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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曾指出，厕所是一种全世界通用的“嗅觉语言”和“视觉语言”，是文明沟通中最短的直线。然而厕所卫生一直
是中国的短板，农村厕所则是短板中的短板。

进入2017年，“厕所革命”从城市扩展到农村，正向城乡最偏远、最低层的角落挺进。自2015年起，从中央到地方，财政资金
投入超过200亿元。据中国政府采购网搜索显示，近一年，厕所相关的政府采购项目数量达到近800个。

小厕所，大民生。“厕所革命”不仅关系到旅游环境的改善，也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工作生活环境的改善，关系到国民素质提
升、社会文明进步。“小康不小康，厕所算一桩”。推进“厕所革命”，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必须坚持补短板、强
弱项，不仅景区、城市要搞好厕所，农村更要来场“厕所革命”；既抓好硬件建设，也注重养成文明如厕习惯。

这里，让我们听听各地人士怎么看待“厕所革命”这件事儿。

小康不小康小康不小康 算一桩算一桩
我住在保定山区的农村。在我们

村子里，不管是住平房还是盖起了小
洋楼，家家户户都使用自家的旱厕，
这既是自然条件限制，也是大家长久
的生活习惯。

平时看新闻也了解到，很多平原
地区农村都进行了厕所治理，干干净
净。但在山区，农村的厕所改造，面
临很多问题。这并非什么专业话题，
我们老百姓最有发言权。

最主要的问题是不统一。不像平
原地区农村房屋整齐划一，在山区农
村，各家各户散落分布，地势有高有
低，所以很难有统一的管道连接到各

家各户。加之村里的房屋地基多是用
石头水泥等一层一层垒起来的，所以
很难再重新安装地下管道系统。

另外，农村厕所一般在户外，如
果是水厕，冬天使用就会受到很大限
制。所以我觉得在农村，尤其是山区
农村，使用水厕恐怕不太容易实现。

当然，即便是使用旱厕，村里厕
所的条件也越来越好了。从以前用石
头、木头搭个棚子，到现在用砖头、
水泥砌成厕房，更加卫生，也更加方
便。而粪便一般会经晾晒处理后成为
有机肥，代替化肥，种菜种地都是很
好的肥料。

其实农村里现在比较注重厕所治
理。附近有的村子，几年前就有了
沼气池，可以实现循环利用；有的
村子，有回收车集中清理村民家厕
所；就在两三个月前，我们村据说
也是要免费改造厕所，统一安置管道
及化粪池。村民们都很期待下一步进
展。

总之，农村厕所治理问题很多，
既要考虑自然条件，又要考虑村民的
生活习惯，还要考虑治理成本。这既
要村民的配合，更重要的是政府拿出
切合实际的规划。

本报记者 王 萌整理

▲ 王永开 河北省保定市唐县担里村村民

切实规划最重要

家住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街道二区社区的刘海龙老人
前一阵子出国度假归来发现，路过自家附近的公厕再也不
用捂鼻而过了。好奇的他忍不住进去一探究竟——公厕内
新贴了暖色的瓷砖，每个坑位都安装了新的独立隔板，环卫
工人正在往小便池内喷洒抑菌除臭液，步入其中几乎闻不到
任何异味。除了设施大变样外，外墙也穿上了青砖琉璃瓦的
外衣，与历史文化街区胡同内整体风格一致。“周边胡同的
居民终于可以上个舒心的厕所了！”他感慨地说。

过去，冬天上趟公厕摔个跟头的事儿并不是笑话。由
于厕所内没有暖气，地面不够平整，部分低洼的地方一到
冬天便会积水结冰，很容易滑倒。难怪很多老人宁愿使用
便盆也不来公厕，不是不想来，是不敢来。从上世纪60年
代以来，北京先后实施了4次“厕所革命”，公厕的卫生条
件大为改观，但许多胡同里的公共厕所，依然让路过的行
人捂着鼻子绕道走。

东城区共有 1339 座公厕，是全市公厕最为密集的区
域。作为环境整治提升的主要内容之一，东城区计划用两
年时间对全区896座老旧公厕进行全面改造提升，涉及二类
以上公厕169座、三类公厕727座。其中2017年拟改造131
座，2018年拟改造765座。

经过半年的研究试点，东城区环卫中心确定以硬件改
造为基础，以软件提升为保障，通过物理隔离、空气置换
和抑菌阻臭的方式，解决公厕有臭味这个行业老大难问
题。其中，在公厕保洁体系中新增的公厕除臭作业工艺是
全国首创。

据东城区环卫中心基建科工作人员冯磊介绍，通过向
公厕地面、墙面、蹲坑等部位喷洒覆盖抑菌除臭液，阻止
臭味散发，同时消杀厕内微生物，减少氨气产生，可在 30
分钟内明显降低公厕异味，并维持低异味水平1到2天，目
前该工艺已在全区推广。

而此次最大的突破是在公厕内装了“空气置换系统”。
“‘空气置换系统’类似近些年来比较流行的‘新风’系
统，可以实现空气的内外循环。”冯磊说，传统的公厕“排
风系统”只有排风，没有送风，厕内容易形成负压，空气
干抽，降低了厕内臭味排放效率。此次研发安装的“空气
置换系统”，采用送风和排风相结合的方式，保持厕内外空
气压力平衡，并及时补充了室外的清洁空气，大大提升了
厕内臭味的排出效率。

“厕所变了样，生活大不同，以后再也不会让人顺着臭
味找厕所啦。胡同生活的一大不便就是上厕所麻烦，但这
种历史也许就要结束啦。这可真是北京公厕又一次重大的

‘革命’啊！”刘海龙说。

胡同公厕换新颜

▲ 本报记者 贺 勇

我在梅里雪山景区工作至今已经有11个年头了，先后
在明永冰川景点、金沙江大转弯、雾浓顶景点和飞来寺景
点的管理站工作。

说起景区的厕所，有许多故事。刚开始，由于没有
多少厕所，游客的抱怨太多了，造成在各个景点经常可
以看到随地大小便的事情。有些地方的景区沿线不时有
臭味飘来，严重影响了游客的心情，导致几年前央视曾
播出 《垃圾围困梅里雪山》 的报道，给景区声誉造成极
大的负面影响。

现在好了，国家投入了大量资金建设景区的各种基础
设施，特别是厕所，现在各个景点都有标准的免费厕所供
游客方便。其实我觉得，旅游开发就要注重细节，我们的
服务质量再好，让游客狼狈得找不到厕所方便，一切服务
都会归零。

德钦县刚开始开发旅游时，国道两边曾经冒出大量的
简易厕所，几块板子就凑成一个简易厕所，里面臭气熏
天，外面有人收费，人头1元钱。人有三急，再贵也得交这
个冤枉钱，总不能在路边当着大家的面解决啊。游客怨声
载道，当地居民对此也深恶痛绝。如今不光是景区，全县
各条公路沿线都有了标准的免费厕所，就连农村也建起了
公共厕所。厕所建设覆盖了农村的各个角落，在方便大家
的同时，环境也变干净了。

再说县城，以前最尴尬的就是找不到厕所，总得红着
脸跑到各个单位里找卫生间，还不时会被保安训斥，低声
下气是常事。从去年开始，德钦县城每个人流集中的地方
都建了公共卫生间，再也不用看保安的脸色了。

一个小厕所，其实反映的是一个地方基础设施建设的
好坏，也反映出地方政府对民生的关注、关心和关怀。

江 初整理

不再狼狈找厕所

▲ 取 登 藏族 云南省德钦县梅里雪山

国家公园开发经营有限公司
飞来寺景区管理站副站长

我觉得，有了干净美观的厕所和
文明的如厕习惯，人生质量才算真正
提高。

论起厕所，那可有说不完的故
事。过去家里穷，只注重房屋，没人
注重厕所，随便在屋后挖个池子，能
积农家肥就行。土坯一垒，前面再砌
道土墙，有的甚至挂个布帘子，就算
厕所了。粪尿有肥力，周围茅草特
旺，故茅缸屯、茅村等地名并不鲜
见。过去都是旱厕，地面污水横流，
臭气熏天不说，夏天蚊蝇乱飞，进不
去人。还根本不分男女，结果就造成
许多尴尬事。那年，乡政府工作队到
我们村，因为没有公共厕所，有位女
干部就近如厕方便，小伙子冒冒失失
闯进，女干部连声斥责流氓。村支书

过来解释，这是贫下中农后代，老实
厚道，这才算完事。有姑娘到我们村
小伙子家相亲，半人高的厕墙外也有
人方便，姑娘红着脸出来，说啥再不
进屋，这婚事就吹了。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人们越来越
意识到，厕所是生活的必需空间，也
是社会文明程度的一面镜子。卧龙区
在城乡公厕的建设、改造、提升上可
以说务实肯干，街头、社区干净整

洁，功能齐全的公厕不仅提升了居民
生活质量，提高了卧龙人的幸福指
数。区里镇里关怀民生，统一规划，
各村都建了标准公厕，坚持不懈推进
各家各户升级上档，“厕所革命”努
力补齐影响群众生活品质短板。

我家现在的厕所，宽阔、敞亮、
干净、无怪味，瓷砖锃亮，比那些星
级宾馆的卫生间都不差。我们这儿是
月季之乡，门前屋后，厕所里外，一

盆盆月季千姿百态。绿萝垂翠，家家
地里种花，户户墙内飞红，生机勃
勃，赏心悦目。环境好了，心情愉
悦，促进了乡风民俗改进，推动乡村
发展繁荣，我们村成了市级文明新
村，石桥镇成了中州名镇、省级特色
生态镇，被誉为伏牛山下的花镇。现
在，我们村的厕所不叫茅坑了，美好
生活梦想成为现实，大家风趣地称之
为“文明所”。

村里的“厕所革命”基本成功，
但我想，旱厕改水厕，对农村来说仅
是实现了整洁，不能把粪便一冲了
事，最后是把人畜粪便集中发酵，产
生清洁能源沼气，沼渣入地作肥，变
废为宝利国利民。

鲁 钊整理

从“茅坑”到“文明所”

▲ 苏金朋 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石桥镇施庄村

南阳金鹏月季基地负责人

我退休以后闲着没事，就想到处
转转，打发打发时间。后来慢慢地喜
欢上了旅游。现在成瘾了，一个月不
出门心就痒痒。

上个月刚去云南转了一圈，这是
我第三次去了，花了半个月。12月10
日刚到成都。一路上风景很美，拍了
很多照片，存储卡都用了两个。享受
美景，珍惜岁月。准备再用半个月时
间，把成都周边地区转个遍。然后回
家准备过年。

对于“背包客”来说，尴尬经历
很多，如厕难算一个吧。不过话说回

来，谁没有过旅游途中男女分边解手
的经历？

现在在高速路和风景名胜区上厕
所已不难了。高速公路服务区里，厕
所修得很漂亮，有的卫生打扫得也很
干净，景区就更不用说了，现在基础
条件改善很多，有的厕所能达到星级
标准。

旅途中如厕难主要在不发达地区或
者农村公路，除了加油站、用餐地，其
他的只能在路边解决。男女各选一边，
往公路两边找隐蔽地方，有时憋得实
在受不了要解手，司机又催着走，就

只能在坡坎底下解决。坐大巴车里都
能看见，那时你只能装作看不见。
这经历对女士来说更尴尬。

也有很多地方路边有厕所，但上
边写着“上厕所 1 元”。有聊胜于无
吧，1元就1元，能体面地上厕所，花
点儿钱也值。当然，我也遇到过景区
厕所收费的情况，那感觉就很不爽。
门票已经收费了，进去上个厕所应该
是景区提供的公共服务。所以我就想
不通。不说景区，有的城市里上厕所
也难，公共厕所少。勉强找到一个，
里面污水横流，屎尿遍地，简直没法
下脚。

“人有三急”，厕所谁都离不开。
现在国家抓“厕所革命”，我觉得是
抓到老百姓身边的痛点了，也挠到人
间烟火的痒处，很准。

本报记者 王明峰整理

▲ 李培东 湖南长沙 退休者▲ 李培东 湖南长沙 退休者

旅途最怕如厕难

初冬时节，田间地头开始萧瑟落
寞起来，但走进重庆南川区大观镇金
龙村，却是让人眼前一亮。一栋栋整
齐的房屋外，造型别致的花园里还开
着茶花。

“你们村里什么改变最大？”记者
和村民们坐在农家小院中拉起家常。

“当然是厕所了！走，我领你看
看。”村民朱现华边说边把记者往家里
领。打开一道磨砂的玻璃门，就是铺
着白瓷砖的厕所，水箱、蹲便器、废
纸篓、洗手台一应俱全。“以前我们的
厕所只能叫茅坑，就是用两块板子搭
在猪圈里的，又脏又臭。”朱现华说。

“厕所条件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村

民的身体健康。”大观镇党委副书记
王华说，当地采取政府投入一点、村
民自筹一点的方式，对各家各户的厕
所进行改造。

“当时推广厕所改造的难度可不
小。”王华说，庄稼一枝花，全靠肥
当家。一些村民认为，如果修建水冲
厕所，就没法积肥了，“这样还不如
旱厕呢”。

为了解开村民们心里的疙瘩，南
川在实施农村厕所改造时，大力推广
建设三格式化粪池。这种化粪池通过
厌氧发酵分解，分层实现粪便无害化
处理，储存下来的粪肥就是天然的有
机肥料。

在王华看来，“改厕”改的不仅
是群众的如厕条件，更是改变大家的
卫生习惯，让农村的人居环境好起

来。为此，当地启动了人居环境改造
行动，试点农村垃圾分类回收。为了
改变村民们垃圾随便扔的习惯，当地
借鉴超市营销的方式，鼓励村民回收
垃圾获得积分，凭积分兑换领取肥
皂、洗衣粉等日用品。房前屋后的环
境卫生也有了责任人，村里定期检
查，评比“清洁户”。

环境好了，风景靓了，大观镇的
几个村纷纷搞起了乡村旅游。如今大
观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旅游强镇，仅
今年前 10 个月就实现乡村旅游收入
9.5亿元。

（据新华社重庆电 柯高阳、聂
灵灵）

“改厕”改出新生活

▲ 重庆南川区大观镇金龙村▲ 重庆南川区大观镇金龙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