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月 19 日上午， 长沙市曙光环
保公益发展中心理事长刘曙， 组织志
愿者一行 5 人， 在湘乡市壶天镇合东
村暗访违规采砂场时， 遭数人围殴致
伤。

环保志愿者暗访被打之事发生
后，在网络上迅速传开，引起省会主流
媒体高度关注， 许多环保志愿者及网
民对此表示强烈愤慨。

10月 22日上午，本刊记者怀着敬
慕之情前往长沙市曙光环保公益发展
中心，专访环保志愿者刘曙，感受到了
这位女大学生投身环保事业的情怀。

萌芽：倾情环保圆儿时的梦想

见到刘曙前， 以为她是一位事业
有成、年富力强的企业家。当走进长沙
曙光环保公益发展中心简陋的办公
室， 出现在记者面前的竟然是一位年
仅 22 岁、温文尔雅的小姑娘，言谈中

透出些许拘谨。
她出生在素有“湖北南大门”之

称的咸宁市一个普通家庭， 爸爸、伯
伯、堂姐都是从事教育事业的知识分
子，家庭的熏陶让她变得比一般的女
孩要成熟很多。对这次开展环保调查
遭到不法人员殴打， 她仍然心有余
悸。 但她告诉记者，当她面对成片的
山被挖掉，看见一棵棵树倒下，就难
以抑制自己，不能做“睁眼瞎”，就会
义无反顾地深入现场，一探究竟。 通
过这次事件，她懂得了志愿者开展实
地调查和暗访， 必须要做好行动预
案，防止意外发生。

谈及童年时，她动情地说：“我小
时候特别调皮，经常跟男孩子在河里
摸鱼捉虾， 那时河水真的很清很清。
现如今， 那样子的河水很少能看见
了。”在微博签名中，她也是这样激励
自己，“为儿时见到的一汪碧水努力，
为脚下的土地努力，为开门而吸的空
气努力，为了中国梦努力!”

从高中起， 刘曙便经常参加学校
组织的环保公益活动。 她觉得做环保
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她相信她会一直
保持这种热度。

2010 年高考结束后，刘曙不顾家
人的反对， 放弃了当地一所二本医学
院， 毅然来到异乡湖南就读于长沙环
境保护职业技术学院， 去圆自己儿时
的梦想。

壮志：用实力保卫自己的家园

大学期间， 刘曙经常参与并组织
各类环保公益活动，由于表现突出，热
心环保，她被学校先后推荐到北京、上
海等地学习， 期间她结识了更多的环
保志愿者， 看到了更真实的环境污染
现状。

当她面对湘江水被重金属污染、
农田因污染而影响粮食安全， 老百姓
因饮用水污染而身患绝症，她深感“触
目惊心”，决心投身环保事业，要呼吁
更多的人参与到环保公益行动中，保
卫自己的家园。

据了解， 在湘江流域己审批的
307 个重金属污染治理项目中， 依然
存在 27 个严重滞后的项目，环境污染
治理已刻不容缓。刘曙不断反问自己：
我们吃的食品有毒，喝的水有毒，用的
东西也有毒， 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到
底还能生存多久？

毕业前夕， 一家台资企业向刘曙
伸出了橄榄枝， 工资和福利比一般应
届毕业生高出很多， 这是许多大学生
梦寐以求的就业机会， 而刘曙在这人

生的转折时刻却又选择了放弃。 她深
情地告诉记者， 当她目睹到一些农民
守着农田没饭吃的悲惨遭遇时， 她不
想接受这份安逸的工作。

从 2011 年起， 刘曙便开始策划
筹备环保公益组织， 她想成立一个真
正为老百姓做实事、 做好事的环保机
构。 女孩子一般都爱好打扮， 追求时
尚，而她节衣省食，从不买时髦服饰，
也不吃零食，还四处打零工，针尖挑土
般积攒下 2.6 万元。 得知女儿痴情于
环保事业，父母也不强加干涉，从小生
意中拿出 5 万元现金支持爱女的选
择。

今年 8 月 1 日建军节， 刘曙终于
拉起了一支自己的“队伍”，长沙曙光
环保公益发展中心正式在湖南省会挂
牌成立。这是一家非政府性、非营利性
的环保公益组织。

刘曙高兴地说：“我们只做和群众
息息相关的事”。 迄今为止，曙光环保
公益发展中心先后开展了“长株潭饮
用水”、“重金属污染”、“镉大米超标”
等一系列公益调查活动。同时，还结合
环保热点策划公益主题， 邀请知名环
保专家开展知识讲座， 相继举办了中
国水安全、 土壤污染与食品安全等 5
次公益性湖南博友沙龙活动， 受到社
会各界好评。

刘曙介绍说， 长株潭饮用水调查
项目从今年 6 月份开始启动， 历时 4
个月， 目前已经基本完成相关课题调
研。这次活动比较成功，可为日后其他
项目提供借鉴。到时候，他们就会轻松
很多， 不用再经常熬到凌晨 2、3 点睡
觉啦。

谈起曙光环保公益发展中心未来
的发展，刘曙充满了自信。

未来：活一辈子就干一辈子

远离家乡，只身在长沙打拼，刘曙
能坚持多久？带着很多人这样的质疑，
记者毫不忌讳地和刘曙聊起了这个话
题。刘曙回答得很干脆“活一辈子就干
一辈子呗”。

她没有具体去计算过这个时间，
只是凭着这份执着与倔强，无论风雨，
无论挫折，她都会一直坚持走下去。目
前， 这个小办公室是他们几个同龄人
凑钱租用的， 办公设备也是全国各地
环保志愿者捐送的， 甚至还有人要给
他们邮寄一些锅碗瓢盆。

“不过，我们马上就能搬到 160 平
方米的大办公室了， 长沙一家企业无
偿提供给我们的。 ” 刘曙满脸笑容地
说。

在这个小小的办公室里， 六名工
作人员，他们是同学、是同事、是兄弟
姐妹，来自不同的地区，为着一个共同
的目标走到了一起。

谈及个人规划时， 刘曙打算考
研， 进一步深造， 提高自身素质修
养。 对于自己的个人感情，刘曙唯一
的要求是“未来的他”要支持她的环
保事业。

刘曙说：“在今天， 环保应当是每
个人的责任，而它对我，是理想，是事
业，趁早去努力，去经历，去担当是必
然的。 ”

愿 90 后环保志愿者刘曙和她的
伙伴们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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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4 日，省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
委员会联合督查组来到宁乡县和湘乡
市，对两地矿业秩序整治进行督查，并调
研宁乡县经济开发区循环经济发展和湘
乡市水府庙水库保护情况。

宁乡县 整治非法采砂 敢碰硬敢较真

宁乡县水系发达， 水域面积达 66.6 平
方公里，砂石资源丰富，采砂、经营砂石曾是

该县的一大产业。近 10 年来，建筑行业发展
迅猛，砂石需求量大增，价格水涨船高，且不
断攀升， 由几年前 20 元 / 吨飙升至 120 多
元 / 吨，在巨大利润的驱使下，宁乡县非法
挖山洗砂十分猖獗。

在该县青山桥镇， 本刊记者目睹连绵的
青山伤痕累累，随处可见被削去半边的山林，
白色的沙土裸露在绿色的田边，特别显眼。在
一些民房前还看到， 屋前停放着曾用来挖砂
运砂的挖机和大货车。 据了解，2010 年该县
各类采砂场所达 200 多处，遍及 17 个乡镇，
造成堤岸崩塌、植被损毁、河道淤塞、水质污
染、水土流失，严重影响人民生活，危及水生
态安全，村民们怨声载道。

今年 3 月建成的该县老粮仓镇采砂整治
生态恢复点，被毁林地复种的树木十分稀疏，
存活率低。随行的工作人员介绍，要恢复到原
来的生态，还需要好几年的时间。

针对当地乱采滥挖砂石问题， 该县坚持
遇到问题不回避、解决问题不简化的原则，开
展沩江保护行动， 成立整治非法采砂洗砂工
作领导小组，敢于碰硬，敢于动真格，多管齐
下进行整治，建立日常巡查小组，严防乱象反
弹。

目前， 该县关停了禁采区内所有采砂场

所，取缔非法采砂场 77 处。 省人大环资委联
合督查组要求对变相取土外卖、活动隐秘、不
易取证的非法采砂行为，必须加大打击力度。

督查组一行对宁乡县在经济开发区推行
循环经济这一特色突出、资源产出率高、环境
污染排放量低、企业布局合理的发展模式，给
予了充分肯定，加强试点示范，力争在全省推
广。

湘乡市 严治非法采砂 打造城市绿肾

10 月 24 日， 省人大环资委联合督查组
一行来到位于宁乡县青山桥镇与湘乡市壶天
镇合东村交界的洗砂场。 该洗砂场曾于 10
月 19 日发生一起殴打环保志愿者的恶性事
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据了解， 该洗砂场是湘乡市壶天镇唯一
一个非法砂场，占用林地面积 14.3 亩，其中
涉及宁乡县青山桥镇 11 亩， 湘乡市壶天镇
3.3 亩。 曾两次被壶天镇政府责令关停，原业
主却于今年国庆长假期间再次偷架设备进行
挖砂。 在省人大环资委组织的联合督查组到
来之前， 湘乡市政府已经对该洗砂场采取关
停措施，并对设备进行强制拆除。

青山被毁，满目疮痍。挖山采砂形成的挖

痕，犹如一道道刺眼的伤疤，向世人诉说着非
法采砂给环境带来的种种伤害。

10 月 25 日上午， 湘乡市国土资源局向
省人大环资委联合督查组汇报说， 湘乡市政
府已将非法采砂整治纳入了各乡镇和相关单
位的“同业对标”考核范围，整治不力的乡镇
办事处实行年度考核“一票否决”。目前，该市
已强制关停了 42 家洗砂场。

随同督查的省国土资源厅相关领导语重
心长地提醒当地政府部门， 壶天镇洗砂场因
无序开采，山体已被掏空，一旦下雨，存在很
大的安全隐患， 有关单位要由点到面加大整
治力度，严防安全事故发生。

省人大环资委副主任委员吴正辉详细询
问了壶天镇洗砂场整治情况和存在的问题，
严肃指出湘乡和宁乡两地政府要加强协作，
绝不能“踢皮球”，要严防死灰复燃。吴正辉还
强调， 省人大督查组到基层开展巡回督查不
是简单地听汇报、走一走、看一看，是实地查
看，了解真相，发现问题，督促解决，对应付检
查，隐瞒实情的要严肃处理，决不姑息。

当日下午， 督查组一行来到湘乡市水府
庙库区，只见一池碧绿的湖水波光粼粼，小鸟
贴着水面飞翔，湖岸的芦苇随风轻轻摆荡，几
头黄牛在草地悠闲踱步。 该水库是湘乡市城
区唯一饮用水源，曾因库区非法采砂、网箱养
鱼过多和污水排入而造成严重污染。

近年来， 湘乡市政府已依法取缔库区周
边 6 家非法采砂场。重点整治渔业秩序，取缔
了禁养区 18000 余口网箱，关停了库区周边
污染企业，并购置垃圾打捞船，实现水府庙库
区水质由Ⅳ类提升至Ⅱ类，留一湖秀水，存一
片青山。

省人大环资委督查组一位负责人现场感
叹，这里砂场虽然关停，但这些创伤却难以抚
平。 将自然山水破坏很容易，但要将其恢复原
貌却要费上百十倍的时间， 付出千百倍的代
价。

本刊记者从权威部门获悉，到 2014 年 4
月，湘江长株潭区域将全面禁止采砂。但是环
保工作只有起点，永远没有终点。

山体滑坡、植被损毁、河道淤塞、农田崩塌、水质污染、水土流失
……这些令人痛心的字眼时常见诸报端，无不引人关注。 如今，环境保
护已成为一个社会关键词，环境污染已成为一大社会“公害”。

编完《90 后女生扛起环保大旗》一稿，心情难以平静，许多话语一
齐涌上心头。 从三湘环保世纪行活动，到省人大环资委连续几个月的
多地区治理督查，记者一路随行，耳闻目睹，亲身感受，环境保护已刻
不容缓；从今年三月的全国两会，到近期国家领导人出访，“环境保护”
一词频频出现在新闻中；从今年省委工作部署到深入长株潭地区实地
调研，省委书记不少于十次强调“环境保护”，并振聋发聩地指出“不能
捞子孙后代的钱”。 由此可见，环境保护已成为党和政府工作的重中之
重。

2012 年 10 月，省政府印发了《湘江长沙综合枢纽工程库区污染防
治实施方案》。 今年 9 月，湘江保护与治理已确定为省政府“一号重点
工程”。 而记者在一次随行采访中，一名分管环保的政府领导竟然对三
湘环保世纪行采访团脱口而出 “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是人为炒作，危
言耸听。湘江水我天天喝没有啥事，是喝不死人的”。因此，一些地方一
些人也把环境保护不当一回事，利欲熏心，乱采滥挖，破坏森林，损毁
青山。

刘曙，一位普通的环保志愿者，没有豪言壮语，只有一份责任，敢
于为环保事业担当。 如果我们的党员干部都像刘曙一样把环保当成自
己的责任，多一份社会担当，青山绿地就不会遭到破坏，蓝天碧水就不
会受到污染；每一个人都把环保当成自己的责任，也多一份担当，生态
会更美，环境会更优，生活会处处充满阳光和鲜花，我们的社会就会更
加和谐美好！

环保行动

面对面督查动真格
125家非法采砂场被取缔

本刊记者 刘雨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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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人大环资委联合督查组赴宁乡湘乡两地督查

环保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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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是每个公民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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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乡市壶天镇洗沙场被责令拆除采砂设备，关停砂场。 刘雨娇 摄

被打伤出院后，刘曙又继续投入到紧张的环保志愿者工作中。
文韬 摄

环保小贴士
近日，省气象台连续发布雾霾黄色预警，连日来，长沙城区雾霾笼

罩，能见度低。 专家提醒雾霾天气时，空气中往往会带有细菌和病毒，
易导致传染病扩散和多种疾病发生。 城市中空气污染物不易扩散，加
重了二氧化硫、一氧化碳、氮氧化物等物质的毒性，危害人体健康。

应对雾霾天气八大方法：
一、避免雾天晨练。 可以改在太阳出来后再晨练，冬天室外锻炼比

较好的时间段是上午 9 时，也可以改为室内锻炼。
二、尽量减少外出。 如果不得不出门时，最好戴上口罩。 从室外回

来应做到：洗脸、漱口、清理鼻腔。
三、患者坚持服药。 呼吸病患者和心脑血管病患者在雾天更要坚

持按时服药，以免发病。
四、多喝桐桔梗茶、桐参茶、桐桔梗颗粒和罗汉果茶。 这些药茶可

以防治雾天吸入污浊空气引起的咽部瘙痒，有润肺的良好功效。 尤其
是午后喝效果更好。

五、注意调节情绪。 心理脆弱、患有心理障碍的人在这种天气里会
感觉心情异常沉重，可以在家看看喜剧类电视剧或听听相声等，要让
自己高兴起来。

六、别把窗子关得太严。 可以选择中午阳光较充足、污染物较少的
时候短时间开窗换气。

七、尽量远离马路。 上下班高峰期和晚上大型汽车进入市区这些
时间段，污染物浓度最高。

八、补钙、补维 D，多吃鱼、豆腐和雪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