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口述/张伯驹 整理/本报记者 李庆

２０15．12.8 星期二 责编：高文兴 美编：王坚

Readme 自述10

面对雾霾，我们不能只等风来

推动大气污染源的信息公开

雾霾最核心的来源是工业
污染，近年来“自然之友”主要推
动和开展工业污染排放的合法
性和公众监督的有效性方面的
工作。

在我们看来，雾霾的治理绝
对不是一个单向的、自上而下的
工作，也不是光由政府来承担的
责任，应该有公众的参与和自下
而上的力量参与进来。 而有效的
公众参与离不开两点，第一是公
众得有能力和空间参与；第二是
要有足够的信息公开来作为保
障，让公众有这种知情权。

2013 年 ，自然之友 、阿拉善
SEE 基金会、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
牵头和多家环保组织一起，推动
“全国重点污染源排放企业的在
线污染排放实时监控的信息公
开体系”。

此前，全国重点的污染源企
业已经加装了在线排放监督的
设备，可以实时看到企业的排放
情况，但是这种排放的清单和排
放的数据并没有让公众看到。 我
们所推动的工作就是希望让更
多的公众看到这种污染源的排
放，看到到底是哪些污染源在做

哪些排放。
现在，国内所有的重点监控

企业的污染物排放情况都实时
公开在网上，公众可以通过这种
公开的信息监督企业的污染物
排放。

在立法中为公众发声

公众的参与必须有足够的
法律和政策的支持 ， 从 2012 年
到现在，自然之友一直非常积极
参与中国的大气污染防治的立
法过程，我们在立法的不同时间
段， 搭建了公众意见的入口，让
公众能够参与到立法过程中来。

从 2013 年起，自然之友就数
次参加《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
例 》征集意见会和听证会 ，持续
建议增加信息公开、公众参与和
公益诉讼等方面的规定。

2014 年年初，自然之友发起
“我为 《大气法 》修改提建议 ”的
倡议活动，面向会员和通过微信
微博面向公众征集意见和建议，
并将这些公众意见整理提炼，和
自然之友的修改意见一同提交
环保部和全国人大法工委。

2014 年 9 月 ，《大气污染防
治法》 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
我们通过各种渠道把我们的观

点发表出来给公众进行说明，并
帮助公众了解参与的方式和渠
道。同时，我们集合各地 NGO 伙
伴共同行动。

在国家 《大气法 》意见征集
过程中，我们也搜集整理出了全
国各地公众对于《大气法》的 100
多条意见。

最终，我们把公众的意见建
议，连同自然之友和协作的环保
组织、学术机构的意见和建议送
达立法机关。 《大气污染防治法》
在最新的征求意见稿中采纳了
我们的数条建议 ，当然 ，我们还
在为推动该法在公众参与和法
律责任部分的进一步明确而继
续努力。

成立环境公益诉讼团队

即便大气有立法，有污染排
放的信息公开 ， 也有公众的监
督，但是仍然有一些企业违反规
定，一意孤行地排放污染源怎么
办呢？ 我们有专门进行环境公益
诉讼的团队，我们会把这些污染
的企业告上法庭，通过司法的手
段去解决问题。

随着今年新的环境保护法
正式实施，我们也发起了一起关
于大气污染的案子，排放污染的
企业已经公开致歉，并承担了整
个污染治理的修复和赔偿的费
用，达成了诉讼的目的。 接下来
我们还会针对大气污染的很多
元凶持续地通过法律的手段，包
括自然之友的律师、周边的专家
志愿者都会在这个过程中通过
司法的力量让破坏大气环境的
凶手得到应有的惩罚，并且提升
违法的成本。

向公众科普雾霾知识

我们去年开始做了一个叫
“蓝天实验室” 的公众行动倡导
项目 ，连接青年科学家 、专业人
员和普通公众，让公众一起参与

进来，做了很多实验和科普类的
研究 、视频 ，希望把枯燥的数字
转化为生活的点滴，帮助大家科
学、积极地与雾霾相处。

“蓝天实验室 ”并不是一个
科学实验室，而是把一些年轻的
科学工作者和一些专业人士以
及广大的受雾霾之苦的公众联
合起来 ，通过多种活动 ，比如测
试不同的交通工具中的 PM2.5、
自制空气净化器、测试家中的各
种绿植对 PM2.5 吸收的能力、不
同雾霾天气使用什么样的交通
工具更适合出行、家里种植什么
绿植可以更好地吸收、怎么样可
以更好地防护自己等等。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些
工作让更多的市民参与进来，通
过这些有趣的、不枯燥的活动慢
慢地去认知雾霾，慢慢地知道怎
么去保护自己，并且了解雾霾的
由来， 做到先从保护自己开始，
逐渐地成长为愿意为了蓝天而
行动的积极公民。

让公众身体力行参与治霾

防治雾霾可以从每个家庭入
手，具体怎么做呢？

我们发起了一个项目 ，让公
众身体力行地参与到雾霾治理
当中的，叫做低碳家庭。

这个项目已经开展六年了 ，
在这六年的时间里，自然之友的
“低碳家庭” 项目在北京通过参
与式的方法去帮助这些家庭，自
主地去检测家庭能源的使用效
率， 通过专家的一系列协助，自
己给自己制定家庭提升能源效
率和能源改造的方案并按照方
案去实施。

在北京，截至目前已经有 72
户家庭完成了这样的改造，我们
可以看到这种改造的过程在不
影响生活舒适度的前提下，可以
平均节能超过 30%。

所以我们一直想去证明一
个观点，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带来

改变 ，每个人的生活方式 、消费
模式和家庭观念的变化，都可能
会推动环境污染的变化。

加强公众的传播

面向公众的科普工作 。 无
疑， 每个人都是雾霾的受害者 ，
但是更多的人是埋怨，而不知道
自己能做些什么。 我们认为，雾
霾问题的解决，还需要每个人认
识到自己的生活方式直接或间
接制造了更多的雾霾，进而才有
可能采取行动来改变，小到随手
关闭电源 、少开一次车 ，大到参
与环境信息公开、 污染源调查 、
参与立法等等。

我们从 2013 年初开始 ，组
织了 “我为北京争口气 ”、给骑
车人送口罩等活动 ， 呼吁公众
重视雾霾 。 一年过去了 ，我们注
意到 ，公众对雾霾的成因 、对自
身的健康防护了解得还不够 。
于是我们在去年制作了微信版
的 《公众防霾手册 》，以对公众
的健康防护为主 ， 提示公众如
何获得空气污染信息 、 如何理
解数据和在不同空气污染条件
下如何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 。
今年 10 月 ，我们对这部手册进
行了修订发布 。

《公众防霾手册 》的具体内
容就是从雾霾对身体健康有什
么影响 ， 谈到怎么知道空气是
污染状态了 、空气污染的分级 ，
环保监测部门发布的 AQI 指数
应该怎么解读 ， 谈到不同的污
染物对身体的影响 、 哪些人应
该特别防护 ， 保护自己和家人
的健康 ，可以做哪些事 。 我们还
给大家推荐了一本在雾霾严重
到不能出门时可以读的书 《洛
杉矶雾霾启示录 》。 这本书里面
记录的很多情节 ， 和如今的中
国非常相似 。

希望这些工作能够唤起社
会对雾霾的重视，让公众身体力
行参与治理雾霾的工作。

� � 2015年 12月 7月，星期一，雾霾天气。大风走了，
雾霾又回来了。 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发布橙
色预警，7 至 9 日为空气重污染，提醒大家做好健康防
护。

而一周前的 11 月 30 日，马云、比尔·盖茨、扎克
伯格等 27 名全球知名企业家联手发起了“清洁能源
研究计划”，成立“突破能源联盟”，投资数十亿美元用
于清洁能源研发。

眼下， 第二十一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1)
也正在巴黎召开， 本次大会将完成 2020 年后国际气
候机制的谈判，制定出一份新的全球气候协议，以确保
强有力的全球减排行动。

面对气候和环境的日益严峻， 政府和企业都在行
动。那么公益组织可以做些什么呢？为此，《公益时报》记
者专访了长期致力于环保工作的自然之友总干事张伯
驹，一起来听听他怎么说。

自然之友总干事张伯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