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行两万多步的“环保铁人”
梳理吴中立在 9 月 18 日这一天的

活动轨迹， 可以绘制成一幅奋战在环保
一线的画卷。

先前， 三中队会同杨桥镇政府赶往
现场核实省生态环境督察“回头看”荷月
村养猪场违规排污信访交办件。

同事们极力劝阻已经连续半个月下
乡工作、身体十分疲惫、患上了感冒的吴
中立。

“我没事，扛得住！ 我们一起去，人多
力量大，早点调查清楚，尽早解决这个问
题。 ”吴中立仍旧如此“顽固”。

吴中立一大早就来到单位， 第一个
坐上了下乡的汽车。

山雨无情地拍打着天地间的一切 ，
吴中立一行走访了 3 个养殖场， 察看是
否有污水外流等情况。 大雨、山路、疲倦
的身体，摸排、取样，细致的调查。

直到中午 1 点多大家才忙完， 匆匆
吃完午饭，顾不上休息，他们又赶赴下一
个“战场”。 下午，吴中立到重点监管企业
红狮环保有限公司进行“双随机”执法检
查， 检查公司污染排放和污染防置设施
运行情况；之后，又奔赴金龙矿业废水处
理站取样。

总计 2 万多步———从早上 8 点到下
午 5 点， 吴中立和同事顶风冒雨徒步走
了 10 余公里的山路。

回到单位后， 吴中立还主动将样品

送至监测站进行交接。据多位同事回忆：
“我们都看出他脸色不好 ， 一会白一会
黄， 说要陪他去医院看看， 他还说是小
事！ ”好几位同事当着记者的面哽咽了，
低着头说不出话。

之后吴中立自行到诊所看病， 但突
然病情加重， 被紧急送往衡东县中医院
抢救。

19 时 30 分许，虽经医生全力抢救 ，
但回天乏术。 他还来不及和家人见上最
后一面。

在生命的最后日子， 他始终没停下
来歇一歇， 仍在守护环保事业的路上加
速“奔跑”。

“他送样品过去时，还打电话和我仔
细核实样品要检测哪些指标。 想不到这
是他和我最后的对话！ 他就是这样，做事
有始有终。 早知道我坚决不会让他去，绑
也要把他绑到医院去。 他是我们最好的
战友！ ”衡阳市生态环境局衡东分局环境
监察大队大队长刘国辉后悔不已， 这个
铁骨铮铮的汉子几乎掩面而泣。

不是在路上就是在开路
3 年时间里， 吴中立深入金龙矿业

不少于 200 次。 矿区、饮用水源地、土壤
分析检测等，或是山路陡峭，或是连路都
没有，需要自行开道。

“山高路陡算不上什么，没有路我就
开路。 ”吴中立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
的。

时间回溯到吴中立离开的前一天。 9
月 17 日，他再次对金龙矿区进行环境污
染排查，由于矿区停产多年，当地地形复
杂、山高路陡，许多地方连路都没有。

吴中立二话不说， 拿着锄头主动充
当“开路先锋”。 他身上多处被乱石划伤，
脚也崴了，但手上的动作一点也没停。

传出去都令人不可置信， 但这就是
吴中立和同事的工作常态， 他们总是随
身带着蚊蝇、野虫叮咬药。 在裕华化工排
查时，外面长满了很深的野草，吴中立还
差点被眼镜蛇咬伤。

今年 8 月 27 日至 29 日， 他和三中
队对某矿区历史遗留重金属污染土壤进
行处置， 在现场施工环境和施工条件极

为复杂的情况下， 他严格按照相关技术
规范将重金属污染土壤逐一打包装至危
化品车上。

领导考虑到他已连续工作了几天 ，
想安排其他同事来接替，他笑着拒绝。 他
总是忙到顾不上吃晚饭， 所有事都完成
后， 凌晨 3 点多才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
家中。

疫情期间， 从大年初三起吴中立就
和同事冒着被感染的风险， 对医院医疗
废物、废水进行检查。

从初到单位的“业务小白”成长为单
位的业务骨干， 吴中立处理环境违法案
件得心应手， 他经手的案件无一申请复
议。 参加工作后，多次被评为县、市先进，
获衡东县政府嘉奖。

这几年，他所在的三中队，无论是案
件数量、还是质量，都是名列前茅。 由于
业务能力突出， 他还多次被抽调环保部
开展交叉执法检查。

超 1分贝也不行
今年 5 月份， 衡东县环保部门收到

村民关于衡阳红狮水泥生产噪音扰民的
投诉。

吴中立当即和同事赶往现场调查 。
连续三晚，吴中立都在企业蹲守到凌晨，
只为精确地检测生产分贝的平均值：“我
对村民和企业双方都要负责。 ”

经过多次检测核实， 该企业白天生
产分贝白天达标 ，晚上 58 分贝 ，超了国
标 3 分贝。

“为了这 3 分贝，整改更换老旧设备、
完善隔音措施要花一千多万。 当时我们
和他软磨硬泡，要他通融，他原则性特别
强，立场非常坚定，说哪怕超了 1 分贝都
不行！ ”为此事和吴中立接触后，衡阳红
狮水泥有限公司主管生产的副总严成义
对吴中立很是敬佩。

就在不久前， 吴中立还在该企业开
展例行检查， 督促他们要按规定时间整
改到位。

“按照吴队的要求， 我们加速整改。
如今新设备马上可以启用了， 他却不在
了！ ”从起初的对立面到成为朋友，严成
义对这位好朋友的离去深感痛心。

“超 1 分贝都不行！ 要抓紧落实，答
复老百姓的事情就一定要做到！ ”吴中立
的话语回荡在他心上。

从“死对头”到“自家人”
听闻噩耗， 单胜保驱车 600 多公里

从东莞赶回衡东吊唁。
单胜保是衡东县六牧养殖场污水处

理负责人，以前对吴中立恨之入骨，认为
他固执死板。

“养殖场旁边就是我的鱼塘和田地，
污水我就准备排放到自己的塘里养鱼 。
他却让我多花几百万建个污水处理厂 ，
起初我打死也不干！ 我就是个农民，他们
也不能拿我怎么样！ ”单胜保说话声音像
打雷， 而就是这样一位天不怕地不怕的
人，硬生生地被吴中立给暖化了。

三番五次不厌其烦地走访、 动之以
情晓之以理地沟通、 长途跋涉以实际案
例说法……

“他带我们去岳林牧业学习，以实际
案例告诉我们为什么要做，该怎么做。 几
个小时的车程，回来我都迷路了，回家都
半夜了，吴队他们回家就更远了！ ”吴中
立一次次的坚持和付出感动了单胜保 。
经过长时间接触后， 单胜保把他当成了
自家人。

吴中立用实际行动让企业心服口
服， 他宁愿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只为了
让企业少走弯路。

单胜保惋惜道 ：“他对工作一丝不
苟， 第一版污水处理厂设计图纸他说还
要扩大，现在我的第二版图纸出来了，却
来不及给他看了！ ”

最痛心的还是亲人
吴中立因公牺牲后，对于一个家庭，

犹如一座大山轰然倒下。 从此，父母失去
了一个孝顺的儿子， 妻子失去了一位温
柔的丈夫，儿子失去了一位慈爱的父亲，
朋友失去了一个贴心的兄弟， 生态环境
铁军失去了一位好战士。

吴中立把自己大幅度压缩的个人时
光贡献给了家人：伯伯病重时，是他忙前
忙后，把老人从生死线上拉了回来；6 月
份父亲病重，他一边工作一边照顾父亲；
后来哥哥病危， 依然是他费尽心力在忙
碌，却对自己疏于照顾……

吴中立的母亲憔悴不堪， 回忆起儿
子， 她禁不住嚎啕大哭：“我儿子把环保
事业当成自己的生命，他总说，环保工作
不做好，就会危害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
他们要比别人多担当、多付出，才能把工
作干好！他不知道，他也是我的生命啊！ ”

今年 8 月 28 日是吴妈妈 70 岁大
寿，吴中立提倡红白喜事廉办、简办。 他
怕耽搁上班， 和家人商量在国庆节给母
亲做寿， 由他自己下厨在家里摆两桌招
待亲戚。

“他不让我们累着， 只要有时间，都
是他搞饭菜。 ”老人至今都不敢相信自己
要白发人送黑发人，“大家都说我儿子炒
菜很好吃， 可是以后再也吃不到他做的
饭了……”

吴中立将一生都奉献给了环保事
业。 41 岁，正是意气风发的最好年华，他
却带着遗憾离开了他热爱的工作， 离开
了他牵挂的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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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最后仍在加速“奔跑”
———“环保铁军”吴中立的生命绝唱

带头开路的吴中立(右）。吴中立在某工厂外采集水样。

法制周报·新湖南见习记者 廖悠悠
通讯员 石珊 章焱平 周健

吴中立， 衡阳市生态环境局衡
东分局环境监察大队三中队副中队
长。 他所在的三中队负责监管的重
点企业最多， 任务和压力总是满满
当当而来。

2020 年国庆， 他本该穿上妻子
给他买的新衣服， 和全家人一起拍
下全家福，好好陪伴家人几天。

2020 年国庆， 他本该下厨在家
里摆上两桌酒席， 唤上亲朋好友补
上母亲的 70 岁大寿。

2020 年国庆， 他本该接受侄女
的第一次请客， 那可是自己 “亲闺
女” 参加工作后赚得第一笔工资的
“孝心饭”……

然而 ， 他的时间永远停留 在
2020 年 9 月 18 日这一天， 他的生
命永远定格在 41 岁———最美好的
年华里，他带着未完成的环保事业，
带着大家对他的无限牵挂， 离开了
这个他无比热爱的世界。

“天冷了，这两套衣服我买了
好久，可他舍不得穿。 他说天天在外
忙，穿破旧的就好了，等妈过生日的
时候再穿！ ”吴中立的妻子胡兰英紧
紧抱着他还来不及穿的新衣服泣不
成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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