施为由，最高法院第一次对国家和县进行审判。受害者们期待能过这次审判，可

以追究国家和县的责任，并希望国家和县可以尽早制定救济方针。 

『追究国家与县的责任，希望他们可以进行发自内心的道歉』『对所

有水俣病患者进行救济』对于怀着这种的信念受害者们来说，现在政府

的救济方针还不是他们所希望的方式。政府发表救济政策的同时，为

争取更加完善的救济政策，这场战争仍在继续。 
但当时做了一个非常痛苦的决定，就是停止患者团体的诉讼和交

涉，同意政府提出的解决方案。 



 

 

 

1133    处处理理被被水水银银污污染染的的鱼鱼以以及及水水俣俣湾湾填填埋埋工工程程  
【被水银污染的鱼和海如今变化成什么样了？】 

 

从 1932 年到 1968 年的 36 年，氮公司一直排放着含有水银的废水。在这段时

间里，混在工厂废水中流到水俣湾的水银里是 70～150 吨，另外在水俣湾的海底还

有大量含有水银的淤泥，以及被水银污染的鱼。 

熊本县于 1974 年，为了不让被污染的鱼游到外海，在海中设置间隔网，并且

开始清除被污染的鱼。之后，1997 年为止设置间隔网的 23 年间，共打捞出 487 吨

的鱼，并进行处理。 

另外，取除水俣湾海底含有水银的淤泥，并且在亲水护岸的内侧开始了填埋

工程，用时 14 年花费 485 亿日元，1991 年工程顺利完工，填埋地面积为 58.2 公顷

（相当于东京球场的 13.5 个）。现在，被命名为「环保公园水俣」，是一个以环境

和健康为主题被绿化得很漂亮的公园。 

 

 

 

 

 

氮公司水俣工厂
工厂废水

水俣市立水俣病资料馆

熊本县环境中心

国立水俣病情报中心
环保公园水俣（水俣湾填埋地）

亲 水 护 岸

水俣湾



 

 

1144    填填埋埋后后的的水水俣俣湾湾  
【现在水俣的海变成什么样子？】 

 

工程结束之后，水俣湾里的鱼体内的水银浓度也慢慢变低。1997 年，熊本县

发表了「水俣湾的鱼贝类安全宣言」，设置在水俣湾入口号的间隔网也全部被取除。 

并且，重新开始了渔业，可以在水俣湾钓鱼，游泳，而且出现了很多漂亮的

珊瑚。 

现在对水俣湾里鱼和海水的水银浓度调查虽然还在持续，但是，海的安全性

已经得到证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