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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让污染受害者不再跪着哭泣

“你这个骗子！ ”

2003 年，还在福州大学物理
信息工程读大二的璇芷进入福
建省电视台，成为新闻频道一名
实习记者。 几乎每天，她扛着摄
像机走街串巷、上山下乡，哪里
有线索就奔向哪里。

21 世纪初，各类工业企业大
批在沿海出现，水量充沛、生产
成本低廉的福建农村成为众多
企业瞄准的建厂地，同时，地方
政府需要经济发展、整个社会环
境意识不强等原因，也都为这些
企业提供了野蛮生长的空间。

2006 年的一个秋天，璇芷接
到“线人”电话：有村民要提供水
污染事件线索。 在电视台一个经
常跟“线人”见面的铁栅栏边，璇
芷见到二十几个面容苍老的农
民，一只只手伸过栅栏，拿着各
种材料。

“我们不识字，听说要材料，
花钱让商铺里的人按我们说的
打的字。 ”璇芷接过一个村民的
材料，在一段表意不清的文字下
面， 看到一片歪歪扭扭的签名，
有的签名上有红手印。

“为什么有的名字没按手
印？ ”璇芷随口问。

对面的人要回那张纸，另一
些人几乎同时把手指放在嘴里
咬破， 纸在众人手中一一传过，
一个个新手印按上，血迹殷红。

璇芷被震撼，答道：“好！ 我
帮你们！ ”

听到这话，对面一个村民突
然跪了下来，然后，两个、三个、
四个，所有人都跪了下来，因为
隔着栅栏， 璇芷没办法扶起他
们，吓得只能挥手跳开。

由于村民提供的信息混乱
无序，回到台里，璇芷自己展开
调查，她每天都会接到村民很多
个电话，唯一的问题就是事件到
底能不能上电视。 调查不断深
入，璇芷还是没能给出确定的消

息，村民的耐心在慢慢消失。
由于事件客观证据不充分，

璇芷在一周多的调研后最终判
断这个线索无法报道，在电话中
告知结果后，璇芷听到电话那边
村民的怒吼：“你这个骗子！ ”

让跪着的人站起来

从 2003 年实习到 2006 年正
式成为福建省电视台记者，璇芷
手上接到无数起环境污染线索，
其中， 能搞清原委得到解决的，
不足十之一二。

从实习时起，因为接到的环
境投诉多，璇芷一直在福建省绿
家园环境友好中心（以下简称
“绿家园”）当志愿者。 几年下来，
她不仅结识了大批专家学者，也
逐渐理解了环境领域的各种知
识和术语。

她发现，对于专业内容，“从
零开始”并没有想象中难，有时
她也会想：如果村民能懂环境知
识， 事情就不会发展到无法逆
转，甚至彼此对抗的状态。

当传统渠道越来越力不从
心，焦虑的璇芷似乎发现了一条
新路：“我恐怕不能救治病人，但
环境问题，我应该可以做些事。 ”

2007 年中，尽管没明确最后
的职业选择， 璇芷还是辞职了。

“我想找一条能让自己义无反顾
的、有价值的道路。 ”

尽管还没想好职业规划，但
辞职后的她，直接以志愿者身份
一头扎进了绿家园，终于有机会
去探索当初思考过的新路径，

“家乡守护者计划”由此而生：在
村里建环境自救站，培训村民掌
握环境知识，教会他们如何进行
环境监测和监督，以及如何跟各
方沟通，最终，让村民自己成为
家乡的守护者。

2008 年 10 月， 绿家园的第
一个环境自救站在福州市马尾
区长安村成立。

长安村位于闽江入海口附

近，村子附近几家工厂每天会排
放带着恶臭味的气体，村民家一
年有八个月时间不能开窗，生活
苦不堪言。

璇芷每周带着环保专家和
业内人士来给村民做培训，村民
知道培训内容跟自身利益相关，
参与热情很高，而附近的污染企
业，每次听说绿家园要来培训都
会停产。

一年后，在“成长起来的村民
们”的监督举报中，村里的污染企
业陆续停产、搬迁。 三年后，长安
村环境自救站开始自我运营，村
民不但自己组织开展环保活动、
建立环境监督小分队， 还到附近
村子去宣传， 附近村看到长安村
污染事件的解决，也纷纷效仿。

2017 年，璇芷入选培养公益
领域领导型人才的“银杏伙伴计
划”，银杏基金会一位顾问评价璇
芷：“她让跪着的人站了起来。 ”

截至 2019 年底，“家乡守护
者”总人数已超过 2000人。绿家园
从过去由学者、专家、政府官员自
上而下的环保行动机构，逐渐变成
扎根大地，由乡村家乡守护者们自
下而上形成的环境防护网。

“很多守护者比我还专业，五
六十岁的农村大爷， 给他一本环
评报告，人家翻开就能给你讲，还
能给你划重点。 ”璇芷很骄傲。

环保“玩法”升级

“家乡守护者”项目启动后，
迅速在福建全省建立起专业的
村民志愿者队伍， 深受村民欢
迎，也解决了不少问题。 但“村民
监督企业”仍然属于在环境污染
链下游解决问题，如何从源头做
起，让企业更好地承担环境保护
责任，落实环境风险控制，确保
生产经营活动不会对环境造成
污染，璇芷动起了脑筋。

2008 年的一次会议中，璇芷
第一次听说了“赤道原则”的概
念。 采用“赤道原则”的银行，会

在其贷款、 投资项目评估时，更
明确地将项目的社会、环境影响
和风险纳入考核范围。

璇芷发现，其时，中国的金融
机构在提供贷款时， 更多地还是
考察企业本身的业务是否有发展
能力，防止出现无法还贷的风险，
而并没有考虑到环境影响因素，
这就造成很多污染企业可以仅凭
市场业绩表现获得持续发展或扩
张的资金支持， 造成更多更大规
模的环境问题。如何推动资本“向
绿”？ 这是她想做的事。

2012 年，璇芷被理事会任命
为机构总干事， 也在这一年，她
开始尝试在中国推进“绿色信
贷”项目：与银行等金融机构合
作，拒绝给有重大污染问题的企
业提供贷款，迫使有环境风险企
业进行整改。

说服团队和合作伙伴共同
改变工作组织方式，全力投入新
的方向， 这一过程并不容易，但
璇芷终究做到了。 项目团队从
“国家重点监控企业名单” 和各
省市区的“重点监控企业名单”
下手，对这些企业逐一进行信息
收集、整理、清洗、分析，然后整
理出福建省内的污染企业名单。

企业名单只是第一步，最关
键的还是说服金融机构接受新
的风险标准。

“有些回邮件表示知道这个
事情了，但我们做不了，有些说
我会转达，但你再问转达到哪个
部门，对方就会告诉你这是商业
机密。 然后就没有下文了，更多
的是没有任何回复。 ”璇芷说。

最终，通过上门沟通，总部
在福州的兴业银行接过了绿家
园抛来的橄榄枝。 2012 年底，双
方启动“绿色信贷”合作，由绿家
园向兴业银行提供企业信用名
单，银行参考名单上的环境风险
级别来决定哪些企业可以获得
贷款、哪些不能。

“绿色信贷”如一记重拳，让
有环境问题的企业难以发展和

扩张。 甚至有企业曾因为贷不到
款，法人带着办公室主任闯进绿
家园，坐下不走并扬言要跳楼。

推动资本“向绿”

为集中精力投入“绿色信
贷”实践，2014 年 10 月，璇芷从
相对较成熟的环境守护者培养
项目中离开，往环境保护的上游
环节继续探索，希望撬动更多的
金融机构和企业践行社会和环
境责任。 离开绿家园的她，创建
了一家全新的机构———福建省
绿行者环境保护公益中心（以下
简称“绿行者”）。

如何进行田野调查，与企业
和老百姓对话？ 带着这些多年一
线调研培养出来的能力，璇芷为
绿行者定下了一个更具野心的
方向：除在线上进行公开环境信
息的收集外，绿行者还继承“守
护者”一线调研的“基因”，从福
建奔赴全国，与当地机构合作调
研、收集数据，再对线上线下、官
方与民间的所有信息与反馈，进
行聚合和深度分析，最终产出金
融机构能快速应用的公共产品。

截至 2019 年，从政府公开的
信息及环保局反馈等官方渠道，
绿行者的平台已聚合整理全国
超过 40 万家企业的环境表现，
并结合 5 万家企业环境信息与
超过 1500 次线下调研结果，将
其分类评为绿、白、黄、红、黑五
级，最终形成《企业环境风险预
警名单》。

利用这些名单，环保机构可
以有针对性的定位到需要关注
的企业，政府可以参考企业环境
信用评价名单，公众可以了解企
业环境表现情况并加强监督，金
融机构可以作为风险参考，企业
则可提高有针对性的管控工作。

在璇芷看来，如果说绿家园
核心是“育人”和赋能于普通民
众，绿行者则更像一个民众与金
融机构的“接口”，以金融机构所
熟悉的“数据”“风险评估”为对
话语言，不断向金融机构播放来
自环境与社会的声音，推动资本
向绿，推动企业更好地承担环境
责任。

璇芷觉得，跟刚开始做环保
相比，整个社会对于“环境保护”
的认知和“玩法”都在不断升级。
过去一提到环境污染和保护，大
家不免激进，而现在，随着支持
政策的出台、污染信息公开的加
强，她进行了 12 年的事业，正往
更理性、系统的层面进化。

现在，璇芷不时还会遭遇一
些企业的敌视、一些金融机构的
冷眼，这些机构更多是遭遇实际
风险后，才开始重视来自环境与
社会的声音。 但手握更多“武器”
的她， 比当初那个扛着摄像机、
一心想着如何曝光污染企业的
女孩，多了一份笃定。“我们做的
一切都不是为了一棒子打死企
业， 而是希望大家可以看清问
题， 一起坐下来研究如何整改，
如何安全规范地发展。 ”

“做事业这个过程很孤独，
就像攀爬一座又一座的险峰，你
旁侧无路，后是悬崖，你没得选，
唯有继续往前。 ”

（据微信公众号“世界说”）

■ 黄英男

Social� Innovation 社会创新

前几年，在网上发如何帮助企业做环境整改的信息总会引来攻击和辱骂———比起“改进”，人们更愿意相信这是在帮助污染企业弄虚作假。
现在，这种情况越来越少，“过去人们一提环境污染就很激进，现在好多了，我们不想把企业一棒子打死，而是帮助他们整改。 ”福建省绿行者

环境保护公益中心总干事璇芷总结。
投入环保领域 12 年后，这位曾经极度在乎形象的前电视台记者，已经习惯于 T 恤、牛仔裤的“混搭”，只有那份干练敏锐的气质始终不改。

2006 年，污染案件曝光后璇芷陆陆续续接到更多求助，乡亲们跪
在了她面前

在受污染村庄中采访的璇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