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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嫖娼”环保人士：维权曾多次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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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 月 3 日，国内环保机构自
然大学、天津绿领的两名志愿者
徐某、田某在福建省宁德市环保
调研期间被当地警方以涉嫌“卖
淫嫖娼”带走调查。 12 月 4 日，宁
德市蕉城区公安分局刑侦部门
称“今日八时，人已放”。

据两人所在环保组织负责
人介绍，被警方带走前，徐某和
田某一直在关注当地的工业污
染和湿地破坏问题，并曾遭遇过
企业身份盘查。 该事件经网络发
酵，引发舆论关注。

24 小时内，民间环保志愿者
徐某、田某经历了一场过山车式
的“游戏”，企业盘查，警方调查，
公益组织声援， 双方频频“过
招”， 种种迹象昭示着民间环保
的漫漫长路。

据《公益时报》记者了解，目
前，徐某、田某两名环保志愿者
已经顺利抵达北京。

环保志愿者“卖淫嫖娼”被抓

12 月 3 日 5 点 20 分， 福建
省宁德市蕉城区某速 8 酒店。

“砰、砰、砰！ ”一阵急促的敲
门声响起，田某都还没来得及问
是谁，就听见自称为公安局的人
要求开门临检。

田某摸到了门把手打开了
房门，三个警察出现在面前。 一
个警察开口称：“接群众举报你
们涉嫌卖淫嫖娼，现在对你们二
人进行口头传唤，请跟我们走一
趟。 ”

徐某当即提出需要出示警
官证和传唤证，但警方在出示警
官证后并未出示传唤证。 5 点 40
分左右，徐某和田某被带到福建
省宁德市蕉城区公安分局，在这
里徐某和田某度过了人生中“灰
色”的 24 小时。

徐某在接受《公益时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被传唤时，我跟
田某都还穿着棉衣裤，更未有任
何违法行为。 ”

“从 12 月 3 日 5 点 40 分被
带到局子里到 12 月 4 日 6 点 30
分，近 25 个小时，警察来了无数
波，一轮一轮的，就问你之前的

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一遍遍
解释，但没有用，我只能重复着
前面的话。 ”徐某对《公益时报》
记者表示。

“早上 5 点多进去后，我和
田某就被分开询问，由于时间太
长，期间我多次提出希望能够睡
会儿，但是这个要求始终未能得
到警方允许， 直至 4 号早上，我
实在挺不住了，警方让我在一些
笔录上签了字，随后告诉我可以
离开了。 ”徐某说，“那个时候没
有别的想法， 只想赶紧倒地就
睡。 ”

24 小时后“无罪”释放

徐某、田某两人遭遇传唤拘
捕的消息通过网络扩散后，引发
舆论的关注，不少媒体、公益组
织通过电话向警方询问事件原
由。

12 月 4 日 12 点 30 分，福建
宁德蕉城警方通过官方媒体发
布《蕉城区公安分局依法及时处
置一起群众举报》消息称，群众
举报徐某、田某俩人“卖淫嫖娼”
事件并不属实，经调查两人属于
正常朋友关系。

徐某、田某于 12 月 1 日抵达
宁德调查环境污染状况，3 日即
遭警方传唤， 而时隔 24 小时后
又遭遇警方发布无罪释放的消
息。 这让徐某、田某着实坐了一
次过山车。

徐某、田某被释放后，宁德
警方“护送”他们到了高铁站，将
他们送上了北上的列车。

“由于我们被传唤时没有拿
行李，出警局后，警方用车将我
们送回宾馆拿上行李后，又送至
高铁站，现正在乘高铁返回北京
的路上。 ”徐某说。

当地的“红人”

几年前，民间环保公益机构
自然大学的环保志愿者徐某就
成了福建宁德当地的“红人”。

多次通过公民身份对当地
企业进行污染调查使得徐某在
当地成了“敏感人士”，令他在很
多场合开展工作都不那么“顺
利”， 有时甚至在当地用身份证
办理入住就会有相关人员“找上
门来”，但即便是这样，徐某仍然
顽强地坚持着个人的环保理想。

“去的次数多了，自然就会
引来一些‘关注’，这个也没有办
法。 ”徐某对《公益时报》记者表
述。

自然大学、天津绿领是国内
两家知名的环保公益组织，徐某
和田某是分属两家机构的志愿
者，这次赴福建宁德调研企业环
境污染也是早在安排之中。

天津绿领主要负责水污染、
东北湿地保护的高级项目主任
朱清在此次民间 NGO 宁德环境
污染调查事件中起着协调作用。
朱清在接受《公益时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此前，徐某在当地有
过环境污染的调查经历，正好田

某也有前往该地调查的计划，我
们也希望两人一同前往，可以协
同开展工作。 期间获知两人遭遇
企业工人盘问的情况，两人也准
备返程，这期间并没有发生其他
状况。 ”

“12 月 3 日上午通过自然大
学官方微博获知，徐某、田某二
人被宁德蕉城警方以‘卖淫嫖
娼’罪拘留，我们立刻联系了当
地警方进行证实，但绿领觉得这
完全是一个莫须有的罪名。 ”朱
清补充道。

调查中遇企业盘查

12 月 1 日，徐某、田某分别
从北京和天津出发，当日下午即
抵达福建宁德，汇合后二人便深
入当地企业展开了环境污染调
查。

徐某对《公益时报》记者表
示，二人在调查过程中遭遇企业
方盘查。

“在该企业附近的高层建筑
物中，我们就观察到这家企业有
着较为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许
多废渣、废液随意堆放，对周边
环境造成污染。 继续调查时，从
周边突然窜出几个自称为企业
方的工作人员对我们进行盘查，
抄写了田某的身份证号码，并要
将我们带到公安局，我们几经交
涉最终脱困。 ”

此时，身份的暴露使得继续
开展污染调查工作受阻。 徐某说
他们来宁德之前就已经订好了
回程的车票， 如果调查顺利完
成，12 月 4 号就返程回家。
“12 月 1 日遭遇盘查后，我们

就决定返程，由于离返程日期尚
余 2 天，我们只得先找地方住下
来。 我多次来这里调查环境污
染，身份在当地较为敏感，为不
再被‘骚扰’，我们决定用田某身
份证办理入住，谁会想到当地公

安会称接群众举报称我们行为
违法，太荒谬! ”徐某对《公益时
报》记者表示。

民间维权多为不易

徐某等民间环保人士遭遇
的维权尴尬并不限于此次“卖淫
嫖娼”事件。

就在半年多前，徐某第一次
来福建宁德专程“围观”宁德环
境污染事件，徐某的行为引起了
一些企业和政府机构的“不认
同”。 现在如果去环保局，还要进
行访客登记， 这些都是徐某的

“功劳”。
而在 10 月 15 日， 民间环保

志愿者一次更为“出格”的行为，
更是惊动了当地一家政府机构。

10 月 15 日， 从北京来宁德
准备拍摄湿地保护纪录片的一
个环保志愿者刚到宁德就开始
拍摄工作，但随后被不常出现的
宁德市无线电管理局抓了个“正
着”，航拍设备被没收。

民间环保人士的维权给当
地政府带来较大压力。

《新京报》报道的轰动全国

的福建宁德镍合金产业污染和
环评造假事件后，随之而来的是
有关部门对当地环保志愿者的
“重点保护”。

公益机构发函力挺

徐某、田某被传唤后，国内
多家公益组织对此展开声援。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
色发展基金会于 2015 年 12 月
3 日向福建宁德警方发出问询
函， 函件中称，“最近宁德污染
严重被多家媒体报道， 徐某为
举报者之一， 而此次刚到宁德
便被以卖淫嫖娼罪被捕， 实在
荒唐。 ”

《公益时报》记者随即联系
到发函基金会负责人， 对方称 3
日上午获得两名环境志愿者被
捕消息后，随即下午 2 点向当地
警方发出问询函，但截至 4 号晚
间，当地警方也没有对基金会做
出回应。

“环保组织进行环境调查，
风险是很大的。 掌握一家企业的
环境污染事实，就有可能妨碍了
该企业的发展，企业方面肯定反
对。 但即便是困难重重，对于企
业环境违法行为，还是必须得有
人站出来进行相应的监督工作。
如果做环保调查就被拘留，那对
于民间环保组织来说不仅是要
关注，还要采取相应措施。 ”中国
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
金会负责人表示。

回到北京的田某在朋友圈
中发出这样一条信息，“刚发生
的事情对我的名誉和心理造成
了极大的伤害，我会用法律维护
自身权益，我要求宁德市蕉城分
局公开向我道歉。 ”

《公益时报》记者多次致电
福建宁德公安蕉城分局，对方称
了解情况后会做出回复，但截至
发稿前也未获回复。

环保志愿者拍摄图片，在当地调查涉嫌排污企业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