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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社会不公、恶人跋扈、蒙冤无助

时，什么力量让无力者有力？什么力量

让悲观者前行？什么力量让我们泪流满

面？什么力量让我们抖擞精神不愿放

弃？身后的家园，脚下的土地，有一种

力量驱使我们不断寻求正义，不断寻求

希望。有一种力量驱使我们不断学习，

不断成长。因为，我们是我们的希望，

我们是我们自己的救世主。

我们一定是我们自己家园的守护

者，我们一定是我们自己土地的保卫

者。无论时间地点，在每个环境污染的

叙述中，我们都能听到看到来自污染受

害者们自己的努力抗争。也许改变已经

幸运地发生，也许改变还需要耐心的期

待，但我们在乎，我们表达，我们行

动，我们就能有创造改变的可能。

污染受害者权益维护能力建设是绿

色和平鼓励、支持公众，尤其是正深受

环境污染之苦的公众更深入地合法参与

环境保护工作之一。绿色和平希望通过

这项工作帮助更多环境污染受害者更有

效地合法向外界传达他们的信息，他们

的需求，更有效地帮助这些受害者与政

府、媒体、律师沟通并寻求问题的解决

方案。

能力建设手册由绿色和平工作人员

根据工作经验写作或委托专业人士写作

完成，力求用最通俗的语言帮助污染受

害者提高维护权益过程中需要的各种技

巧。手册内容分为系列：首先从材料写

作说起，因为一份清晰易读的材料是大

部分污染受害者与外界沟通的最重要工

具；后续的能力建设内容将细化深入至

各单项内容，包括：如何调查污染情况

并保留证据、如何与政府部门沟通、如

何与媒体记者沟通、如何与律师沟通、

如何通过法律渠道保护自己的权益等。

因为土地，才有我们；因为爱土

地，才有和谐的人与自然。希望我们的

工作能帮助爱土地的人们有更多的力量

前行不放弃。

绿色和平污染防治项目主任
岳毅桦

2007年9月

联系方式:
 

北京：北京朝阳区朝外大街吉庆里
蓝筹名座E座2区19层 (邮编：100020)

电话: +86 10 6554 6931       
传真: +86 10 6554 6932 

广州：广州越秀区中山五路219 号
中旅商业城 19楼一单元1902 (邮编：510030)

电话: +86 20 8327 9110       
传真: +86 20 8327 9105  

www.greenpeace.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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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的化工厂就开在村头，原本

清澈的小河如今恶臭难当，农作物的叶

子蒙上了厚厚的灰...”

“村尾的矿场在地下采矿十多年，

门前的老井水位越来越低，田里耕种的

被迫从水稻换成旱稻...”

“上游来水总漂着奇怪的白沫，家

里的井水喝起来有股怪味，壶里还总有

厚厚的白垢剩下...”

环境污染可能已经影响了我们每天

的生活，不再清洁的水甚至可能已经影

响了我们的身体健康和收入......你想向别

人倾诉你的遭遇，你想向政府反映村庄

的情况，你想对记者描述你的生活，你

想写一份详细的材料却不知如何下笔，

怎么办？

一份好的材料可以让从没去过你村

庄的人与你感同身受，一份好的材料可

以让不清楚背景情况的记者掌握丰富的

信息，更重要的是，一份好的材料可以

让相关政府部门掌握准确和全面的信息

以更快地帮助你解决问题。

那么，什么是一份好材料呢？如何

才能做到条理清楚，信息丰富，要求明

确呢？本手册写作者基于工作经验尝试

列举出一些基本要素，希望能帮助众多

污染受害者更好地与外界沟通，更清楚

地表达自己的诉求以增加解决问题的可

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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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有太多情绪性的语言

要用事实说话

生活受到影响，觉得委屈难过甚至

生气是很自然的，但这种情绪，尤其是

愤怒的情绪，并不能帮助解决问题。我

们要注意避免在材料中，尤其是给政府

部门的材料中，过多的使用“责骂性

质”的语言，例如“官商勾结!官官相

护！鱼肉百姓！”等。因为政府部门或

记者最需要的其实是具体的信息，过多

情绪性的语言反而会让阅读者对你提供

的信息真实性产生怀疑。

用事实说话的意思是相对于“情绪

性”“评述性”的语言，你要在材料中

提供尽量多的具体信息，包括时间、地

点、人物，做了什么，怎么做的这基本

五要素。要想象读材料的人完全不了解

情况，所以你必须提供尽量多的详细信

息来说服他接受你的观点。

一 定 要 小 心 使 用 情 绪 性 的 语

言！——侮辱性语言有可能被控告为损

害对方的名誉权！

1

Brochure004.indd   2 3/10/08   2:50:17 PM



3

不要象“老太太的裹脚布-又长又臭”

要按照时间顺序组织文章

有太多的事情想告诉别人是不是？

有太多的情况担心别人不知道是不是？

很多污染受害者写材料容易犯的毛病是

堆积材料，并且想到哪写到哪，第一句

话还是1995年的事情，下一句就是上个

月村民去找政府投诉。这样的结果是造

成读材料的人感觉很混乱，不清楚事情

的进展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要 用 事 实 说 话 ， 但 又 不 能 堆 积 材

料，那到底应该如何在材料中把事实说

清楚呢？按时间顺序组织文章是一个比

较好的方法。从工厂建立前、工厂建

立、工厂建立后、村庄和村民受到的影

响到与政府的沟通，详细写出每个时间

段发生的事情，这样可以让看材料的人

比较容易了解清楚事情的发展过程。

具体在每个时间段中应该写入什么内容

呢？再次强调，是工厂污染的事实！如

何组织内容在下面的范文部分会说的更

详细一些。

不要用太多“随意”词语

数字地址地图等信息要尽量准确

写材料毕竟与平常说话、侃大山、

吹牛皮、摆龙门阵不一样，我们必须表

现出材料的严肃性，才能让看材料的

人更容易接受我们的观点。那么什么是

不“严肃”、过于“随意”的表达呢？

大家要记住，所有的数字、具体人名、

地名包括地图都是必须严肃处理的。不

要随意的使用“很多”“大量”“有人

说”“全部”这种词汇，而是尽可能的

用具体的数字和具体的人名、地名。另

外，如果需要，画地图也是一个很好的

方法，地图可以让人直观的了解到污染

工厂在村庄的位置，与河流的位置，工

厂的排污口有多少个，在哪里。这些都

是能方便政府部门执法的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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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部分是作者假设某工厂在某村进行生产污染了环境，影响了村民生活，

以受害村民的语气写的一篇示范材料。作者尽量写入了实际中可能会发生的

多种污染情况。解读部分对于作者为什么要这么写，为什么文章的结构是这

样进行了更详细的解释，希望能帮助读者理解并联系自己的实际情况而写出

自己的材料。

2

范文 解读

封面：（针对特殊的对象使用，可以不写）

××政府：

我们是××市××县××村的居民，××工

厂自××年在我们村建厂后，其生产过程

中排放的废水严重影响了我们村的农业生产

和村民生活。我们村的水稻今年因为污染减

产××。我们与××工厂进行过多次合法沟

通，但情况一直没有得到改善。请政府部门

关注，帮助解决我们的问题。

 

××报纸：

我们是××市××县××村的居民，××工

厂自××年在我们村建厂后，其生产过程

中排放的废水严重影响了我们村的农业生产

和村民生活。××年至今，我们与工厂进行

多次沟通，但情况依然没有得到改善。上个

星期，×月×日，连续3天的降雨使××工

厂的污水池污水溢出浸过我们村的××亩

稻田，全部作物一夜间死亡，经济损失××

元。希望新闻媒体关注这件事情，曝光××

工厂的污染行为，帮助我们解决问题。

封面是根据你递材料的对象而特别写的，如

果你递材料给政府部门，你可以在封面中特

别提到与这个政府部门有关的内容。如果是

给记者，你也可以特别提到最新的消息等，

这些是记者特别感兴趣的。

这样的好处是你的材料正文内容可以只反映

污染的情况，而不需要特别针对谁而写。

如果你不是特别的写材料给谁看，封面就可

以不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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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 解读

正文题目：

情况反映：××工厂在×市×县×村（× 大

队）排放污水废气造成污染

题目是很重要的，是读材料的人第一眼看到

的文字。所以，应该将基本的信息都尽量

写在题目中，让阅读者对于材料的内容有概

念。

第一段：

我们是×市×县×村的居民，××工厂在我

们村排放污水废气造成严重污染，不仅影响

了本村的农业生产，还影响了居民的日常生

活。我们请政府部门予以重视，要求××工

厂尽快改造工厂的污水废气处理设施，还村

民一个清洁安全的生活环境。

材料的第一段，我们应该简要的概括整篇材

料的内容，包括污染企业的名称，污染情

况，造成的影响，对政府的要求等。

污染前情况介绍：

××年××工厂来我村建厂之前，我们村

有常住人口××（数量），主要农业作物

××，年产量××。××河流过村庄，河上

有××养鱼户，养鱼××斤，年收入××

。××年以前，本村居民喝的是××水，水

质良好，村里无一例癌症患者。

这一段是描述工厂设立前村民的生活环境。

如果工厂设立后，你的生活环境发生了很明

显的改变，那么你应该在这一段中多描述一

些以前的情况，以和工厂设立后的情况形成

比较明显的对比。

例如，工厂设立后，因为污染的原因，很多

村民搬走了，那么你就应该在这一段中提到

以前村里的常住人口有多少。

例如，工厂设立后，村里出现了很多奇怪的

病，癌症病人也多了很多，那么你就应该在

这一段描述以前村民的身体情况，例如从没

出现过癌症患者等。

例如，工厂设立后，因为工厂的污水，河里

再见不到鱼了，养鱼户的生意也受到很大影

响。那么你就应该在这一段描述以前河流的

情况，养鱼户的规模等。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1. 能用具体数字的地方尽

量用数字；2. 这一段只是描述以前的情况，

不要想到哪写到哪，又把现在的污染情况混

在一起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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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 解读

污染情况：

19××年至今，××工厂来我村建厂后，我

村的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污染情况的介绍千头万绪，从哪里说起呢？

最能让人明白的方法就是分类再分类。分类

的方法也有很多种，根据实际情况而决定。

这里举的例子是按废气、污水、废渣、健康

影响来分。

1. 工厂情况介绍

据了解，××公司主要产品为××，原料来

源是××。××公司以前在东南地区××市

开厂，因污染问题被该市关闭，因此迁来我

处，但工厂的治理污染设施并无改善。

因为工厂就开在你的村子里，工厂有很多基

本情况是政府不了解而你却有机会知道的，

另外，这些基本情况对记者也是很有用的

信息。这些信息包括：工厂背景、股东、老

板、工厂产品、生产过程、工厂历史等。

2. 工厂废气污染情况

××工厂离最近的民居只有200米，离村小

学500米。工厂自生产起不断排放味道浓重

的废气，气体有浓重的硫黄味（臭鸡蛋味）,

每天都弥漫在村子上空。村民普遍反映，在

这种气味中劳动1小时就会头晕。

从××年开始，村民不断与××工厂和相关

政府部门进行沟通，××年后，工厂开始采

取了一些措施控制废气的排放，白天在村里

味道确实淡多了。

但每天夜间12点后，却出现了工厂加大废气

排放量的现象，有多名村民反映，凌晨4点

经常被臭气熏醒。

××工厂排放的废气和粉尘还严重影响了我

村的农业生产。××年后，我村种植的农作

物叶子上长年积着大约2毫米厚的工厂排放

出来的粉尘。这些粉尘不仅影响了农作物的

生长，还影响了本村农作物的销售情况。

与工厂排放废气有关的情况，包括工厂排放

废气的时间，废气的状态例如颜色味道等，

废气对人健康和农作物的影响等。还是要强

调的，尽量用具体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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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 解读

3. 工厂污水污染情况

××工厂就建在××河边。××河是长江的

一级支流。××工厂在后墙有3个排污口，

污水被直接排入河中。污水流过的植物都呈

现明显的黄色。

在××工厂排污口的上游500米就是××县

城的取水口，下游5公里就是××县城的自

来水取水口。

本村原有××户养鱼户，他们××年以前在

×河放养鱼箱××（数量）.××年，××工

厂排放的污水因潮汐倒流污染了鱼箱所在河

面，造成××斤鱼一夜间死亡，养鱼户损失

××元。

与水有关的情况很多，如果可能的话，也可

以再分类进行叙述。例如工厂的排污情况-

排污口、污水颜色味道、排污时间、污水

量；河流的污染情况-排污口上下游情况、

是否有城镇取水口、是否有养鱼户受到影

响、是否有农业种植受到影响；村民的生活

用水-生活用水来源是否受到污水影响、如

何受到污水影响；其他情况-例如是否有政

府部门来取过水样、你知道化验的结果吗、

是否有其他事例能说明污水影响情况的。

与政府和工厂的沟通：

从××年开始，村民××、××等开始与

××县环保局××联系，向政府报告本地污

染情况。在××年××月××日，××县环

保局组织××工厂代表××与本村代表××

在××工厂办公室开了一次沟通会议。××

工厂在会议上承诺将改善工厂的废气和污水

排放设备。从××年××月开始，工厂的废

气排放情况确实有所好转，但是污水排放仍

未有改善。而从××年××月起，村民发现

工厂开始在半夜12点后集中排放大量废气。

村民代表××与××于××年××月再次与

××县环保局××部门进行沟通，但至今未

收到回复。××年××月，村民代表将问题

反映至××市环保局××部门,但至今也未收

到回复。

将所有与政府相关部门和工厂的沟通情况详

细记录下来，包括时间、地点、人物、沟通

内容、沟通结果等。这些情况对于帮助更上

级的政府部门处理工作甚至追查责任都是很

重要的材料。

要强调的是，因为这块内容的重要性，所以

对信息的准确性要求更高。你必须确认你所

写的信息是真实的，最好的情况是你手上还

有相关材料的复印件以保护你自己。

如果有情况，例如人名或时间记不清楚了，

千万不能编造，就只能不写或是写大概的

时间。材料的准确不仅能有效地帮助解决问

题，也是保护你自己的重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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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 解读

最新情况：

到今天为止，××工厂在我村的污染情况并

无根本改变。村民的生活和农业用水仍然饱

受污染困扰。××工厂废气造成的臭味和粉

尘问题也依然严重地影响村民。

我村原有居民××户共××人，××年至

今，有××户共××人因污染而搬离。现村

庄常住人口不到××人。

最新情况这一段是说明现在情况的，它有两

个目的，一是说明污染情况至今仍仍然很严

重，所以相关部门应该尽快采取措施；二是

对记者来说，最新的情况总是最重要的，他

们感兴趣的总是“现在”。

如果有在最近1-2个月内发生的事故或是其

他最新情况可以补充写在这里，最好有多一

些细节信息。

结论：

××市××县××村村民希望××县环保

局、××市环保局及其他相关政府部门关注

××工厂在本村的污染问题：

1. 在××年××月××日前抽取××工厂污

水、××河流样本、村民饮用井水样本进行

化验并公布化验结果；

2. 在××年××月××日前组织政府、工厂

和村民代表的三方座谈会，讨论工厂整改方

案，并邀请媒体参加；

3. 在××年××月××日前落实××工厂的

环境整改方案

结论这一段应该清楚地提出自己的要求。不

应该只写要求政府关注之类的话，应该写清

在什么时间政府应该给出什么回应，做出什

么行动等。

署名：

××市××县××村村民

××年××月××日

签名

署名尤其是日期是一些受害者写材料时经常

忘记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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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 解读

附件一：地图

如果可以的话，将工厂与村庄的地图画下来

是很方便政府或记者更清楚地了解情况的。

附件二：污染事故列表

1.××年××月××日，××工厂污水漫过

本村村民在××河上的养鱼场，导致××鱼

一夜间死亡。

2. ××年××月××日，一场雨水将××

工厂堆积在×山上的废渣冲向山下的农

田，××亩田在被废液浸泡一夜后全部死

亡，涉及××户农户，经济损失××元。

3. ××年××月××日，××工厂在晚上12

点后大量排放废气。当夜正好下雨，在第二

天早上，村子的水塘、沟渠甚至路边都见到

一层黄色粉尘，情况可怕。

这个部分也许只是重复你在材料正文中提到

过的信息，但将事故重点抽出来以时间顺序

列在最后可以给人更强烈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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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述法律条文，突出企业违法事实

因为我们并不是政府执法机构，所以理

论上，我们是不能随意评价一个企业是

否有违法行为的。但我们可以将法律条

文中的一些内容挑出来，与污染的企业

行为进行对比，这样不用我们说，阅读

材料的人很容易就会对企业是否有违法

的事实有一个判断了。

例如《水污染防治法》中第二十条规

定，禁止向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一级保

护区的水体排放污水。如果你能在材料

中将企业的排污口位置描述清楚（或者

通过地图），让阅读者清楚明白排污口

就在水源保护区内，那么企业的违法行

为就是很明显的了。

例如《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一条规

定，除国家规定需要保密的情形外，对

环境可能造成重大影响、应当编制环境

影响报告书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

当在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书前，

举行论证会、听证会，或者采取其他形

式，征求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的意

见。如果有一个大型化工厂要开在你

居住的密集人口聚集区（例如城市）附

近，而这个化工厂的建设单位从来没有

以任何形式向公众公开它的环境影响评

价书，这个建设单位的操作是否合法就

很值得质疑了。

（与法律有关的更多信息会在以后的能力建设手册

中以专题论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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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提示 一
与政府和记者沟通的小技巧

无论任何沟通、与谁沟通，我们的

目的都是希望在沟通结束后对方能接受

我们的意见。

与政府部门沟通，我们希望他们能

重视污染情况，尽快采取措施；与记者

沟通，我们希望他们能写出相关的新闻

报道。

那么有什么小技巧能够帮助我们沟

通成功呢？最重要的技巧之一是你要站

在对方的角度上去考虑问题，努力推测

什么是对方最感兴趣的，是对方最在乎

的。

例如说记者最感兴趣的总是新闻背

后的那些小故事：这个污染企业是从广

东搬过来的？这个污染企业背后的老板

是个美国人？镇里的领导因为担心污染

从来不在镇里过夜？昨晚下雨后镇里河

沟边留下了大片黄色的粉尘痕迹？因为

没有水，村里的农田都用水泥筑田埂？

这些小“故事”都是最能绘声绘色表现

出污染情况的素材，也是记者最喜欢听

的，最希望能写在自己文章里的内容。

我们与记者沟通时，可以尽量用这些细

节去吸引他们，会有很好的效果。

而 政 府 部 门 ， 根 据 过 往 的 工 作 经

验，他们通常比较容易接受类似“解决

方案”的提议，例如建议召开政府工厂

和村民的三方联合会，例如建议工厂

废渣的更合理堆放地点，例如建议工厂

如何定期与村民沟通等。这点技巧大家

可以记在心上，虽然对很多污染案例来

说，由受害者提供解决方案根本是不合

理，不近人情的要求，但我们知道这个

沟通技巧，总会在某些时候帮助到我们

的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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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提示 二
环保维权案例

云南农民守护滇池生态28年 告倒数十官员

人物姓名：张正祥

年龄：58岁

职业：普通农民，从1980年起至

今，守卫滇池28年。

28年如一日，张正祥始终为保卫滇

池而战，为此，他多次遭人暗算弄得一

身伤残、妻离子散；他散尽百万家财，

如今倒欠下数十万元的债务。

张 正 祥 是 在 云 南 滇 池 边 长 大 的 孤

儿，他常说，“滇池、西山是养育我

长大的母亲”。

张正祥五岁丧父七岁丧母，年幼的

张正祥走出家门，进入滇池西山过上

了“人猿泰山”般的孤儿生活。渴了喝

山泉，饿了吃野果，晚上就睡在参天的

大树上。他在树杈上搭了个小平台，

那，就是他的家了。

靠滇池里的鱼虾和西山上的野果活

下来的张正祥，对这山这水有着常人没

有的深情，他说：“我的生命是母亲给

的，也是滇池给的。”

说起环境问题，他发狠地说：“没

有生态就没有生命，没有环保就没有一

切。谁敢破坏滇池，我就和谁拼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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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每天24小时都与滇池有关”

干净的白衬衣扎进深色西裤里，衬

衣口袋别着支钢笔，皮鞋干干净净，手

上拿个牛皮公文包。张正祥的身份是农

民，但他不像农民，更像机关干部。与

机关干部不同的是没有人给他发工资。

他每天骑着自行车往外跑，他的作息时

间也和政府机关同步，周一到周五，在

滇池周边巡查，观察入滇河道有没有污

染，回家后填写《滇池巡视保洁监督员

周报表》，一天填一栏，每到周五，就

骑着自行车跑二十多公里送到马街的西

山区滇池管理局。周六、周日，他不外

出，要在家里写材料，写滇池保护和有

关村民生存的提案。他说：“我的24小

时都与滇池有关。”

5月30日，记者来到张正祥的住所。

这是一间不到十平方米的小屋，屋子里

有一张陈旧的书桌，桌上整齐地码放着

《滇池保护条例》、野生动物保护法、

文物保护法、《农民法律常识》一类的

书籍。家里惟一的一个衣柜里，有三分

之二的地方也放满了书。这些书分为两

类，一类是关于滇池研究的，另一类是

法律法规。

张正祥说，国内的三百多部法律法

规，他读了二百多部。单单是滇池的地

图他就有近十种。“有些机关的滇池地

图还没有我的全。”他有些自得。

在书桌的柜子里，放着用牛皮纸袋

装着的文字资料，近四十厘米高。张正

祥说：“这是告状的材料。被烧了很

多，如果没被烧，二十多年来总共要有

两米高了。”在另一个柜子上，堆着两

堆高及屋顶的报纸。张正祥说，是报纸

有关封停西山采石场、保护滇池的报

道，他买回来发给滇池西岸的农民们。

他说这是为了“让滇池西岸的农民都明

白保护滇池的意义”。

张正祥的语言表达能力很强，他很

熟练地使着书面语言，有点书生味。其

实张正祥从未上过一天学，他的法律知

识和对滇池治理的专业程度，超乎我们

的想像———他指着滇池地图上的蓝色

密集线说，这是“海眼”，即滇池的地

下水出水点。对160平方公里的滇池，

张正祥熟悉得像是自家里的一切。据统

计，滇池有二十多条入滇河道，但张

正祥却言语激动地更正说：“河道也要

算小的，大大小小算起来应该是三十多

条。”

与采石场老板的持久战

西山与滇池血脉相连。由于西山地

下埋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而且埋藏

浅、品位高。从1992年开始，西山上开

山炸石、取土、挖矿点越来越多，最多

时竟有四十多个土、石矿开采点。著名

的西山景点“睡美人”被挖得面目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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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在“睡美人”的脖子后，已挖出了

一个大坑，只要再将前面的一个山丘挖

掉，“睡美人”的“头”就断了。

在家养猪、养鱼，一心想好好当农

民的张正祥急了：“这种开采的代价是

破坏西山和滇池的生态平衡。破坏西山

就会破坏地下水资源，听专家说，滇池

是由许多暗河注成的天然高原湖泊，最

终滇池也会遭到破坏。我绝不允许他们

这样做！”

1994年，张正祥开始向村里、镇

上、区里反映情况，开始了一场长时间

实力悬殊的“搏斗”。

“他当时就像着了魔一样。”女儿

回忆说。为了取得采石毁山的材料，张

正祥装备了两台照相机，两部手机，早

出晚归，到处跟踪采石场的破坏行为，

现场取证拍照，并及时向当地新闻媒体

反映情况。采石场附近的村民经常看见

他骑着破旧的自行车跑来跑去，口里嚼

着蚕豆，渴的时候还喝路边水沟里的

水。

以一个农民微薄的力量和一群在西

山采石的既得利益者对抗，无异于是以

卵击石。

张正祥走上告状路之后，他的养殖

事业开始一路下滑。村民们说：“当时

张正祥养的猪远近闻名，但自从他开始

为采石场的事到处告状后，家境就一落

千丈了。”

“ 我 这 样 天 天 举 报 ， 得 罪 了 很 多

人，被采石场老板恐吓、打骂是常事，

许多人把我当作疯子。但当时我心里只

有一个念头：“‘睡美人’不能就这么

让他们毁了。”张正祥说。

“那天中午我正在煮饭，二十多个

人把我包围住，他们眼睛血红，拎着

刀，说要给我放放血松松骨头。我左腿

上的伤疤就是被他们用斧头砍伤后留下

的……”这样的经历，在旁人听来都感

觉心惊肉跳，而张正祥说起来，平静得

像是在讲述别人的故事。“我对他们

说，你们的行为是违法的，法律保护

我，不保护你们，你们把我杀掉只是牺

牲我一条命，可你们一个也逃不掉。我

活一天，就不允许你们破坏山上的一草

一木！他们什么也说不出来，灰溜溜地

走了……”

在一次上山去一家采石场核实材料

的时候，一辆迎面开过来的大卡车把张

正祥撞下了公路边的高坎，张正祥当场

昏死过去。他至今还记得醒来时的疼痛

和无助，漫山遍野都是繁忙的运石车，

没有人看他一眼，他一个人摇摇晃晃走

到医院。右手摔成粉碎性骨折永远失去

了劳动能力，视力严重受损，至今看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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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还不太清楚。张正祥说：“什么是一

无所有，我那时才真正体会到了。”

“为了告状，我得罪了许多老板，

他们先是采取报复手段来吓唬我，我不

予理睬，那几个采石场的老板就凑了

100万元的现金收买我，我没有搭理他

们。”张正祥骄傲地说。

到2002年，滇池西山风景名胜区核

心处发展到三十余个采石场，当地媒体

用“遍体鳞伤”、“千疮百孔”来形

容当时的西山风景区。张正祥多次去北

京，请来了中央媒体的记者曝光。2003

年，滇池、西山风景名胜区和滇池自然

保护区三十三个大中型矿、采石场和所

有采砂、取土点被坚决取缔和全面封

停，从那天起滇池再也听不到“轰隆

隆”的拉炮声了。

一个有“争议”的“昆明好人”

在昆明市西山区的民间和官方，张

正祥绝对是个名人。他的名气还在昆明

市之外。媒体知道张正祥，是因为很多

滇池被破坏的线索，是张正祥提供的。

在云南省环保局、昆明市环保局，

只要提起张正祥，很多人都说“知道”

。2005年在“中国十大民间环保杰出人

物”评选活动中，云南省的候选人仅他

一名。今年，他被“昆明好人”评选委

员会评为十大“昆明好人”之一。

张 正 祥 的 名 气 源 于 他 是 个 “ 告 状

大王”，并且告停了滇池西岸三十多个

采石场、取土点；告倒了数十个大大小

小的官员。告得一大群人提起张正祥就

恨。

在公路边的一辆手扶拖拉机旁，站

着两个男人。记者上前问道：“认得张

正祥吗？”年轻的男人打量着记者，半

天才说：“认得。”语气有些不屑。

记者问：“你对张正祥的看法是咋

样？”

年轻男人反问：“看法？”他想了

一会儿说：“是个闹毛贼(昆明土话：捣

蛋鬼)！”

另 外 一 个 年 纪 大 的 人 发 动 了 拖 拉

机，在拖拉机徐徐离开时，年纪大的男

人眼睛看着记者，慢慢地说：“张正祥

是好人。”后来，张正祥告诉记者，年

轻人是村干部的亲戚。他告封了采石、

取土场后，人家就恨他了。

为了听一听其他村民的声音，记者

独自走进七拐八弯的村里。在一条小巷

里，迎面走来一位一身军衣的老汉，问

起张正祥，老汉说：“张正祥好呢！为

我们告，现在卖地的钱分啦，每年分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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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1000块，就是他领着告下来的。去年

选村官，我们都选他，就是选不上。我

们也没得办法。”

一位老人热心地告诉记者：“张正

祥是个好人呢。挖矿的人把山挖倒，张

正祥就告，他告垮掉好些开矿老板，人

家恨他呢，一些人还说要在‘黑处’把

他杀掉。”

村民刘顺德悄悄告诉记者，现在的

张正祥靠借钱度日，欠了数十万元的债

务，几乎所有认识他的人都是债主。

他在乡亲家中蹭饭，每次都要吃得饱饱

的，因为他经常饿肚子。但是每次有关

于滇池保护的报道出来，他就掏尽身上

的钱买报纸分发给村民，培养大家保护

滇池的意识。

当记者打电话到环保部门询问时，

电话里说，不接受采访，对张正祥不作

评价。

由于经常熬夜写检举材料，加上心

中郁闷痛苦，张正祥的眼睛高度近视。

给记者指材料时，脸快贴在纸上才看

清。

如今的他，右手丧失了劳动能力，

赖以为生的鱼塘也抵了债，三个儿女或

远走他乡，或形同路人，最后媳妇也离

开了他。但他那“没有生态，就没有生

命；没有环保，就没有一切”的呼喊，

得到越来越多的回应，许多普通市民加

入到保卫滇池的行列中……

来源 2007年6月1日 《法制日报》记者 储皖中

更多环保卫士的信息可以在网上看到：

中华环境生态网：

http://www.eedu.org.cn/Article/epedu/epman/Index.html

NGO发展交流网：

http://www.ngocn.org/Article/ShowClass.asp?ClassID=6

 

(网页内容仅为推介，未经绿色和平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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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和平是一个全球性的环保组织，致

力于以实际行动推动积极的改变，保护地球

环境与世界和平。绿色和平成立于1971年，

目前在世界4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分部，拥

有超过280万名支持者。绿色和平中国分部于

1997年在香港成立，目前在北京和广州设有

项目联络处。

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国对全球环境的影

响至关重要。20多年来, 中国的发展举世瞩

目，但环境危机却与日俱增。绿色和平相信

经济发展不应以破坏环境为代价。我们立足

中国，放眼全球，致力于以实际行动开拓一

条绿色的发展道路。为了维持公正性和独立

性，我们不接受任何政府、企业或政治团体

的资助，只接受市民和独立基金会的直接捐

款。

绿色和平污染防治项目致力于消除有毒

污染物。我们推动清洁生产，主张从源头消

除各类有毒污染物，让下一代不必再受到污

染物的毒害。我们要求企业承担环保责任，

在整个生产过程以最安全清洁的物质替代有

潜在危害的化学物。我们呼吁政府通过立

法，要求企业减少有毒物质的使用，承担污

染的后果，并让公众了解和监督企业的环境

行为。我们还调查并揭露发达国家向发展中

国家倾倒有毒物质的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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