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吴登明生前经常要进行排水口的取样检测工作，通常在接到举报和投诉后，他就将举报内容记录在
笔记本上，在实地调查后向相关部门反映

People10 人物
２０13．7.23 星期二 责编：闫冰 美编：王坚

一位老人的环保执着
� � 他是重庆第一个民间环保
组织重庆市绿色志愿者联合会
会长兼创始人；他被称为“绿林
好汉”， 年过七旬带领着环保
NGO 打赢了我国民间环保组织
公益诉讼第一案；他的一次举报
曾经带来了全国范围内的关注
和“禁伐令”的催生；他的一生身
体力行，检测水质，保护了树林
万顷。 他是吴登明。

7 月 19 日，这样一位坚守在
公益环保路上的老人因病去世，
享年 73 岁。

连日来，有近千名市民以及
来自全国各地的网友、环保志愿
者、环保协会或民间环保组织代
表去悼念这位在生命的最后时
刻仍牵挂着环保事业的老人，甚
至包括重庆民丰化工厂在内的
至少 5 家曾被吴登明“整”过的
企业也派了代表，以感谢他有力
地促进了企业转型升级，推动了
企业发展。

回顾这位老人的一生，从他
为环保事业执着奔走的路上，我
们也能梳理出民间公益组织环
保进程中几个具有重要意义的
节点。

一次举报带来全国性 “禁
伐令”

事实上，环保并非吴登明的
本业。 1940 年出生的他，在云南
部队当过文化教员、 侦察兵，后
任排长、副连长、作战参谋等职，
还参加过抗美援越，后转业到重
庆大学工作。

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 吴登
明以绿色志愿者身份从事民间
环保活动， 曾 20 多次深入长江
上游川南、川西天然林区进行调
查，呼吁保护天然林；他曾组织
上万志愿者在中梁山火烧迹地
植树 10 万多株，让 500 亩火烧林
披上了绿装。

1995 年，吴登明创办重庆市
绿色志愿者联合会， 然而年轻气
盛的他， 却因为缺乏环保专业知
识，看到破坏环境的行为，就一味
指责，常常好心办坏事，被当时的
环保专家笑称为“绿林莽汉”。

1998 年 4 月，吴登明邀请几

位志愿者到川西洪雅一带考察，
洪雅原始森林是全国第四大天
然林场，占地 108 万亩，其中 90%
以上是百年古树，曾是长江上游
防止水土流失的天然屏障。 可他
看到的是沿途光秃秃的山丘、遍
地的树桩，原始风光因为乱砍乱
伐大多已不复存在。 从小在嘉陵
江畔青草坡绿色森林边长大的
他，心疼不已。 于是，他请来央视
媒体，却因为自己的草率，当面
指责伐木方的不是，导致暗访行
动失败，对方态度嚣张地砸碎了
记者们的设备。

这一次事件，大大刺激了吴
登明。 他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环保
知识不够牢固，回家重新做好了
功课，再次带着央视媒体实地暗
访。 汲取了上次的教训，这次暗
访很顺利，洪雅县乱伐事件轰动
全国。

事件曝光后震惊全国，四川
随后出台《全面禁伐天然林》的
决定， 并减免了森林山民的赋
税。 紧接着，全国 10 多个省份也
纷纷下达森林禁伐令， 国务院、
国家林业局相继出台了严厉的
森林保护法规，全国许多林场受
此影响，就此封山。

揭露洪雅乱砍滥伐违法事
件后，吴登明断了一些伐木者的
财路，有人对他恨之入骨，吴登
明接到多个“死亡威胁”电话。 洪
雅当地的朋友告诉他，当地有人
曾想派人暗杀他，让他赶紧出去
躲一躲。 他说：“我行得正坐得
端，不怕！ ”

对于环保的坚持，吴登明也
曾带着中国民间公益环保者的
标签从国内走向国外。 2002 年，
吴登明作为民间 NGO 环保志
愿者应邀出席南非的联合国可
持续发展首脑高峰会，这次峰会
有全球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政府首脑参加，他在会上有机会
作了两分钟的发言：“环保不分
种族、信仰、国界。让环保改变社
会秩序和价值观，改变消费习惯
和生活方式。”在会上，他曾向美
国表示抗议，因为美国表示要退
出《京都议定书》，不再履行减少
排放温室气体的义务。他的抗议

引起大会轰动， 许多人睁大眼
睛、伸长脖子，看着这个大胆的
中国老头，不少与会者报以热烈
的掌声。

公益诉讼第一案

2011 年 6 月，云南陆良化工
厂被爆将五千余吨重毒化工废
料铬渣非法倾倒在曲靖市麒麟
山区，导致珠江源头南盘江附近
水库水体遭到严重污染。 吴登明
所在的绿联会联合自然之友，打
赢了我国民间环保组织提起的
公益诉讼第一案，这是一起耗时
一年的铬渣污染诉讼案。

陆良化工厂位于珠江源边
上，属民营企业，主要生产铬盐，
但没有环保设施。 当地牲畜食用
了珠江水，皮肤溃烂，甚至死亡，
农户出现身体不适。 同年 7 月，
吴登明赶往陆良化工厂调查，可
当地为求经济发展，污染问题未
能得到解决。

2011 年 8 月， 自然之友、重
庆绿联会委托公益律师前往调

查取证，向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
提起环境公益诉讼。

法院立案了， 我国针对环
境损害评估的权威性标准、机
构都相对滞后， 对于缺乏经济
支撑的民间环保组织来说，调
查步步受阻。

吴登明算了算账，这起诉讼
仅环境鉴定费、评估损害费等就
得花上几十万元，民间组织哪来
那么多钱？ 为此，绿联会不得不
和自然之友四处筹款。 另外，民
间组织条件有限，甚至连单一的
指标分析依靠的设备都拿不出，
取证十分困难。

此时， 一个念头在吴登明脑
海中闪过：铬渣治理，重庆不是有
个很好的范本吗？当年，位于井口
的民丰化工厂铬渣和含铬渗滤液
污染严重，通过一系列治理，2010
年该厂 62 万吨铬渣全部安全处
置。 吴登明等志愿者一边向当地
介绍民丰化工厂的成功案例，一
边游说大家前往重庆参观。

2012 年 5 月，云南省环保厅
等来到重庆民丰化工厂实地考

察，随后，该案在法庭的组织下
进入调解。 12 月 28 日，在法庭组
织下，双方初步达成调解协议草
案：被告愿意承担环境侵权的全
部法律责任， 包括停止侵害、消
除危险和环境修复的法律责任
与经济责任，同时愿意接受包括
原告在内的公众监督及第三方
审核。

官司打赢了， 重庆绿联会、
自然之友志愿者没有拿一分钱
的补偿，这些补偿在进行环境损
害评估后，将全部用于当地环境
治理。

在打这场特别官司的同时，
2012 年 8 月，人大常委会正式通
过民法修正案，增加公益诉讼内
容。 这个案子也成为民诉法增加
公益诉讼条款后的一起典型公
益诉讼案件。

打这场公益诉讼的目的，吴登
明的心中自有一个标准，就是要促
成企业和当地政府对环境保护的
觉悟和认识，并依法开展环境治理
和监管。 这就足够了。
（本报记者 闫冰根据公开报道整）

在北京的一个普通老百姓
家庭里，养着鱼，养着鸟，养着
狗， 在这么一个看似充满了生
机的家庭里， 却有着不为人知
的辛酸故事。 这个家庭里的独
生子张明出生就身患 6 种疾
病，3 岁半的时候被确诊为脑
瘫， 曾被医生预言活不过 12
岁。 在那一瞬间，张明的母亲绝
望了， 她能想到的唯一解脱方

式就是死亡， 在她都走到了护
城河边的时候， 对家人的眷恋
最终打消了张明母亲寻死的念
头……

所幸的是， 张明没多久就被
父母发现了有唱歌的天赋， 小小
的他就能跟着电视哼出一首完整
的歌。 在备受煎熬的按摩过程当
中， 哭得撕心裂肺的小张明一听
到音乐就能莫名地安静下来。 一

家人省吃俭用攒了两个月钱，买
下了一台小收音机， 成为了教会
张明说话和唱歌的第一位老师。

从那以后，这个并不富裕的
家庭就走上了坚持培养脑瘫儿
子的路，父母每年攒钱为张明治
好一种病，还坚持请声乐老师教
张明唱歌。

2004 年， 张明终于站上了
他最爱的舞台上唱歌，在唱歌比

赛中获得了不错的成绩之后，开
始陆续接到演出邀请。现在的他
已经能靠这些演出自食其力，不
用再让父母背负沉重的经济负
担。 舞台上的他到底表现如何
呢，父母又为何总是在台下泪流
满面…

如今， 张明已经活到了 28
岁，他有歌唱的梦想，他记忆力
超常，他在父母的培养和保护下

一直单纯而快乐。到底他还能站
在他最爱的舞台上多久，我们都
不得而知，但祝愿这个家庭能一
直这么乐观下去，为其他有着同
样际遇的家庭传递一种精神的
力量……

更多公益故事，敬请关注每
周日 12:07 播出的旅游卫视与
公益时报合作推出的 《善·行天
下》栏目。

善·行天下 公益纪实
———唱出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