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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去哪儿上厕所？打了无数个电话，辗转联系到朝阳凤凰制水
有限公司后，汪越召集大队人员，借来水车，又买了 200 个水
桶、500 个水盆，准备人工冲洗厕所。
午间时分，一辆辆满载救急自来水的水车，开向全市重点
路段公厕。在保洁员的奋力清洗下，整个停水时段不仅公厕正
常清洁开放，汪越还组织同事们免费为市民提供自来水，同步
解决了“家庭水荒”
的燃眉之急。
“以前不少人持有老观念，管我们公厕大队叫‘肥料公司’
甚至‘大粪公司’
，队员们找对象都容易被嫌弃。”
如今，看着干
净整洁、提供多元化服务的标准化公厕，往来如厕者也会对保
“臭了我一人，香了城
洁员道一声“谢谢”，
汪越内心充满骄傲。
一座，去哪儿找这么划算的买卖？”

本刊记者彭卓 、
于力

曾有统计显示，每人每天上 6 — 8 次厕所，一年约 2500 次，
一生中约有 3 年时光在厕所度过。
对于汪越，这位知性美丽的女人，一生与厕所结缘的时光，
又何止“3 年”
。作为辽宁省朝阳市城市公厕管理大队大队长，掌
，与厕所有着别具一格的“缘分”
，
管 212 座城市公厕的“女当家”
还有太多不得不说的故事。
“我淘粪，我光荣；脏一人，净全城。”
就是这样朴素的行事理
念，伴她走过了 34 载环卫生涯。

在五谷轮回之地 ，
点亮文明的蜡烛
推开玻璃大门，
映入眼帘的是一尘不染的地面、光洁如新的
洗手池、随手取阅的报刊，扑鼻而来的是淡淡幽雅的熏香，舒缓
的音乐旋律在耳畔萦绕……身着深蓝色统一制服的工作人员，
静静地站在一旁，
随时准备为往来人士提供微笑服务。
这不是星级酒店的贵宾休息室，而是遍布朝阳市大街小巷
的公共厕所。在这座辽西古城，212 座公厕在汪越及其团队的悉
心维护下，
为全城 50 万市民提供着轻松、
惬意的如厕环境，成为
展现城市文明与软实力的一张悄然“试纸”
。
“过去朝阳公厕的确不敢恭维，如厕者得捏着鼻子、憋着气、
踮着脚进去，带着一身臭味出来，市民对此意见非常大。”
如何改
变“脏乱差”
的固有印象，成为汪越接手公厕大队面临的头等难
题。
“俗话说，物质文明看厨房，精神文明看茅房。公厕折射着一
座城市的文明进程，
是外地人看城市的窗口，我不能让家乡的窗
户脏兮兮啊！
”
公厕之脏，就像“破窗理论”
——
— 公厕越脏，保洁员越难打
扫；保洁员扫不干净，如厕者就越不注意维护卫生，进而进入恶
性循环。而一座城市的实力不仅在“面子”，
更在于公厕等与百姓
。此景之下，如何让城市的“里子”
更有质
生活息息相关的“里子”
量？
市民如厕如何更舒适、有尊严？
深入调研走访后，汪越发现，提高保洁员工作积极性，或可
成为解决问题的突破口。为此她创新工作思路，制定“夫妻保洁
法”
，即招聘“夫妻档”
保洁员，实施一座公厕由一对夫妻共同管
理，
公厕管理间就是夫妻的宿舍，既解决了过去陌生人搭班工作
“权责不清”
“推诿扯皮”
的问题，还实现了公厕 24 小时有人值
守。
在保洁质量上，汪越推行“宾馆式服务”
，要求保洁员实行
“跟踪服务”
：市民如厕后立即清理便池和地面，棚顶、门窗、玻
璃等一切公厕内外设施和角落都要洁净，保持无蚊蝇、无臭味、
无污水、无乱画，并与保洁员签订承诺书、责任到人，实施综合
评分和末位淘汰制，极大提高了服务意识和责任意识。
在硬件设施方面，汪越不放过任何一个小细节。镜子 、
画框 、
鲜花 、
烘手器 、
音响设备 、
喷香机 、
温馨提示语……几年来汪越在
细节处一点一滴的改变和增补 ，
不仅让公厕成为城市文明的别
样风景 ，
还增设残疾人卫生间和儿童洗手池 ，
实现全角度人性化
服务 ，
使城市公厕环境大为改观。
昔日掩鼻难堪的“五谷轮回之地”
，成为今日城市靓丽风景
线。朝阳市环卫局副局长马力告诉记者，辽宁省环协组织调查显
示，朝阳市水洗公厕管理已经走在全省前列，附近承德、赤峰等
城市同行听闻后，
都相继前来观摩取经。
汪越及其团队的努力，也获得了广大市民的认可。不少市民
由衷感慨道：
“这么干净的厕所，谁还好意思随地大小便？”
一些
住在老旧小区的居民，甚至专程去附近公厕“方便”
，直呼“比家
里厕所条件好！”
还有外国游客伸出大拇指，发出“朝阳公厕，

“我有一个梦想 ，
希望环卫工人可以失业”

汪越在清洁公厕 。
受访者供图

212 座公厕的“女当家”
very good(非常好)！
”
的赞叹。

从 17 岁“花季灰姑娘”，
到 51 岁“肥料大总管”
今年 51 岁的汪越，职业生涯至今，有 28 年在扫大街，6
年在管厕所。
“反正不是干清扫员，就是干淘粪工。这辈子就没
离开过环卫岗位，
也不想离开。
”
大眼睛、白皮肤、
齐耳短发、身量纤纤的汪越，说起话来柔
声细语、笑容甜美，已过天命之年依然温柔靓丽。从年代久远
的黑白照片上，记者看到 17 岁参加工作的汪越，眉梢眼角带
着青春的飞扬。
起初被分配到环卫岗，汪越内心很是抵触。
“小时候我梦
想当老师，不少中学同学也都去了报社、银行、机关等体面岗
位，就我在灰头土脸地扫大街，成天和垃圾打交道，感觉心里
很不平衡。”
就在汪越以“命苦灰姑娘”
悲情自诩时，一个人的出现，扭
刚参加工作的汪越，
很受同组一位 50
转了她的心态。1983 年，
多岁孙大姐热心照顾。
“孙大姐特别热心肠，每天总乐呵呵地
认真工作，
从没任何推辞和抱怨，
我以为她生活一定很顺心。
”
当有一天，汪越不经意迈进孙大姐家，彻底惊呆了：所谓

的“家”
，就是个租来的简易“地震棚”
，丈夫瘫痪十年生活不能
自理，家里年迈婆婆和三个小孩都靠她一个人照料。
“孙大姐
告诉我，日子乐呵也是过，哭天抹泪也是过。为啥不摆正心态，
把日子往好了过呢？”
“是啊！为啥不好好过日子呢？”
一瞬间，汪越放下了思想
有什么不好？
包袱，全身心投入环卫事业：做个城市“美容师”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做环卫也一样可以有出息！
从小小清洁工，到“金牌”
队长，汪越付出辛劳的同时，也
不断成长，先后荣获国家、省、市各级多枚“五一劳动奖章”
。
2011 年，
汪越被调职出任朝阳市城市公厕管理大队大队长，
成
为名副其实的城市“肥料大总管”
。
如何在“最脏最臭”
的岗位发
挥主观能动性，
为市民细致服务，
成为她每天思考的难题。
为此，她化身“拼命三娘”
：凌 晨 4 点 多 爬 起 来“扫 街 巡
逻”，
查看公厕开门情况 ；
白天为公厕改造升级的事情四处奔
波，
几乎不坐办公室 ，
从没穿过花裙子 、
高跟鞋 ；
晚上常熬到半
夜才睡 ，
不看着公厕“平安晚关门”不放心 ；
去外地出差 、
休假
……
旅游 ，
也最爱去当地公厕观摩“偷师”
2011 年 11 月的一天，
就在汪越接受公厕管理大队不久，
朝阳市自来水主管线爆裂，全市停水。按以往惯例，停水公厕
也会关门，可倔强的汪越却“不答应”
：家里没水，公厕关门，市

常年奋战在公厕管理一线的汪越，常常和队员们讲两
句话：一句是“环卫工作的特点就是每天从零开始，永远没
有终点”；还有一句就是“公厕建设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
步”
。
为方便市民了解和寻找公厕，汪越和队员们在市内垃圾
箱张贴公厕示意图，发放公厕宣传手册，在微信公众号定期更
新关于环卫、公厕的相关消息，并推出“附近公厕”
功能，实现
了“公厕踪迹掌上可查”
。
“有来有往解不断，若即若离总相依。”
一座青砖黑瓦、仿
古风格的公厕门前，黑底黄字的对联很是显眼。汪越告诉记
者，这副对联缺横批，
“我们想让每个到这里方便的人，在自己
心中给它填上”
。
在保持清洁舒适之外，汪越为提升公厕的文化品位，还面
向广大市民征集公厕文化楹联，评审后选择优秀的楹联作品
进行制作，安放在公厕大门两侧。汪越还在部分公厕设置图书
角、安装电视机，播放朝阳市宣传片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
传片，利用碎片化时间将文明教化、相互关爱的理念与思想入
脑入心。
“文明”
“关爱”
的概念不仅在于对外服务，还在于团队建
设。2012 年，汪越筹划成立了“朝阳市洁美排污帮扶援助中
心”
，迄今已为 40 多名一线困难职工提供了累计 20 多万元
服务，并尽力改善职工食堂、书屋、浴池等工作条件。
当队长 6 年来，汪越每年除夕都坚持给一线清洁工人送
饺子、瓜果年货，
“还记得 2014 年除夕夜，我让儿子开车载我
去一线慰问职工，回到家都后半夜了。儿子感慨：
‘妈，我就没
听说过谁家是这样过年的’
……”
如今，
“肥料大总管”
汪越与团队以悉心服务，赢得了朝阳
市民的尊重，
也得到了“毛主席的好工人”
、85 岁全国劳模尉凤
英老人的青睐与认可。2016 年，老人特地为团队手书“传承时
传祥精神”
牌匾一枚，并语重心长地嘱咐：
“作为公厕保洁员，
任务艰巨，以一人脏换来万人洁。大家要像‘
心里美’
萝卜一样，
用一颗红心来对待工作，
把不怕脏不怕累的精神传承下去。
”
脱口而
谈到未来，汪越双目闪亮、嘴角微翘，好多“梦想”
出，许下关乎明日的温暖期许。
“我有一个梦想，希望一线保洁员的待遇可以提高。”
“我有一个梦想，希望大家更理解和尊重环卫工人。”
“我还有一个梦想，希望未来我们环卫工人都能失业。”
对于最后这个“异想天开”
的梦想，汪越满怀憧憬：如果
每个市民都有文明环保意识、可以随手维护城市卫生，那么
大家都会变成自发的环卫工人，自然不需要社会特设环卫
岗位。
“听起来有些天方夜谭，但的确是我最真心的期待。”
新华社记者赵雅芳 、
李琳海

“折翼天使”用脚玩直播 ，
未来人生靠自己
新华社记者刘美子

用脚洗头、化妆、
做菜、买东西，这些在常人看来不可能完成
的事，
正是安徽蚌埠无臂女孩杨莉的生活日常。
2006 年，
不少媒体报道了安徽五河县无臂女孩杨莉参加高
考的新闻，那个坐在特制的矮凳上，用一只脚来答题，和普通学
生同场逐梦的“励志高考女孩”
令人印象深刻。如今，
“励志女孩”
，成为这个冬日里
破茧成蝶，再次走红网络，化身最美“励志姐”
的一束暖阳。

“网络让我感受到社会对残疾人的善意和尊重”
记者见到杨莉时，她正在用脚化妆。
“我是大学的时候学会
用脚化妆的，看见女同学们画眉毛、涂口红，我觉得很漂亮。”
杨
莉清秀恬静的脸上露出略显羞涩的笑容。
中午下班时间，杨莉打开直播软件，和她的“老铁们”
聊聊
天，打发午休时光。
如今直播成了杨莉每天最开心的时间。
“你们吃过饭没”
“我现在一家公司做文员”
“我谈过一个对
象，不过他家人不同意，就分了”
……杨莉熟络地和“老铁们”
打
着招呼，逐一回答大家的问题。
今年 7 月杨莉看见朋友玩直播软件，于是录了一段自己的
生活视频发到网上。没想到这个无心之举却引发了许多网友的
关注。在网络上，网友们喊杨莉“折翼天使”
“励志小姐姐”
，纷纷
点赞杨莉独立做事、
笑对人生的乐观态度。
“我不会唱歌、不会卖萌、不会说段子，每天的直播内容就是
如何做家务、吃饭、买东西。”
杨莉说，没签约网络主播，也从不主
动要礼物，尽管这样，复杂的网络社会仍需要强大的内心，也有
人对她有非议，说她利用残疾乞讨。
“我认为这是一小部分人对
残疾人的偏见，正常人可以直播生活日常，我们也可以，这些话
不能影响我。
”
“绝大多数人都给我肯定
现在，
她的粉丝数已经超过 200 万。
和鼓励，
让我获得了内心渴望已久的社会认同感，感受到了社会
对于残疾人的尊重和善意。
”
杨莉用自己的故事温暖越来越多人。

“我想和普通孩子同场竞争 ，
追逐梦想”
4 岁那年，
命运和杨莉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在和伙伴玩耍
的过程中，
她的双臂不慎触到了高压电，被迫截肢，失去了双臂。
那时，
年幼的杨莉并没有意识到她将面临什么样的未来。
在医院治疗期间，一次，妈妈离开病房有事，小杨莉自己挪
到桌子边，用嘴够桌上的零食，结果零食没够到，却打翻了桌上
一杯滚烫的水，腿上被烫掉一块皮。
从那时起，杨莉的妈妈就开始教她用脚吃饭、洗脸、刷牙、
写
字，做一切在别人眼里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刚开始练习时，饭不
是送不进嘴就是戳到脸上，别人 20 分钟就吃完饭了，她却要吃
上两个小时，小小的杨莉开始变得急躁不安。妈妈却鼓励她，慢
慢练习总会熟练起来。
“妈妈说，学会双脚做事就是要她学会自强，如果有一天生
活需要我独自面对的时候，希望我能从容面对。”
杨莉说。
到了上学的年纪，杨莉开始学习用脚写字。为了练习 ，
小小
的杨莉每天要成百上千次的练习弯曲脚趾 ，
摸索如何把握脚趾
的力度 。
因为用脚做事 ，
冬天气温零下五六度也不能穿袜子 ，
常
“别的小朋友
常冻到脚趾僵硬抓不住笔 ，
她的脚趾也早已变形。
下课写完课堂练习回家了，我还光着脚慢慢写，这是常有的事。
他们走过我身边，还会挠挠我的脚心。”
杨莉笑着说。

▲杨莉在安徽蚌埠的家中化妆准备直播（ 11 月 28 日摄）。

为了能弥补书写速度上的劣势，杨莉在学习上要求自己
比别人更刻苦。
“读书千百遍，下笔如有神。”
杨莉说，只有熟练
地掌握所有的知识，才能让她在考试答题时有更快的反应速
度。
杨莉是名副其实的“学霸”
。因为没法像其他孩子一样出
去玩耍，她选择与书本为伴。白天在学校，杨莉在课桌前一坐
就是十几个小时，因为用脚写字，身体着力点在屁股上，她的
屁股常年被磨出疮；晚上回家，为了缓解身体的痛苦，她就趴
在床上接着看书，
用嘴翻书……
从小学到高中，
杨莉一直在学校的尖子班里，
成绩从没掉
出过年级前十。杨莉第一次参加高考就引起过媒体的关注。
“当时学校说给我申请特殊考场，但是我拒绝了。”
在杨莉心
里，从没在学习上把自己当成弱者，
“我想和同学们在一个考
场，在相同的时间内，
同场竞争，追逐梦想。”
因为答卷速度的原因，
杨莉第一次高考只达到了二本线，
她选择了复读。2007 年，她如愿考取了安徽农业大学，选择了
自己喜欢的汉语言文学专业。

“我渴望独立 ，
未来人生靠自己”
刚进入大学时，杨莉就像一只惶恐的小鸟。
“走在校园里，
害怕看见别人异样的眼光，不知道怎么和同学交往。”
渐渐的，
杨莉感受到了同学们的友善，每次更换教室 ，
总有同学帮她把

新华社记者郭晨摄

特制的桌子搬到另一间教室 ，
课间需要上厕所 ，
也会有女同学
同学间的情谊让杨莉卸下了内心的戒备。
来帮忙照顾，
失去双臂的日子里，
杨莉成了妈妈的影子，
妈妈走到哪，
她
就得跟到哪，
因为她离不开妈妈的照顾。
学校为了照顾杨莉，
特
批妈妈来陪读。为了贴补家用，妈妈偷偷背着杨莉在学校打零
工。
“从我出事开始，我妈就辞了工作，这么多年一直在家照顾
我，
我爸一个人支撑全家的生活。
我不想做温室的花朵，
我渴望
独立。
父母年纪大了，
未来的人生必须靠我自己。
”
杨莉说。
如今的杨莉离开父母，独自在蚌埠市生活。毕业后，她努
力为独立生活打拼，卖过彩票、在超市做过收银，3 年前她在
一家公司找了这份工作。
“我要证明我对这个社会是有价值
的。”
她说。
“希望自己做一个折翼的天使，传播温暖”
是杨莉的心愿。
随着杨莉的故事在网络走红，不少网友纷纷表示“社会上应当
有更多这样的人被关注”
。
“有的时候我走在路上，掉了东西，需要扶一把，总会有好
人主动提供帮助，我把这些分享给大家看，也可以让更多人看
到这个社会的正能量。”
杨莉说。
“我很喜欢自己的名字，希望自己像白杨树一样坚强，也
希望自己像茉莉花那样静谧柔美。”
由于长期的用脚做事，杨
莉的腰椎已经完全变形，她想通过自己的能力多打下一些经
济基础，未来自己创业，开一个实体店，让以后的生活更稳定、
更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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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帮助给了我自信，
体育给了我力量，我要用这股
力量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残
疾人。”
这是吴彦俭平日里最常
说的一句话，现在 47 岁的他是
青海省残疾人联合会组织联络
部部长。
如今的吴彦俭总能轻松地
谈论自己的残疾，可当时光倒
回 30 年前，他也曾是一个因肢
体残疾而自卑孤僻的人。
“9 岁时，我的左手臂意外
致残被截肢，你看现在我打字
只能用一只手敲，现在工作日
常事务繁杂，而我只有一只手
能 工 作 ，因 此 工 作 经 常 到 深
夜。”
他说，刚失去手臂时，因为
年龄尚小，他还没感受到太多
来自外界的压力，只是要学习
用一只手穿衣、洗脸、看书。一
切简单的事都变得困难，他常
常感到无助。
上中学后，他开始注意到
同学们异样的目光和指指点点
的议论，那时候他才意识到那
只空荡荡的袖筒让他多么自
卑。自尊心强的吴彦俭便选择
了用孤独保护自己，他很少说
话，也不与别人交往。
“中学时，我总是很沮丧，
根本不敢谈理想，那时候觉得
自己是残疾人，不如别人。”
吴
彦俭说。
上大学后的吴彦俭喜欢上
了踢足球。也许是因为天赋，也
许是归于苦练，吴彦俭在球技
和速度上都胜过其他肢体健全的同学，他第一次在足球场
上找到了前所未有的自信。
上世纪 90 年代举行的青海省大学生足球联赛上，因为
吴彦俭在球赛中跑步速度快，青海省残联发现他并将他选
入了青海省残疾人田径队，自此开始了他的运动员生涯。
从 1990 年参加全国残疾人田径锦标赛到 2003 年南京
第六届全国残运会后退役，13 年里吴彦俭参加了国内、国
际中长跑比赛 15 次，摘得 2 个世界冠军、26 个全国冠军，
多次超过或打破世界纪录和全国纪录。
骄人的成绩让吴彦俭证明了残疾人的能力，而更多的
是让他感受到了体育的快乐和力量。吴彦俭说：
“残疾人体
育不仅仅是比赛拿成绩，更大的作用是给残疾人一个平台，
让残疾人也能体验到快乐和自信，能融入社会。”
他说，的确是体育给了他梦想，但如果没有那些悉心指
导的教练，没有那些关爱鼓励他的人，梦想早就半路夭折
了，他也不可能站上世界冠军的领奖台。
退役后的十年，他全身心投入到残疾人体育事业，平日
里，他要负责残疾人的组织联络、残疾人工作者培训、志愿
助残等工作，每天要接待全省残疾人的事务咨询和办理。
作为教练员，他要为残疾人运动员提供训练指导和康
复帮助，他先后指导上百名残疾人运动员，组织青海省残疾
人运动员参加数十次国际、国内残疾人体育赛事，让许多残
疾人从体育中找到了自己的价值。
“一路走来得到很多人的帮助和关爱，现在我接过接力
棒继续服务残疾人，希望把这种爱传递下去。”
吴彦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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