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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丁村村中央一个幽静的院子里，有
两棵苍翠欲滴、遮天蔽日的古柏，已有四五百
年历史。古柏旁边就是丁氏祠堂，见证了丁
氏族人几百年来的风风雨雨。

村民丁广硕告诉记者，该村大学生丁闯
在河南科技学院上学，去年暑假，为了锻炼自
己，独自一人骑自行车去了西藏。

“听他爸说，在路上因为没有钱了，靠向

陌生人求助，度过了那些艰难的日子。”丁广
硕说，原来丁闯性格有些内向，不善言辞，这
次不同寻常的经历磨砺了他的性格，开朗了
很多。

丁声堂老人说，丁闯能做出这样的举动
是大丁村人坚韧性格的体现。村里很多学子
从小都很懂事，帮助父母干农活，磨练了坚韧
的品格，很有志气，所以很多人学业有成。

大丁村的博士现象也引起了学者的关注
和反思。陕西学者于静说，同样的土地，类似
的条件，为何大丁村就能结出人才的硕果，其
他大多数村庄却沦为文化的不毛之地？围观

“博士村”，不妨好好反思一下问题到底出在
了哪里，希望当今众多浮躁的乡村，那一座座
文化的孤岛，都能传出清朗的书声，飘出诱人
的书香。⑨7

“史上最严环保法”要突破什么

“以后我们可以见到更多的蓝天白云了！”4 月 25
日下午，一位在郑州市七里河南岸散步的老人李国强
告诉记者，新修订的环保法会让我们生活的环境变得
越来越好。

就在前一天，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环保法修订案。环保法修订草案在 20 个月
中，经历 4 次审议，最终定稿。这部法律增加了政府、
企业各方面责任和处罚力度，被专家称为“史上最严
的环保法”。

环保部副部长潘岳 4 月 27 日说，针对此次修改，
环保部门至少已经研究了 10 年。新修订的环保法在
三个重要领域内都有所突破。

第一个突破是推动建立基于环境承载能力的绿
色发展模式。新环保法要求建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
监测预警机制，实行环保目标责任制和考核评价制
度，制定经济政策应充分考虑对环境的影响，对未完
成环境质量目标的地区实行环评限批，分阶段、有步
骤地改善环境质量等。这些规定将成为推行绿色国
民经济核算，建立基于环境承载能力的发展模式，促
进中国经济绿色转型的重要依据。

第二个突破是推动多元共治的现代环境治理体
系。新环保法在推进环境治理现代化方面迈出了新
步伐。它改变了以往主要依政府和部门单打独斗的
传统方式，体现了多元共治、社会参与的现代环境治
理理念。其中，各级政府对环境质量负责，企业承担
主体责任，公民进行违法举报，社会组织依法参与，新
闻媒体进行舆论监督。

新环保法明确公民享有环境知情权、参与权和监
督权。新增专章规定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要求各级
政府、环保部门公开环境信息，及时发布环境违法企业
名单，企业环境违法信息记入社会诚信档案，排污单位
必须公开自身环境信息，鼓励和保护公民举报环境违
法，拓展了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社会组织范围。

第三个突破是新环保法加重了行政监管部门
的责任。环保监管职权是一把“双刃剑”。新环保
法一方面授予对各级政府、环保部门许多新的监管
权力，环境监察机构可以进行现场检查，授权环保
部门对造成环境严重污染的设施设备可以查封扣
押，对超标超总量的排污单位可以责令限产、停产
整治。针对违法成本低的问题，设计了新的按日连
续计罚规则；针对未批先建又拒不改正、通过暗管
排污逃避监管等违法企业责任人，引入治安拘留处
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另一方面，它
也 规 定 了 对 环 保 部 门 自 身 的 严 厉 行 政 问 责 措 施 。
违规审批、包庇违法、发现或接到举报违法未及时
查处、违法查封扣押，篡改伪造监测数据、未依法公
开政府环境信息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记过、降级、撤职、开除，主要负
责人应当引咎辞职。

“目前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坚决贯彻这部新法，如
何发挥它在中国经济绿色转型中的作用。”4 月 28 日，
我省一名长期关注环保问题的专家告诉记者，再好的
法律，也只有通过严格的执行，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四次修法焦点不同

4 月 29 日，省环保厅有关人员告诉记者，新修订的
环保法在具体执行上，还需要出台细则。从修订的条
款来看，此次修改力度非常大。

其实，我国自 1979 年出台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
国环境保护法（试行）》，到 1989 年正式施行的现行的
环保法，已被认为过于粗疏，理念落后，操作性不强，
执法疲软。作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与之
伴随的却是日益严峻的环境状况，比如雾霾天气、地
下水污染……近年来环境污染事件集中爆发，整个社
会面临着环境危机。修改环保法应是大势所趋。

4 次审议，草案焦点各自不同。
第一次审议：2012 年 8 月。草案焦点是，设立专章

突出强调政府责任，环保达标纳入政绩考核，明确企
业污染防治和突发事件应对的责任，完善环境管理基
本制度，强化公众对环保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国家统
一规划监测网络。

第二次审议：2013 年 6 月。草案焦点是，环境保护
基本国策首次入法，地方政府对辖区环境负责，官员不
作为可引咎辞职，企业排污逾期不改按日计罚，无上
限，对企业和责任人实行“双罚”，环保联合会为环境公
益诉讼唯一主体，建立跨行政区联合防治协调机制，未
进行环评不得开工建设，公民可申请公开环境信息。

第三次审议：2013 年 10 月。草案焦点是，扩大环
境公益诉讼主体，增加对污染直接责任人人身处罚，
进一步明确政府责任，增加环境保护财政投入；赋予
环保部门执法手段，把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放在政
绩考核的突出位置。

第四次审议：2014 年 4 月。草案焦点是，在明确政
府责任、加大对违法排污的惩罚力度，加强监督的基
础上，对雾霾治理做出并增加跨行政区域的重点区
域、流域联合防治，促进清洁生产和资源循环利用，建
立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污染公共预警机制等针对
性政策。

“根据现行立法，法律修改草案一般经常委会三
次审议后表决。此次环保法修改经历了四次审议，可
见其重要性和争议之大。”河南省环保厅相关人士说。

环境保护处罚无上限

有关人士认为，环保法修改，凸显出中国打造“绿
色中国”的立法思路。

公共环境信息研究中心主任马军认为，中国的环
境问题已经到了不得不重视的程度。他说，正因为环
境问题受到全社会的强烈关注，才使环保法修改持续
近三年。修法面临争议不断，历经两次公开征求意
见，数易其稿，方达成广泛共识。

“贯穿整部环保法修改的主旨，一个是生态保护，
一个是可持续发展。”参与环保法修改的中国政法大
学法学教授曹明德注意到，环保法修改中立法理念的
转变，如由规定环境保护工作要同经济建设和社会发
展相协调，到现在修改中坚持经济发展要和环境保护
相协调。草案把保护环境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强调以
环境为先，“是一个巨大的转变”。

此前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指出，中国要推动绿
色发展。这被视为中国打造“绿色中国”的宣言。马
军认为，环保法修改目的就在于通过实现企业、政府、
公民三者间的良性互动来实现“绿色中国”。

对违法企业而言，环保法修订草案一审稿到四审
稿的处理力度不断加码。马军认为，这是向长期以来

“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问题亮剑。从“向社会公

布违法者名单”到“污染按日计罚”、“责任人与企业面
临双罚”，再到“处罚不设上限”，违法企业恐难逃法网。

对政府而言，环境保护在政府责任中比重大幅上
升。环保法修改从增加环境信息公开，完善环境监测
制度，到把治理污染的成绩作为评估地方官员的指标
之一，再到规定县级以上政府建立环境污染公共预警
机制，制订预警方案，政府责任不断强化。

曹明德认为，环保法修改必须适应中国国情和发
展阶段，今后还要有其他法律的配套措施。如他建
议，有关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可扩展到其他法中，让公
民向不作为、乱作为的行政主体提起诉讼。

环保河南在行动

就在环保法修订案审议通过的同一天，我省在郑
州召开全省大气污染防治暨郑州等重点城市联防联
控工作动员大会，贯彻国务院《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
划》。

向污染宣战，河南一直在行动。近年来，我省在
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
积极进展。4 月 22 日，2014 年“中原环保世纪行”活动
启动仪式在郑州举行。“中原环保世纪行”开始于 1995
年，在提高公众环境法制观念、打击环境违法等方面
起着非同寻常的作用。

“新修订的环保法，从法律方面提供了更有力的
保障。”4 月 28 日，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史璞说。

史璞认为，新环保法是一部具有基础性地位的法
律，也是一部适用性很强的法律。这部承载着众多关
注的法律，或将破解一系列环保难题。

值得一提的是，此前社会关注度较高的环境公益
诉讼问题，在二审稿中，环境公益诉讼主体为“中华环
保联合会以及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的环保联合
会”，主体过窄引发争议。到 2013 年的三审稿中，公益
诉讼的主体从“中华环保联合会”扩展到“全国性社会
组织”。最终通过的环保法修订案，明确将提起公益
诉讼的主体扩大到“在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
部门登记的相关社会组织”。

“我深信，我们生活的环境会越来越好。”史璞说，
我省也将迎来生态文明的新时代。⑨7

“博士村”里聆听名人故事
□文／图 本报记者 尹海涛 本报通讯员 王静会

新环保法：向污染深度宣战
□本报记者 杨万东

●在近一个世纪里，一个不足 2000人的村子，走出了 20多个博士以及更多的硕士和大学生。

●邓州市裴营乡大丁村是如何成为“博士村”的？其中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走进“博士村”，聆听这里的名人轶事，也许能探寻到这个村子不同之处。

●新修订的环保法被专家称为
“史上最严的环保法”

●这部承载着众多关注的法律，
力图破解一系列环保难题

●向污染宣战，我省一直在行动

4 月 28 日，从邓州城区驱车向北不到 10
分钟便到了裴营乡大丁村。

这是邓州极为常见的一个村庄，与城区

隔着一条类似护城河的湍河。
然而不寻常的是，近日这个村子突然出

名，不仅被冠上了“博士村”的头衔，还被全国
的媒体所关注。

村支书丁广前说：“今天还有很多媒体的
记者打来电话，要来村里采访。”

让大家感兴趣的是，这个常住人口不到
2000 人的村子，近代以来，出了 20 多个博士，
在当地被称为“博士村”。他们中有中国第一
批留洋博士、河南省第一个博士、与周恩来和
邓小平一起在法国留学的丁肇青，有中国社
会科学院学部院士、《现代汉语词典》编纂者
丁声树，经济学专家丁轸宇，夫妻博士丁声
蔚、宋烨，有兄妹博士丁伟、丁俊玲……

曾主持大丁村丁氏家谱修订的丁声堂老
人告诉记者，虽然他也弄不清楚大丁村到底
出了多少个博士，多少个硕士，但是被称为

“博士村”一点也不为过。
这个 67 岁的老人抱来了一摞丁氏家谱，

扳着指头一个一个地给记者算人数，从民国
至建国初期，从文化大革命到现在，老人如数

家珍。
丁广前说，大丁村从明朝以来，先后出知

州以上官员 50 余人，举人 1 人，拔贡、岁贡等
36 人，廪生、增生等 321 人。近代以来，该村
出了 20 多个博士，此外还有为数不少的研究
生和大学生。他们中除丁肇青、丁声树、丁轸
宇、丁声蔚、宋烨、丁伟、丁俊玲外，还有美国哈
佛大学博士丁炎，有北京大学教授丁际昌，北
京师范大学教授丁子振，复旦大学教授丁声
颂，北京工商大学教授丁声俊，河南大学教授
丁承运、丁伯苓、丁纪园，有南开大学教授丁广
州，西安交大教授丁心洁……

4 月下旬，大丁村人才辈出的故事被当地
媒体发现并作了报道，立即引起全国传媒的
关注。4 月 28 日，网络搜索显示，全国数十家
媒体报道或转载了该报道，并引发网友们 5 万
多条评论，皆是对大丁村的感叹和好奇。

4 月 29 日，大丁村村支书丁广前给记者
发来了最新的人才统计结果：全村人口 2049
人，650 户，共走出近代现代博士 24 位，研究
生 20 余人，大学生 70 余人。

“博士村”究竟是如何炼成的？都有哪些
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记者在与村中老人的交谈中了解到，大丁
村近代以来之所以文风鼎盛的原因，与一个人
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就是中国第一批留洋博
士、河南省第一个博士、与周恩来和邓小平一
起在法国留学的丁肇青，曾任北大教授、全国
高等教育视察专员、河南省教育厅厅长等职。

大丁村村民丁广硕是丁肇青的第四代
孙，他讲起曾祖父的故事，颇为骄傲。

出生于 1893 年的丁肇青自幼在私塾读
书，1917 年进入北大上学，由此开启了人生中
波澜壮阔的一段经历。

“五四运动”前，丁肇青在李大钊领导下，
参加了马列主义学习小组，担任进步刊物《北
大学生周刊》主编，并负责《新青年》杂志的海

外发行工作。1919 年 5 月 3 日在北京 13 所大
专院校学生代表集会上，由许德珩起草，丁肇
青在大会上发言，并制订了四条决议。次日
即在天安门举行了爱国大示威，爆发了历史
上著名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中，丁肇青
参加了反对签订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驱赶
曹、章、陆等卖国贼的爱国运动。1920 年，丁
肇青和北大同学上街游行，宣传“劳工神圣”
和“提倡三·八制”在前门被捕，经蔡元培、李
石曾保释。运动发生后，国民政府采取明助
暗赶手法，派丁肇青等以官费留学法国。留
法期间，丁与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等结识
并在一起参加进步活动。

“当时曾祖父家有商铺、有耕地，属于耕读
世家的。”丁广硕说，由于当时丁家较富裕，曾祖
父将家里寄来的钱无私支援给邓小平印刷小

报，宣传共产主义，也由此与邓小平结下了深厚
的友谊。丁广硕收藏的一张留法学生合影上，
年轻的丁肇青与邓小平并肩而立，意气风发。

抗战爆发后丁肇青力主抗日，以北察游
击队总司令联络员身份，驻长治八路军总司
令部。

1941 年丁肇青因不愿为国民党服务回到
邓县老家。回家后，热心创办地方教育和福
利事业，先后设计和筹建了社会大戏院、公立
医院、城关一小教学楼，协助创办丁氏私立敦
本中心小学、淯滨中学等，吸引了姚雪垠等一
批名人先后在这里任教，为村里孩子们读书
提供了优良的场所。如今，新的村小学建成
后，这里成了丁氏祠堂。

“如今大丁村人才辈出，可能与他在这里
办学也有很大的关系。”丁广硕说。

“洋博士”回村创办小学

“博士村”里英才辈出

在大丁村，老人们提起村里的名人，丁声
树也是他们的骄傲。

丁声树出生于 1909 年，8 岁时入村私塾
学习四书五经、纲鉴总论之类书籍。初中毕
业后，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32 年毕业于北京
大学中国文学系。后成为中国杰出的语言学
家，词典编纂专家。他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
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
所研究员。

从北大毕业后，丁声树进入中研院历史
语言研究所，专职从事汉语语言研究。1961
年，丁声树接受了《现代汉语词典》的主编任
务，主持修改定稿工作，于 1965 年印出了《现
代汉语词典》的试用本。1978 年 12 月，具有
跨时代意义的《现代汉语词典》完成编纂。

在大丁村老人们的口中，丁声树的学术

成就并不是他们最值得“炫耀”的，他们更为
钦佩的是他做人的风格。

村民丁声堂讲述了他所知道的一个故
事。

上个世纪 50 年代，国家百废待兴，处于经
济困难时期。丁声树那时已是国内知名的语
言学家，承担了不少重要学术研究任务，他所
在的单位为照顾他的生活，曾给他安排了“副
食供应证”，用来购买肉、蛋、糖等物品，属于
特殊待遇。但他婉言谢绝，表示要和其他同
志一样，不愿享受特殊。

丁声树单位有位年轻人要结婚了，但一
直为没钱办婚礼发愁。他偷偷给他送了一百
元，用以救急。后来这位年轻人还钱，他却不
要。丁声树给这位年轻人讲了他在北大的一
件事情。他在北大念书时，有时连烧饼都买

不起，全靠朋友们帮助。其中就有一位老师
借给他钱，后来去还钱时，这位老师说，当初
借给他钱就没有打算让他还，“现在你不困难
了，你就济困于别人吧，就等于还了我的情。”
这就是正直善良中国知识分子之间的高洁品
格，这位老师的话影响了他一辈子。

丁声树的故事在大丁村广为流传，影响
了很多后辈的学生。丁声堂说，其实要说大
丁村成为“博士村”的原因，他觉得传统的思
想教育是最重要的根基。那些出了博士、硕
士的家庭，其父母大都是普通村民，甚至是大
字不识一个的文盲，家庭普遍很贫穷，根本没
有良好的经济基础，也没有什么好的教育方
法，都是靠着村上前辈人带出来的优良学风
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尊师重教，诗礼启
后。

新生代学子的西藏壮行

语言学家的助人故事

在国外留学时丁肇青与邓小平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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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村”里的村民正在向游客介绍丁氏祠堂的有关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