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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只是
“看上去很美”

不过，厕所革命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变革，任何一蹴
而就的想法都将失败。

“其原因在于，它不仅是对硬件的改造，更是对管理
的细致考验。既要面子，更要里子。”市旅游局相关负责
人称。

新加坡厕所在世界游客中有口皆碑。其经验是，在
厕所里安排专门的卫生纠察员，并出台法律明确规定

“如厕后必须冲水”“不能踩在马桶上”等，如有违反就将
受罚。

因此，补齐厕所问题短板，解决厕所“无人愿进、无
人想管”是突破口。

现我市已把厕所工程纳入到了对各区县的年终目
标考核之中，把旅游厕所纳入到了对游客满意度问卷当
中。对没有完成年度计划的区县，其申报A级景区、旅
游度假区、星级饭店等所有评定、认定事项实行“一票否
决”和退出机制，并取消其本年度所有申报旅游项目资
金的补助资格等。强力推进厕所管理工作。

南川针对比较偏僻厕所缺乏有效管理的短板，开启
了常态化监管模式，督导业主落实专人加强厕所的保洁
及管理工作，指导业主设置打包式、泡沫式、瓮式等生态
环保型厕所，克服因缺水原因引起厕所脏乱臭等问题。

开州对旅游厕所实行了“六有六无”，即有制度、有
专人值守、有厕纸、有净手和干手设备、有防滑措施和提
示、有供特殊人群使用的设施；无异味、无积水、无污垢、
无垃圾、无卫生死角、无故障。武隆、永川、铜梁等地安
排专人时时巡回打扫，确保卫生干净整洁，并填写保洁
记录卡，管理人员随访严查等。

目前，我市厕所革命仍在路上。市旅游局提出了厕
所革命新三年行动计划，将秉承“因地制宜、注重实用、
倡导环保、反对奢华”的原则，未来三年将在全市建设旅
游厕所3197座。

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将推动主城区未来三年新增公
厕720座，使主城建成区的公共厕所数量达到3000多
座。市爱国卫生委员会也已下发通知，年内全市要完成
农村卫生厕所改建12.2万户，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
美丽宜居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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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空间”彰显“大形象”

厕所革命：
既要面子，更要里子

本报记者 韩毅 王亚同

看一个国家的品格看哪里？梁实秋先生说得妙，察人观耳后，看国家则看厕所。
随着国家旅游局在旅游系统推进“厕所革命”，我市旅游、卫生、市政、规划等部门，

蹄疾步稳，在全市城区、景区、乡村掀起了一场扎实细致、创新有为的厕所行动。截至目
前，市旅游局推动建设旅游厕所2458座，超目标任务6.45%，各地旅游厕所面貌一新；市
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下发通知，各区县年内共计要完成农村卫生厕所改建12.2万户；市
城管委将推动主城区三年内新建公厕720座。

一场厕所革命正从景区扩展到全域、从城市扩展到农村、从数量增加到质量提升，
“微空间”重塑彰显着我市发展的“大形象”。

“难言之隐”
的民生拷问

在很多人看来，厕所似乎无缘风雅，“将就”
一词是口头语。

在我市秦巴山区、武陵山区及三峡库区，农
民以往习惯把厕所称为“茅厕”，即在猪圈旁挖
一个坑，人畜粪便一起排进坑内。人在如厕，直
接面对着猪，听着猪的哼哼声。这类厕所蛆蝇
孳生、臭烘烘，卫生十分堪忧。

在城区，伴随市政建设的完善和市民文明
程度的提升，厕所问题有极大改观，但在部分老
旧居民区、老旧车站，当你辗转几个路口、憋着
内急冲进公厕时，被里面脏乱臭吓到的情形也
时而有之。

在部分偏远景区，车辆下高速后，行驶一两
个小时沿途找不到公厕，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乡
村厕所，卫生环境又不尽人意。而一些热门景
区，客流高峰时，由于男女厕位分配不合理，女
性如厕排长龙情形也不鲜见。

去年，我市某A级景区被国家旅游局摘牌，
原因之一就是检查员在暗访中发现：厕所污物、
异味严重，厕所用具脏乱，随意摆放，损坏严重。

厕所是人类生活的必需空间，也是一个社
会文明程度的一面镜子。它虽小，却是一种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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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联合国预测，卫生设施每增加1美元投
入，医疗健康开支就会减少9美元。

我市提出了建设国际知名旅游目的地的目
标，面对日益提高的厕所需求和较大的历史欠
账，补足厕所这一短板，必须有所为，有大作为。

“微空间”
重塑“大形象”

对于长期存在的厕所问题，我们如何寻找解题之钥？
韩国经验是，制定《公共卫生间法》，对公厕实施评价认证

制度，使当地厕所面貌焕然一新，甚至成为一道风景线。美国
则开放餐馆、商场、超市等地厕所，如厕不用看主人脸色，还配
有残疾人厕位、“同伴帮助厕所位”等，卫生纸全覆盖。

我市旅游系统从2015年起掀起了一场扎实细致、创新有
为的“厕所革命”。

万盛经开区结合全域旅游发展，打造了一批“设计独
特、注重实用、倡导环保”的旅游厕所。如黑山景区以鹅卵
石装饰旅游厕所墙面，卧龙岗景区则以单向可视玻璃做墙
面，游客如厕时可欣赏风景。永川在茶山竹海、乐和乐都等
景区，在旅游环线重要节点都设置了公厕，且巧妙地利用周
边环境建起主题厕所，实现了厕所与景区融为一体。

璧山引导鼓励社会企业参与建设，以捐建单位命名公厕，
公厕显示屏还滚动播放企业公益广告。依靠创新，该区走出一
条以厕养厕的市场化经营新路，目前该区建好38座AAA级厕
所，其中80%来自企业捐建。开州则下好规划“先手棋”，对城
乡旅游景区、景点厕所全面摸底，在新建和改扩建厕所时，从区
位、数量、男女厕位比、儿童及残疾人专用厕位等进行科学规
划，新建和改建“布局合理、管用够用、质量优良”公厕168座。

南川采取以奖代补的措施，建设“厕所+垃圾中转站”“厕
所+老人活动室”“厕所+办公楼”三种模式的旅游厕所。

两年多来，我市旅游厕所建成2458座，超过目标任务
6.45%，厕所存在的供给不足、分布不均衡、管理不到位等问题
得到有效改善。旅游厕所基本实现“数量充足、干净无味、实用
免费、管理有效”的目标。旅游服务环境有较大改善，旅游形象
有极大提升。

旅游厕所革命取得明显成效。如何让厕所革命从景区扩
展到全域、从城市扩展到农村、从数量增加到质量提升，进而惠
及城乡呢？

云阳盘石镇活龙村位于三峡库区，与长江相邻。几年前，
这里的村民使用的还是与猪圈合在一个屋檐下的“茅厕”，不但
臭气熏天，一到下雨各种粪污漫过储粪坑随雨水直排到江里。
从2009年起，当地在此实施农村改厕，予以村民相应补贴，改
造了670个“茅厕”，在改善村里环境、降低疾病发生率的同时，
粪污直接排长江的情况也在逐渐减少。

铜梁则在农村按照统一规划、方案、标准、材料、队伍和考
核“六统一”模式，对18个镇街数千所旱厕进行无害化改造。
綦江、江津、南川等多个区县也都下大功夫改善了农村厕所，让
农村人居环境有明显提高。

12月3日，重庆日报记者来到高楼
林立、人头攒动的观音桥商圈。在步行
街周边的商场大楼，记者盲选了一个，在
大融城三楼找到了一间洗手间。

洗手间配备了手纸桶、干手机和洗
手液，有4个蹲位和一个残疾人蹲位。因
为有人定时打扫，洗手台、蹲位上干干净
净，小便池既没有烟头也没有杂物，喷香
设备每隔30秒就闪喷一次，里面几乎闻

不到臭味。此外，隔壁就是一个母婴室，
配备了整理台和母婴座椅。

随后，记者走出该商场，来到步行街
上。为体验外地游客的如厕感受，我们
决定按照标识指引来个“傻瓜式”体
验。这一次，记者从轻轨站出口开始寻
找，没走多远就看到了公共卫生间的指
示牌。走至音乐喷泉附近，又见到一块
公共卫生间指示标识，顺台阶走下至嘉

陵公园，看到第三块指示牌，转过头来，
记者发现在喷泉两侧各有一个公共卫生
间。

右侧的公共卫生间如厕市民较多，但
这里仍然比较整洁，男厕蹲位和小便池没
有杂物，空气基本无异味，地面也没有积
水。外面的4个盥洗水龙头、烘干设备均
可正常使用，但手纸桶内已空。值得一提
的是，这里还有桶装水直饮水机提供冷热
直饮水。在左侧的公共卫生间，情况基本
一样，只有女厕排起了长队。

武隆芙蓉洞景区是一个大型石灰岩
洞穴景区，经过升级打造，今年刚重新开
园。12月3日，重庆日报记者来到景区，
游客不算多，但导识系统、游览设施、停车
场等配套设施齐全。

景区入口平台，能清楚看见厕所标

识。因属山地地形，厕所因地制宜，“藏
身”于平台负一层，入口处建有一座中式
仿古亭阁，外观雅致简洁，与周边景观浑
然天成。

从外表上看，厕所并不气势恢宏，但
沿台阶而下，里面却别有洞天，廊道处摆

有休息座椅、绿色盆栽植物，墙壁上还挂
有景区景观图，文化氛围浓厚。

地面、小便池、蹲便器、隔离板、洗手
盆、镜子、门窗等干净整洁，无积水、烟
头、纸巾等杂物，空气清新无异味。

重庆日报记者注意到，该厕所还配
有4个无障碍卫生间。保洁员也在岗，
时时清理纸篓、擦抹洗手盆溅出的水
等。

“以前猪圈和茅坑合在一起，城里来
的亲戚到家里来，憋着都不愿意上厕所。”
12月2日，荣昌区远觉镇蔡家坪村5组村
民罗炽全告诉重庆日报记者，农厕改造不
仅改善了环境、方便了生产生活，还引发
了村里人主动修缮茅坑、改善环境的风
潮。

“这里是化粪池，厕所在屋里面。”罗
炽全指着一个不起眼的水泥池介绍，今
年8月，区里帮他实施了农厕改造，“臭茅
坑”化身为洗手间“搬进”了房间里。拧
开洗手台的水龙头，自来水就顺着陶瓷

坑位进了下水道。“跟城里的洗手间一模
一样的配置。”罗炽全说，上厕所不仅没
了臭味和苍蝇，经过长时间发酵杀菌，粪
水还可以用来种菜。

蔡家坪村位于荣昌东南部的一个市
级贫困村。今年以来，当地结合脱贫攻坚
任务，在该村实施了30户贫困群众的农
厕改造，建设室内洗手间加室外三格式化
粪池模式的卫生厕所，结束了这些村民上
厕所依靠“两块石板一条缝”的历史。

蔡家坪村7组村民卢正友介绍，看到
罗炽全他们改造了厕所，家里不再苍蝇

满地，自己也想申请农厕改造。打听到
区里在当地还没有新计划，卢正友索性
自发进行了厕所改造。“花了近4000元，
还在洗手间贴了瓷砖，现在安逸了。”

一家、两家、三家……分散在全村的
30个贫困户实施的农厕改造，在蔡家坪
村引发了连锁反应，带动了40多户家庭
有样学样地进行农厕改造。这个小山村
形成了持续至今的“改厕风潮”。

“蔡家坪只是农厕改造的一个缩
影。”荣昌区卫计委相关负责人廖霞介
绍，今年以来，荣昌在7个镇12个贫困村
开展无害化卫生厕所改造400户，综合
利用其他项目资金改造农厕200户，下
一步，该区将继续推进农村改厕工作。

新农厕不再苍蝇飞舞
乡村

设施齐备如厕便捷
商圈

厕所设计匠心独具景区

“ 重 庆 的 厕 所 整 体 干 净 整
洁，有的建设设计有艺术感。”侨
居美国纽约 25 年的张炬，现在渝
工作一年多，任职于一家科研机
构。他称，从硬件上，纽约的一
些厕所并不比重庆主城的好，但
纽约餐馆、酒店、商场、超市里的
厕所全部对外免费开放，其中残
疾人厕位、同伴帮助厕位、盲文
导识牌等设施齐备，厕所里都有
卫生纸，以至于他初来重庆时曾
发生忘带厕纸的尴尬。当地市
民和游客普遍如厕习惯较好，几
乎 看 不 见“ 人 离 开 后 忘 记 冲 厕
所”“躲在厕所里抽烟”“取走或
浪费厕纸”等情况。

在观音桥步逛街的市民李女
士在主城居住多年，见证了城区
建设的巨大变化，也感受到近年
来公厕的改善。她表示，主城商
圈附近厕所硬件环境相当不错，
不但各大商场有多个卫生间，公
共厕所也很容易找到。相对于商
场洗手间，公共厕所基本都配备
了残疾人、儿童设施设备，烘手
机、洗手液均有，甚至还有冷热直
饮水。但是对于女性和小孩来说
不太方便，因为人流量大、男女厕
所的蹲位设置比例不太科学，女
性如厕时间因为排队需花费较长
时间，儿童如厕因为设置差异同
样体验较差。

市民：
女性儿童
体验较差

本报讯 （记者 郭晓静）从江北区华
福路往北滨路，经御龙路直到春森彼岸，这
一线都是环卫工人田冬梅每天需要清扫保
洁的范围。54岁的田冬梅通常是凌晨4∶00
开始“普扫”直至6∶40，7∶30再继续保洁，中
间那几十分钟，可以吃一顿热气腾腾的早
饭。田冬梅的就餐点，是华新正街公共卫生
间旁的“爱心驿站”。在公共卫生间旁吃早
饭，也许超出了很多人的“经验值”，但江北
区通过用心建设、精细化管理，让这样的公
共卫生间干净、整洁、温馨、方便，体验过的
市民纷纷称赞“想得周做得细”。

江北区环卫所主任徐宇亮说，江北区目
前共有114个直管公共卫生间和58个社会
单位卫生间对外开放，华新正街公共卫生间
是根据二类公厕标准新建的，所以无障碍通
道等设置也一应俱全，而一些老的公厕就没
有无障碍通道。针对现状，江北区梳理了部
分有条件的公厕进行改造，目前已经为12
个公厕增设了无障碍通道。

“由于江北区商圈面积较大，商场、酒店
内都设有卫生间，因此环卫所管理的公厕数
量并不多。但我们力求做到重要的车站和
人流量大的地方都有公厕，实在不能布局的
地方，我们也为行人做好导视牌，让大家步
行两三百米就可以到达最近的公厕。”徐宇
亮说。

据悉，江北区城市管理部门正在对该区
已有的路牌系统进行改造升级，增设卫生间
方向和距离导视牌，指引市民到最近的公共
卫生间如厕。

在华新正街公共卫生间，记者看到“爱
心驿站”内有空调、饮水机、微波炉等电器，
这里为市民免费提供饮水、热饭、充电服务
和一次性雨衣等。

据了解，目前江北区有5间公共卫生间
设有“爱心驿站”。为了管理好公厕，江北于
去年出台了《公共厕所精细化管理考核实施
细则》。根据细则，该区对直管的114个公
共卫生间均配备了保洁人员，其中管护一类
27个，开放16个小时2班倒；管护二类54
个，开放12个小时1.5班倒；其余管护三类
实行巡回保洁。该区还利用“智慧江北”平
台，在20个一类公厕试点实行了保洁员指
纹打卡制度，督促其保洁到位。

为了保护好公厕设施，江北区环卫所也
会在夜间关闭公厕，公厕关闭后，只有“无性
别卫生间”会24小时开放。据介绍，目前该
区共有4个无性别公共卫生间，分别位于区
府旁公共卫生间、吉安园公共卫生间、新城
馨苑公共卫生间和华新正街公共卫生间。

根据全市统一安排，2018年江北区将新
建14座公共卫生间，2019年将新建16座；未
来两年内鼓励社会单位对外开放卫生间60
座，对愿意对外开放卫生间的社会单位，江北
区给予每月300元的水电费补贴。此外江北
区还将对长安厂和铁山坪管委会拟交区环卫
所管理的21座公厕，进行提档升级。

江北区建好管好用好公厕

市民称赞
“想得周做得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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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9日，江北区华新街，新投用的公厕
整洁漂亮。 记者 崔力 摄

11月29日，江北区华新街，24小时开放的
无性别卫生间。 记者 崔力 摄

核 心 提 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