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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链接

4月24日下午十二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表决通过了

《环境保护法》修订草案，新法实际

上是一次对环保部门的扩权，如加

大了对于环境违法行为的处罚力

度，明确建立了“按日计罚”制度，

上不封顶，可以罚得倾家荡产；同

时还建立了“黑名单”制度，在金

融、信贷、证券等方面增加污染违

法成本，并增加了“生态保护红线”

的相关规定。人大常委们投了赞

成票，就是通过立法扩大了环保部

门的权力，使环保部门真正成为一

个让污染企业敬畏的部门。

人大是代议机关，通过立法程

序将民意上升为法律。人大常委会

及委员们力挺“通过法律的手段来

强化环境的保护和治理”，背后体现

的就是民意。在“放权和限权”已成

改革主旋律的语境下，民众也许反

感对其他每个部门的扩权，但不会

反对在法律框架中扩大环保部门的

权力。平心而论，任何部门权力的

扩张，都会伴随着“副作用”，但赋予

环保部门更大的处罚权是众意所

归。深受雾霾之困的公众一定深深

明白，没有一个坚挺的环保法及受

到法律撑腰的强势环保部门，喝到

干净的水和呼吸清新的空气就会永

远成为一个实现不了的梦。

实际上几年前环保总局升格

为“环保部”，就是一次扩权。此次

审议通过《环境保护法》修订草案，

立法机关在民意支持下给环保部

门扩权开了绿灯，环保部门显然当

读懂个中寄寓的民意期许。

首先，要读懂民众并不是满意

环保部门既有的表现，才支持其扩

权的，恰恰是对其表现不太满意。

认为其未能尽到保护碧水蓝天的职

责，公众才推动立法机关赋予环保

部门更大的权力去向污染开战。事

实上，公众也知道“扩权”是把双刃

剑，扩权在制度笼子未筑紧的情境

中，很容易异化为新的寻租腐败机

会。但如今突破临界点的环境污染

已让公众忍无可忍，人们警惕权力，

更忧心于自身生存环境的不断恶

化。环保部门在既有体制下偏弱偏

软，人们冀望通过立法赋权的方式

去激发环保部门的执行力。

还需要读懂的是，环保部门千

万不要辜负这部让自身扩权的环

保法，将那些能加大企业违法排污

代价的法律条文用起来，执行力要

跟上民众期许。“执行力”一直是环

保工作最大的软肋，其实环境出了

问题，问题症结并不在缺少法律规

定，或者环保部门手中的权力不够

大，而在于不作为，在于有法不

依。数年前那场环评风暴证明，环

保部门并非手中无权，而是没有激

活和使用起来。此次法律赋予了

环保部门更多、更大的处罚权，如

果不用起来，执行力上不去，环保

仍将是“无解”。

民众力挺环保扩权，另一层深

意是，让环保部门没任何借口再去

对污染睁只眼闭只眼。以往提到

眼皮底下的企业排污时，环保官员

总会抱怨“手中权力太小”，拿污染

大户无能为力。此次法律修改极

大地提高了污染者的违法成本，加

大了惩治力度。这时候，环境在公

共治理层面已被上升到“宣战”的

高度；又有自下而上的民意支持，

再加上一部强硬的环保法，环保部

门还有什么理由保护不好环境呢？

1960年，郭小多出生于平舆

县李屯镇大郭村一个普通的农民

家庭，7兄妹中排行老五。1973年腊

月，刚刚13岁、正念小学四年级的小多

患上化脓性骨髓炎，继而并发脑炎、败

血症、双侧胸脯炎。父母节衣缩食、“推

磨”借债，常年带着小多四处求医，光大

手术就做过8次，但原本健康活泼的小

多却再也不能自由奔跑在上下学的路

上了。在床上躺了整整3年后，小多强

忍病痛，先是扶着小板凳艰难地匍匐，

一段时间后，居然能颤巍巍地撑起了双

拐——为尽可能少拖累家人，倔强的小

多站起来了！

1986年，经好心人介绍，26岁的郭

小多嫁到离娘家几公里远的老王岗乡

甘港村小埠口庄。丈夫马闯身材单薄

矮小，当时已经36岁。和夫妻俩一起

生活的还有公公、婆婆，分别是70岁和

72岁，均体弱多病。从此，过去在娘家

被父母、兄妹呵护着的郭小多，担当起

了一个贫病家庭的重负。由于一直被

陈旧性骨结核病这一“不死的癌症”咬

住不放，郭小多腰部流脓，腰及右膝完

全僵硬，即便这样，她还是拖着重残之

躯，每天早起烧火做饭，然后和丈夫一

起下地干活，晚饭后她还要清洗全家人

的脏衣服，然后再去厨房预备第二天的

早饭。

病魔与贫困没能压垮小多，反而砥

砺着她为幸福生活奋力打拼。小多在

路口支起个小摊，卖点儿香烟、啤酒、食

盐等补贴家用。她还和丈夫一起，套

马车下到汝河里采沙。从河床到堤

岸，是一条狭窄陡峭的斜坡路，弯弯曲

曲近百米长。他们把沙子一锹一锹地

装上用荆条围起的架子车，装满抹平

后艰难地运上岸，再一锹一锹地转到

等候在那里的四轮拖车上。装满一拖

车沙子，要往返6趟，需要半天时间，能

赚到13元钱。“13元钱现在看来不算

啥，当时俺全家吃饭穿衣、治病买药都

指着它呢！”回忆起那段过往，小多一脸

的幸福与满足。

正是采沙的经历让郭小多又多

了一个奋斗目标：在河滩开荒。在

夫妻俩的辛勤努力下，他们硬是开

垦出 3 亩左右的荒地。“加上 7 亩责

任田，俺家共有10亩地，赶上过去的

富农啦！”说到这儿，小多又开心地

笑了！

环保扩权后，
执行力要跟上

立法机关在民意支持下给环保部门的扩权开
了绿灯，是希望以立法赋权的方式去激发环保部门
的执行力，也压减他们在履责乏力上的搪塞空间。

□曹林

4月24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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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个月中，草案经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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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订后的环保法加大惩治力

度：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

者违法排放污染物，受到罚款处罚，

被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依法作出

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可以自责令更

改之日的次日起，按照原处罚数额

按日连续处罚。罚款将上不封顶。

新环保法还明确：国家在重

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敏感区和

脆弱区等区域划定生态保护红线，

实行严格保护。

在环境公益诉讼方面，新修

订的环保法将提起环境公益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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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法将于2015年1月1日施

行。立法机关人士表示，这部法律

能为应对当前日益严峻的环境问

题提供支撑。

“史上最严的环保法”出炉

企业违法排污按日罚款不封顶

行政拘留、“引咎辞职”、“按日

计罚”等制度，都相当严厉，令企业

违法成本提高，地方政府能够重视、

认真履行法律职责。据《新京报》

此前的环保法立法理念依然

还是经济优先，要促进经济发展，

但新法立法理念有突破和创新，

围绕着生态文明进行制度建设。

现在的环境污染是区域性、

流域性的，因此新法做出相应调

整方式，比如治理农业的面源污

染，针对雾霾和水流域污染作出

专门规定等。

监管手段“出硬招”，环保监管部

门可以直接对企业进行查封、扣押，

也可以对污染企业采取行政代执

行。超标企业融资等方面也会遇阻。

环境民主原则也是此次环保法

修订很重大的特点，专门设立了“信

息公开和公众参与”章节，让公众参

与环境保护，具有很强的民主性。

亮点1

亮点2

亮点3
监管强硬

亮点4
民主参与民主参与

亮点5
处罚严厉处罚严厉

平舆残疾农家女郭小多
拄着双拐照顾年迈婆婆

□本报记者中原三农网记者黄华通讯员屈林梁帅文/图

4月11日，在
驻马店市妇联举
行的全市“家庭美
德”巡回报告会
上，一个拄着双拐
的农家妇女朴实
的讲述深深打动
了 台 下 听 众 的
心。她就是驻马
店市“道德模范”、
“好儿媳”，平舆县
“好儿媳”、县残联
理事，平舆县残疾
农家妇女、现年54
岁的郭小多。

2000年丈夫去世后，郭小多做的

第一件事，就是盘点家里的账本。从嫁

到婆家到丈夫去世，共借了 33 家、

77132元，已经还款7家、14560元；结婚之

前，马闯因建房和几次给爹娘看病，借了6

家、11440元，已经还款2家、4800元。两项

合计，还欠30家、69212元！

“小多啊，人死账清。反正马闯也过世

了，大伙借给你家的钱，都毁堆了！你就安心

过日子吧。”不少人这样劝慰小多。

“这可不中！欠债还钱是老理儿。这些

钱，都是大伙儿一滴汗摔八瓣挣来的。只要

俺活着，俺一定还。”小多诚恳地说。14年

来，她靠着地里的收入、摆小摊的收入，还有

偶尔收到的爱心捐款，以及近几年来政府发

放的低保金、帮扶慰问金和女儿每月寄回的

二三百元，一笔一笔地还，一家一家地清，目

前已经所剩不多了。“俺现在睡觉踏实多啦！”

小多说。

多年来，出于对小多一家的同情，热心的

乡亲们经常会主动伸出援手，帮助小多干农

活儿。感激之余，小多就用自己特有的方式

回报大伙。

她每年都种上几分地的高粱，不为别的，

就为剪取高粱秆上端粗细一致的部分给大伙

纳锅盖。纳好一个锅盖，小多需要挑选和剪

下上百根这样的材料，不是被扎破手就是被

剪子磨破手。“俺给大伙帮不上大忙，纳个锅

盖算是一份心意吧！”小多说。她还经常做

“毛头鞋”送给新添孩子的人家。几年前，小

多买了一辆电动三轮车，有一年大旱，庄上不

少人家的压井提不出水，小多就挨家收水桶，

拉到1公里外的企业里取水，然后再挨家送

过去。这几年，乡卫生院每年都组织60岁以

上的老人进行免费体检。看到一些空巢老人

去乡里一趟不容易，小多就主动承担起了接

送任务……

“俺这半辈子没少受苦，也一直感受着人

们给俺的温暖。俺一直相信，遇到困难只要

咬牙挺过去，好日子就在前面等着呢！我这

一辈子无悔，我的心里很幸福！”郭小多开心

地笑了起来。

丈夫的去世，把命运多舛的郭小

多又一次推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

自1991年丈夫身患重病以来的

20多年，特别是丈夫去世以后，包括婆家亲

戚在内的不少人劝小多“再走一家”。小多平

静而坚定地说：“虽说俺也是又病又残的样

子，可这个家离不开俺啊！俺要走了，这个家

就散了。”这个只读过三年半书的农村妇女，

明白啥叫责任、啥叫义务。

为种好家里的10亩地，维持全家人基本

的生活来源，郭小多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

下地劳作：单腿弯曲着锄地、拔草、割麦，拄着

拐杖一步一挪地施肥、喷药、掰包谷……在

她的精心打理和亲戚邻居们的帮助下，她家

每年的庄稼收成一点也不差！

当年郭小多嫁到婆家时，因严重残疾，

公公婆婆打心眼里瞧不起她，不仅把一应家

务完全推给她，还经常数落她、刁难她，有时

连邻居都看不过去。可小多却默默承受，从

没跟公公婆婆吵过嘴。“人年纪大了，就会像

小孩儿一样任性，咱当晚辈的要担待。”贤惠

善良的郭小多常说，“世上只有不孝的儿女，

没有不对的父母。”就这样，小多始终像女儿

一样，勤勉孝奉着自己的公公婆婆。

小多是个爱干净的人。她也总是把公

公婆婆的衣物涮洗得干干净净，床铺、被褥收

拾得利利索索。嫁到婆家28年来，小多身上

穿的，都是亲戚乡邻给的旧衣服，但她每年都

会给公公婆婆添新衣服，让他们穿得舒适、穿

得体面。2002年夏天，公公患上脑血栓，作

为儿媳妇，小多不顾羞涩不嫌脏臭，经常为公

公擦洗身子、端屎接尿，无微不至地照料着公

公，直到公公6个月后去世。

眼下，小多的婆婆已经整整100岁了。

小多丈夫的堂弟媳张小芳说：“谁会想到俺大

娘能活100岁啊，都是托了小多的福！”寒冬，

简陋的屋子四处透风，为给婆婆取暖，小多每

晚都会给婆婆换两次热水袋；炎夏，小多自己

舍不得吹电扇，却专门给婆婆备一个。10多

年前，婆婆得了便秘，小多就在庭院里开了个

小菜园，保证婆婆顿顿都能吃上新鲜蔬菜。

为了让婆婆吃得有营养，小多每天早上为婆

婆炖碗鸡蛋羹，变着样儿为婆婆改善生活。

“小多对婆婆那份孝心，换成俺这样身体好好

的人都很难做到，大伙真得向她学习。”邻居

刘艳萍跷指称赞说。

女儿马妍曾因家庭困难几次面临辍学，

在母亲的关爱和勉励下，几年前已大学毕业

在南方一家大型企业工作，并取得助理会计

师职称。尽管远离家乡，但她坚持每天给家

里打一次电话，每月寄一次钱。在电话中她

对记者说：“俺妈是天底下最伟大的女人，是

俺做人做事最好的老师！如果没有她，就没

有我的今天，也没有奶奶康乐的晚年。”

就在郭小多夫妇为着未来的美好

生活而不懈打拼时，1989年冬，他们的

女儿马妍降生了，然而这样的快乐却

是那样短暂。

1991年夏天，丈夫不幸患上了风湿性心

脏病，并逐渐丧失劳动能力。当时，他才41

岁，和小多结婚才5年，而他们的女儿还不到

2岁！一家5口，老的老、小的小、病的病、残

的残，以后的日子该咋过呀？乡亲们不禁为

小多揪着心，甚至有人猜想31岁的小多会离

家出走。而小多却不肯向命运屈服。1992

年“三夏”过后，为给丈夫治病，在忍痛卖掉牲

口、把攒下的家底全部花光、把能借的钱借

完之后，郭小多把女儿寄养到娘家，把丈夫

和公公、婆婆托付给叔伯妯娌，她拄着双拐，

背上衣服被褥，跟着捡破烂的近门婶婶韩凤

芝来到广州。她辗转找到一个相对安全的

地方“安顿”下来。她把户口簿和残疾证摆

放在地上，用粉笔在地上写清家中情况，然

后拿一个塑料凳子抵靠着僵直的身子，开始

默默期待着好心人的眷顾。白天，常有人给

她送水送饭，饭她只吃一点点，水能不喝就

不喝，以尽量少去厕所，好多乞一些钱。到

了夜晚，她就地摊开被褥，蜷曲而卧。每当

这个时候，浑身酸痛又担惊受怕的她，总忍

不住默默流泪。她感到委屈、丢人，却别无

选择；她还思念着幼小的女儿、卧病的丈夫、

年迈的公公婆婆，牵挂着地里的活儿……

在此后长达8年的时间里，郭小多每年都

要趁着夏秋农闲，到广州、深圳等城市乞讨一

个月左右，为丈夫换取救命钱，然后赶回来照

料丈夫和全家人，打理地里的活儿。然而，郭

小多依然没能保住丈夫的性命。2000年夏

天，患风湿性心脏病整整10年的马闯去世

了。弥留之际，他紧紧抓住小多的手，泪流满

面：“这辈子咱俩做夫妻，俺知足了！”

那一年，郭小多40岁。丈夫撇给她的是

82岁的公公、84岁的婆婆、11岁的女儿、7亩

责任田、3亩开荒地和近7万元的债务……

传递正能量正能量

A
B

为保丈夫性命
她连续8年16次到南方乞讨

C

丈夫和公公相继去世
她搀着年迈婆婆共度人生

病魔与贫困
砥砺她为幸福
生活奋力打拼

D

勇于担当，诚信大义
她抒写着无愧无悔的人生

理念创新理念创新

管理转型

郭小多陪婆婆晒太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