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栏 编 辑 ／ 杨子云 ／Ｅ－ ｙａｎｇｚ１２１８＠１６３．ｃｏｍ
Ｔｅｌ：（０１０）６３９３９６７４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１９ 日，国家计生委新闻发言人、政法司司长于学军
就临沂计划生育有关情况的初步调查结果发表谈话，指出临沂市个
别县乡有关人员在开展计划生育工作中，存在违法行政、侵害公民
合法权益的行为。并称，有关责任人已被免职、被拘留或立案侦查。
临沂计生野蛮执法行为停止。

陈光诚

临沂计生事件中的
陈光诚
本刊记者 ／ 杨子云

盲者遭遇麻烦

关注

“至今还不让他出门，
每天有十来
个精壮汉子守在他家院子门口。我记
得他们家被看管的那天是农历七月初
七，到今天已经八十多天了。”２００５年
１１ 月 ３ 日晚，记者拨通和陈光诚同村
的一户村民的电话，询问陈光诚最新
的情况时，
对方拒绝回答更多的问题。
“ 陈光诚第一是自己超生，这个
已经是事实，
将按规定确定罚款数额；
第二是他违法了，
司法部门正在调查。
这些都由领导说了算，具体情况我不
是很清楚。”１１ 月 ４ 日上午 ９ 点左右，
记者拨通沂南县双堠镇政府办公室的
电话，在申明身份后，一位李姓的女
同志回答记者。
陈光诚 ，
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双
堠镇东师古村村民。
“一个盲人为我们
健全人维权，他用法律照亮了我们村
庄。”
他的一个读了点书的乡亲曾这样
对记者说。
“你为这个社会做了什么？哪怕
只说一句公道话，干一件公道事；哪
怕把这个社会不好的地方，改变一点
点，尽一点点力也好。假如人人都能
这样，那咱们的社会肯定能改变。”陈
光诚用这句话鼓励着自己和妻子，在
偏僻的村庄，致力于为残疾人以及自
己的乡亲维权的事业。
然而，这个令他的乡亲感到自豪
的“瞎老五”如今却遭遇了很大的麻
烦。两个多月来，他被地方政府限制
出入自家院子。
事发后，本刊记者采访了参与临
沂计生事件调查的滕彪博士和在沂南

警方大接访

临沂计生事件

中的陈光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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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睹陈光诚被看管的许志永博士，并
电话致沂南县双堠镇东师古村村民、
双堠镇政府办公室、沂南县计生委办
公室、临沂市计生委办公室、临沂市
委宣传部新闻科、山东省政法委办公
室、临沂市市政法委办公室采访，希
望这场冲突及早理性地被化解。

问题。这样长时间拘禁陈光城既非法
也不合情理，
双方都应该做出让步，
使
这个事情有一个妥善的解决。地方政
府不要总是用如此敌意的态度看待一
计生侵权被叫停
个双目失明的人。
“第三，我们二人此行的目的很
据滕彪博士（同时也是律师）
、郭
简单，就是要看望朋友，其实如果我
玉闪以及涂毕升的调查，临沂市２００５
年 ４ 月以来展开的新一轮计生运动中 们看望了陈光城，和他谈谈，相信对
存在野蛮执法行为，尤以费县为最。 地方政府也是一件好事。和我们交谈
这些令人震惊的侵权事件引起了 的两位干部很认同我们的立场，他们
”
国家计生委的关注。在国家计生委的 出去请示领导，但没有结果。
“我不懂地方政府是怎么想的，
干预下，
类似野蛮执法行为已经停止，
一件原本简单的事情弄得如此复杂。
”
部分当事人也被处理。
“具体是哪些人受到处理了我不知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媒体记者在和
记者谈起这件事时如此感叹。
道，我们所做的调查一切属实，有录
音、
有图片也有文字材料。
经得起调查
对话临沂各方
和证实。
”滕彪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２００５ 年１１月４日上午，在给双堠
２００５ 年１０月３日，许志永博士和
镇政府电话后，记者把电话拨到沂南
李苏滨律师、李方平律师去临沂看望
县计生办。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女同
陈光诚，
遭遇当地政府官员的阻止，
与
陈光诚见面几分钟就被迫分开。
许志永对记者说 ：
“我们的立场
很明确：第一，关于计划生育的问题。
我们并不认同一些基督教背景的国家
的理念——把计划生育本身看成严重
的人权事件，相反，我们很能理解地
方政府的难处。事实上，只要地方政
府把自己过去的一些违法行为纠正了
就好了，我们认为临沂完全可以改正
错误，变成一个依法行政的典范，完
全可以把坏事变成好事。
“第二，关于陈光城的人身自由

志接的电话。
“陈光诚是不是超生了？”记者
问。
“是。
”对方答。
问：
“你们计生部门有过野蛮执
法行为吗？”
答：
“没有。
”
问：
“陈光诚是因为超生被限制
自由了吗？”
答：
“我不知道他被限制自由了。
反正俺都是不知道。
”
记者：
“你们领导在？请把电话
转给你们领导，可以吗？”

法律与生活

之后，记者把电话打到山东省政

法委办公室，办公室把电话转给相关
负责人。不肯告知姓名的相关负责人
态度很好，
在听完记者介绍的情况后，
说：
“这个情况我这里不知道，
我建议，
你打电话到临沂那边，要临沂那边处
理一下。
”
随后，记者把电话拨打到临沂市
政法委。
“这个事我们不知道，不知道
这个人这件事。
”接听电话的人说。在
记者说清原委后，他说，
“你们的这个
想法很好，
是应该好好处理这个事，
因
为我们现在要建设和谐社会。但要找
到管这个事的部门去说。
”
记者：“谁负责，您能告诉我
吗？”
对方：
“我不知道。
”
记者：
“请问您贵姓？”
“你不要管我姓什么。
”对方挂断
了电话。
记者的最后一个电话拨给了临沂
市委宣传部新闻科
（１１月４日上午９点，
记者曾经拨打电话给一位王姓的工作
人员，他表示知道这件事，也希望能
够好好处理这件事，但具体怎么处理
这件事，要请示领导，并将在请示之
后和记者联系）
。１１ 月 ４ 日下午 １５ 点
５０分，
记者再度把电话拨到新闻科，
对
方回答说：
“我们领导说，不就这件事
发表任何言论。
”

后记：反思的价值
在法制日益健全的今天，基层政
府与公民的“相处”
，沿用“强硬”手

段的传统观念与“和谐社会”格格不
入。临沂有关方面无论在前期的“计
生事件”中，还是在后期的“陈光诚
事件”中的做法都有反思的价值。
本文背景：临沂计生事件大事记
２００４年７月９日中共临沂市委、临
沂市人民政府印发 （临发〔２００４〕１８
号）
《关于加强新时期人口与计划生育
工作的决定》
，
是临沂计生运动的发端
和“法律”依据。
２００４年年底，临沂市某些地区在
计生工作中有暴力现象。
２００５ 年２月１４日，临沂市政府再
次印发红头文件，大意是过高地估计
了百姓的素质，依法办事不行，必须
采用更强硬的传统手段。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开始，临沂市三区九
县开展大面积暴力计生运动。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中旬，陈光诚、袁伟
静夫妇开始对此进行调查。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 ２２ 日至 ２５ 日，在陈
光诚的带领下，公民维权网站站长李
健对临沂市的部分地区进行了实地调
查走访。
２００５ 年６月１０日，公民维权网发
布关于山东省临沂市暴力计生事件的
调查报告，在互联网上引起反响。
２００５ 年６月２１日，在陈光诚的带
领下，北京市高博隆华律师事务所江
天勇律师、李和平律师再次进入临沂
进行调查，并提供法律援助。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中旬，滕彪博士、郭
玉闪、涂毕声与陈光诚从北京赴临沂
沂南县、费县、兰山区、蒙阴县等地
进行调查和提供法律援助。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下旬，郭玉闪、涂毕
声写出临沂计生调查手记和相关文章。
２００５ 年８月１１日以后，陈光诚夫
妇在家中被监视居住。
２００５ 年８月２５日，陈光诚逃往上
海、南京，并辗转来到北京。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初，国家计生委一名
官员会同省、市、县计生官员在临沂
进行调查。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６ 日下午，陈光诚在
北京朋友家中被自称是山东省公安人
员的六人带走。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７ 日晚 ８ 点，陈光诚
回到家中，被限制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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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方：
“领导都不在。”
记者：
“都不在？”
对方：
“对，全出差了。”
紧接着把电话拨到临沂市计生委
办公室，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男士接
的电话。记者询问是否知道陈光诚这
个人以及相关的事，“没听说过这个
人，我也不知道这件事。”对方回答。
“我听说他今年一直在揭露你们
临沂计生运动中的野蛮执法行为？你
真没听说过这个人吗？”记者追问。
“我听说好像是有这么一个人，
姓陈，可我不知道他的具体名字，听
说还是个盲人，听说他是中医学院毕
业的，
不接受政府安排的医院工作，
不
工作，可也不种地，还有他妻子也是，
不工作，不种地，可是生活得很好的，
是谁在给他们钱呢？”他答。
记者：“他今年揭露了你们计生
工作中的野蛮执法为，对吗？”
对方：“我们的计生工作中没有
野蛮行为。”
记者：“听说国家计生委下去官
员处理这件事了，
还处理了当事官员，
如果没有野蛮执法行为，怎么要处理
官员呢？”
对方：“是有一小部分地区有过
激行为，但是，那不是我们的计生工
作人员。
那是下面的一些执法人员。
国
家计生委的领导好说话。他们是下来
人了，可是处理的不是我们正式的计
生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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