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2015年「廁所革命」在

中國大地全面展開，近四年

來，各地廁所環境得到了

極大的改善。香港文匯報

記者走訪全國交通樞紐城

市河南鄭州發現，隨廁

所改建提升工程的推進，

「談廁色變」漸漸成為往

事。當地市民告訴記者，廁

所革命不是「錦上添花」，

而是「雪中送炭」，好的公

廁不僅能方便市民，更是提

升城市形象的「好風景」。

■文：綜合香港文匯報

記者劉蕊、通訊員谷素梅

及新華社報道

■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蕊

香港文匯報記者在鄭州紫荊山公園
附近碰到了正在遛彎的市民阮先

生。阮先生今年90歲，談起公廁，他非
常滿意，「之前大街上都很少有公廁，想
上個廁所有些單位還不讓進。這幾年公共
廁所很方便。鄭州現在建得可好了。」

設計優化 公廁也走「科技範」
金水路政三街處的邢阿姨所管理的是一座太陽
能移動公廁，一天要工作八小時，但她並不介意，
「這個是太陽能打泡清潔，抽糞車每天都過來一次，
也不臭。」邢阿姨說。
據了解，鄭州新建、改造的公廁，都有嚴格的標

準，除了在公廁的規劃設計上優化外，每處公廁都要
安裝除臭設備，在管理上也有專人保潔，並進行培
訓。選址也會按照國家標準去選址，離居民區的距離
要符合要求。讓市民們在享受方便的同時，不為公廁
所擾。金水區環衛精細化公司工作人員宋女士說，目
前他們所轄的金水區通過投放綠植等措施，建造綠色
公廁、飄香公廁，切實提升公廁環境質量。
除了「新奇」的飄香公廁，在鄭州市二七區福壽街
與正興街交叉口處，還有個「科技範」十足的智能公
廁。在這裡，市民可以通過「掃臉」免費領取紙巾；
自動感應垃圾桶，有效地減少了使用者對細菌的接
觸；洗手台上方的液晶屏則能夠顯示溫濕度、用水量
等數據，保潔人員可用手機進行後台調控，保持廁所
內部環境的舒適度。
細微之處見真情，「公廁」這個「有味道」的名

詞，在三年多的改革推進中，慢慢變了「味」，「談
廁色變」漸漸成為往事。據悉，2018年，鄭州市區
計劃新建公廁1,200座，改造765座。實現每平方公
里有5座公廁；主次幹道每500米至800米要設置一
座；主要交通路口、重點路段交叉口200米範圍內必
須設置公廁的標準。

廁改進村 鄉鎮出資助重建
而根據河南省的有關部門統計，截至去年底，河南
全省鄉鎮（中心村）新（改）建公廁4,366座，全省
已提前完成了重點民生實事「廁所革命」的任務。
在位於中國中部的河南省永城市蔣口鎮九公里村，
婦女張艷玲談起使用新式無害化衛生
廁所的感受時說，「以前上廁所都
不敢蹲下去，兩分鐘就要跑出
來，現在都蹲在裡面玩手機
哩！」
2018年3月，位於河南省東
部的縣級市永城市在全市推進
「廁所革命」工程。截至目前，
該市已在21.35萬農戶家中建成無害
化衛生廁所，佔需改廁農戶數的
95.32%。
「這廁所多方便，乾淨還好看。」永城市演集鎮陸樓
村75歲老人李蘭英說。李蘭英在村裡獨居，兒女在外
打工，在看到廁具免費提供，村裡還出施工隊幫助安裝
時，她主動向村支部書記楊永奎反映，要求改造。
相比傳統旱廁，無害化廁所帶來了衛生條件的質
變。簡單經濟的廁具，標準化的生產、安裝，給快速
推進廁改提供了條件。而廁改的快速推進，又極大地
調動了村民的積極性。
「新建的廁所，廁具和化糞池都是免費的。」演集
鎮農業服務中心工作人員賈海超說，「廁具的安裝，
挖化糞池等費用由鄉鎮一級承擔，廁屋是村民自己
建，成本300元至700元（人民幣）不等。」
記者走訪中發現，部分村利用自有資金給村民家
中發了毛刷、廁潔劑，便於村民養成清潔習慣，各
村鎮也在不斷探索廁所的改進餘地，讓鄉村更乾
淨，鄉風更美好。

鄭州編號鄭州編號148148的公的公
廁廁，，是香港文匯報記是香港文匯報記
者在走訪中無意發現者在走訪中無意發現
的的。。這座公廁這座公廁被當地人被當地人
戲稱為戲稱為「「最破最破」」廁所廁所，，
可它恰恰坐可它恰恰坐落於鄭州落於鄭州
「「最最」」繁忙繁忙、「、「最最」」中心的中心的
地段地段，，地鐵一地鐵一、、二號線的換二號線的換
乘站就在附近乘站就在附近，，周邊還有不少周邊還有不少

政府部門政府部門。。
該廁所管理員該廁所管理員、、2020號院的樓棟號院的樓棟

長長、、老住戶禹國瑞介紹老住戶禹國瑞介紹，，公廁所在的公廁所在的
小區小區，，建成於上世紀建成於上世紀5050年代以前年代以前，，
「（「（小區小區））雖然已經破得不成樣子雖然已經破得不成樣子，，
但還住着但還住着2020多戶居民多戶居民，，直到現在各家直到現在各家
都還沒有獨立廁所都還沒有獨立廁所。」。」
「「以前有一個旱廁以前有一個旱廁，，在牆角那兒建在牆角那兒建

着着。」。」禹國瑞說禹國瑞說，，那時候一個旱廁要那時候一個旱廁要
供全小區供全小區 6060 多人用多人用，，環境十分惡環境十分惡
劣劣，，常常糞便泗流常常糞便泗流。。十年前十年前，，這裡申這裡申
請建了一個公共廁所請建了一個公共廁所，，原來的旱廁變原來的旱廁變
成水沖式廁所成水沖式廁所，，還有專人管理打掃還有專人管理打掃，，
居民的如廁環境得到了很大提升居民的如廁環境得到了很大提升。。

面積不足面積不足 廁前排長龍廁前排長龍
可十年後的今天可十年後的今天，，148148號公廁的門號公廁的門
把早已壞成了兩個大洞把早已壞成了兩個大洞，，用紅布條堵用紅布條堵
了起來了起來，，外面的鐵皮也翹了起來外面的鐵皮也翹了起來，，露露
出白色泡沫板出白色泡沫板；；廁所地上的大理石已廁所地上的大理石已
磨得看不見花紋磨得看不見花紋。。除了破舊除了破舊，，這個公這個公
廁最大的問題是不夠用廁最大的問題是不夠用：：面積面積77..88平平
方米方米，，僅有兩個隔間蹲位僅有兩個隔間蹲位，，每天排隊每天排隊
上廁所都是一件令人頭疼的事上廁所都是一件令人頭疼的事。。
租住在這裡的白先生告訴香港文匯租住在這裡的白先生告訴香港文匯

報記者報記者，，早上七八點是廁所使用的高早上七八點是廁所使用的高
峰期峰期，，廁所門前能排起長隊廁所門前能排起長隊，，等不上等不上

的只能默默忍着再找別處的只能默默忍着再找別處。。
上廁所最困難的是小區裡的老年上廁所最困難的是小區裡的老年

人人。。禹國瑞的婆婆今年禹國瑞的婆婆今年9090歲歲，， 2020號號
院裡這麼大歲數的老人有好幾戶院裡這麼大歲數的老人有好幾戶，，其其
中年紀最大的中年紀最大的9494歲歲，，要他們排隊上廁要他們排隊上廁
所根本不現實所根本不現實。。到了冬天到了冬天，，夜裡天冷夜裡天冷
路黑路黑，，院裡的路坑坑窪窪院裡的路坑坑窪窪，，住戶離廁住戶離廁
所又遠所又遠，「，「起夜起夜」」便成了難題便成了難題，，所以所以
幾乎每家都會備一個尿盆幾乎每家都會備一個尿盆，，第二天早第二天早
上再端出來倒掉上再端出來倒掉。。
對此對此，，管轄該公廁的環衛公司工作管轄該公廁的環衛公司工作

人員宋女士介紹人員宋女士介紹，，148148號公廁的改造號公廁的改造
提升申報已經審批通過提升申報已經審批通過，「，「正在招正在招
標標，，等招標完成就可以開土動工等招標完成就可以開土動工。」。」

管理不易管理不易 標準不統一標準不統一
除了破舊廁所改造要除了破舊廁所改造要「「等等」，」，新建新建
規劃中的規劃中的「「選址選址」」以及新廁建成後的以及新廁建成後的
「「管理管理」」也是廁改推進中面臨的兩大也是廁改推進中面臨的兩大
難題難題。「。「大家印象中公共廁所都是髒大家印象中公共廁所都是髒
亂差亂差，，誰也不希望建到自己家門誰也不希望建到自己家門
口口。」。」環衛公司員工說環衛公司員工說。。
此外此外，，儘管鄭州市在此前發佈實施儘管鄭州市在此前發佈實施

的的「「公廁建設提升工程公廁建設提升工程」」方案中明確方案中明確
提出提出，，要推進政府向社會購買服務方要推進政府向社會購買服務方
式式，，選擇專業保潔公司管理公廁選擇專業保潔公司管理公廁，，提提
高公廁管理服務水平高公廁管理服務水平。。但有公廁管理但有公廁管理
人員表示人員表示，，僅僅20182018年年，，他們的外包公他們的外包公
司就換了兩家司就換了兩家。「。「這公廁處罰標準這公廁處罰標準，，
還沒背會就換新的了還沒背會就換新的了。」。」物業頻繁更物業頻繁更
換極易帶來管理的混亂換極易帶來管理的混亂，，基層工作人基層工作人
員缺乏統一標準員缺乏統一標準，，處罰過多又容易喪處罰過多又容易喪
失工作熱情失工作熱情，，有問題也不知如何上有問題也不知如何上
報報。。走訪過程中走訪過程中，，香港文匯報記者還香港文匯報記者還
看到有部分公廁被管理人員私自落看到有部分公廁被管理人員私自落
鎖鎖，，導致無法正常使用導致無法正常使用。。

細節制勝 優化男女廁位比例
2017年，國家旅遊局發佈的《全

國旅遊廁所建設管理新三年行動計
劃（2018-2020）》「四大提升行
動」中，明確突出要應用「互聯
網+」等信息技術創新管理服務手
段，加快第三衛生間建設，進一步
推動建立「廁所開放聯盟」。
在鄭州新建的公廁中，香港文

匯報記者見到其中已有不少增加
了第三衛生間，並配備有把手、
嬰兒料理台、緊急報警裝置，無
障礙通道等，極大方便了殘疾

人、哺乳期母親，以及抱孩子的
家長。「感覺比家還方便」一位
市民說。
另外，鄭州在廁位分配上也有

所優化。根據要求，新建、改造
公廁女廁位與男廁位（含小便廁
位）比例應為3︰2，在人流量集
中的場所，女廁位與男廁位比例
不應小於2︰1。
宋女士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為

方便市民網上找到附近公廁，今後
鄭州預備推出智能尋找公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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廁所是人類文明的標尺，目前鄭州
市欣欣向榮的廁所改革中仍存在不平
衡不充分不滿意之聲。鄭州此前曾有
媒體報道 「500米左右的距離有三個
公廁」的現象，在走訪過程中，部分
市民也表示現在公廁建得「有點過
了」。「應該根據實際需要，哪需要
建哪兒。不能過分追求數量。」今年
80歲的陳阿姨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
她家旁邊有一個小公園，經常會有老
人到這裡鍛煉身體，但是公園裡面沒
有公共廁所，要想上最近的廁所至少
要出門再上一個陡坡，老人們多腿腳

不靈便，所以經常有老人隨地小便，
這讓她感覺非常不舒服。

公廁的初衷本就是解決公民的臨
時所需，過分地追求數量上的多，
卻只會造成資源浪費，管理浪費。
至於改革過程中出現的「超豪華公
廁」，市民更是表示，條件提升值
得肯定，但是一味地追求面子工程
的做法絕對不可取。

大家心裡都有一桿秤，對公廁改
革成果的評判，不是「錦上添花」
而是「雪中送炭」，應看實際解決
了多少問題。

提倡求實效 杜絕「形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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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廣西桂林市龍勝各族自治縣泗水
鄉泗水村隴新組，記者聽到鄉親們說
起村委會主任老陳的事：因連續多年
記錄家庭收支賬，他作為主角的紀錄

片在廣西電視台播放了，老陳成了鄉裡鄉外的「名
人」。家裡的收支賬，老陳23年來共記了16本，但
他怎麼也沒想到，家長裡短的瑣碎記錄會成為反映
民生變遷的重要材料。

逾700人脫貧 貧困率降至1%
泗水村所在的龍勝縣是中國國家扶貧開發工作的重
點縣，全縣山地面積佔87.2%，世居在此的農民只好
向山要地，開墾的梯田大者不夠一畝，小者只能插下
兩三行禾苗。
汽車沿彎曲的盤山路行駛，老陳家就在硬化過的通

村路邊，一棟兩層木樓引人注目。老陳全名陳代軍，

瑤族，個子不高，雖已55歲，看上去依然精悍。記者
走進老陳家裡，每層約莫120平米的房子，牆面和地
板都是杉木，木材的氣息非常清新。
問起賬本的事，老陳說記者來得不巧，不久前，他

的賬本剛被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悉數借走，作為反映
改革開放40周年民生變遷的第一手材料，正在整理。
賬本不在，家賬的歷史，老陳卻記得很清楚，「從
1995年春節開始的，正月初一記起，因為當年要種10
多畝杉樹，想看看投入到底要多少，同時也把家裡的

收支情況一起記上了。」
老陳夫妻回憶，過去，賬面上的數字很小，精確到每
一分錢（人民幣，下同）。「都是些流水賬，說到底還
是因為那年頭窮。」妻子蒙桂珍說，「精打細算才能過
日子。」她告訴記者，賬本上的數字慢慢越來越大，分
分角角沒法記了，精確到元，再到10元。杉樹成林進入
間伐期，賬本上開始出現了上萬的大數字。
老陳補充說：「種了油茶樹，又養豬養牛，收入就
更多了。」算2018年的家賬：種植油茶收入2萬多

元，養豬收入2萬多元，養牛收入4,000多元……
收入在發生變化，新的開支項也越來越多。老陳翻開
今年的賬本：家裡添了彩電，有收視費；買了摩托車，
有加油費；夫妻倆都有手機，每月得交話費；要通過電
商在網上出售土特產品，又有了寬帶費支出……「去年
裝修房子，工時費花了7萬多。」以前，這麼大的數字，
老陳想都不敢想。
龍勝縣是廣西11個油茶項目示範重點縣之一，借縣

裡大力發展油茶產業的機會，老陳夫婦今年又打算新
種4畝油茶樹。
自脫貧攻堅戰打響以來，各地戰果日益豐碩。據

悉，2015年至今，泗水村已有186戶724人脫貧，截
至2018年，全村剩餘貧戶8戶20人，貧困發生率降
為1%。
新的一年，新的家賬，老陳相信今年的數字會更喜

人。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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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有破舊廁
所尚待改造升
級。圖為禹國
瑞介紹148號
公廁情況。

▶老陳向記者展示
2019年的新賬本。

網上圖片

■■148148號公廁號公廁
所在的小區所在的小區。。

農民農民老陳老陳有本有本賬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