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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文明城市”

“国家卫生城市” 称

号，是目前我国综合评

价城市现代化建设水

平和健康卫生水平的

最高荣誉，是最具价值

的城市品牌；也是当前

国内各城市竞相争取

的荣誉。作为两项城市

荣誉的拥有者， 近年

来，贵阳打造越来越美

的城市环境，营造越来

越好的文明氛围，不断

提升市民群众的幸福

感获得感。

城市之美，城市之

变，离不开市民的共建

共治，更离不开“城市

美容师 ” ———环卫工

人的辛苦劳动。自 2015

年以来，北京环卫集团

贵州分公司把以 “首

善要求、首都标准” 为

理念的 “京环模式” ，

从花溪区相继推广到

云岩区、 观山湖区、乌

当区、白云区等，成为

贵阳环卫行业的主力

军。在扮美扮靓城市的

同时，北京环卫集团贵

州分公司坚持内外双

修，重视和谐企业文化

建设，实现企业和职工

共同成长。 日前，贵阳

市作家协会组织部分

作家，走进北京环卫集

团贵州分公司，感受环

卫工人的劳动风采，观

察他们为城市注入的

新气象，并将感悟凝成

作品，以飨读者。

车水马龙中， 高楼环抱间，身

穿桔黄色工装的环卫工人不停忙

碌着。 他们给城市注入新文化、新

气象的同时， 也创造了舒适的生

活环境。

北京环卫集团贵州分公司的

橙色身影，用扫帚扫出了城市的文

明， 用簸箕抬出了城市的整洁，每

天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他们奏响

劳动乐章的音符。 如果说，每个城

市的生活像一首宏伟的交响曲，那

么， 环卫工人则像乐谱上的音符，

尽管音符是那样的微小、那样的普

通，可他们却在自己特定的位置上

发出悦耳的音响。 正是一个个小小

的音符，才组成城市生活和谐的主

旋律； 正是一个个普通的音符，才

谱写了城市干净美丽的协奏曲。

整洁干净代表了一座城市的

“面子” ，那么环卫工人就是这座

城市的 “里子” ，“面子” 好看与

否，与“里子” 的付出息息相关。

城市的干净整洁， 不仅是大街广

厦的富丽堂皇， 更是细微之处的

关注与落实———居住环境的干净

与舒爽。 环卫工人，属于这座城市

独特的人文脉络和风景特色，是

城市建设中必不可少的元素。

一座城市看得见的是 “面

子” ， 看不见的是 “里子” ，“里

子” 是建设“面子” 的基础。 纵横

交错的大街小巷， 构成了城市的

血脉和骨架， 也为建设美丽城市

提出了新的要求。

“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 ”

拂晓，人们还在梦乡里时，环卫工

人已经开始一天的劳作，为的是在

人们上班之前把街道清理干净，给

人们创造美好的出行环境。 是他们

用扫帚打造整洁的城市，是他们用

脚步丈量出城市的宽度，是他们用

汗水洗涤路上的尘埃。 “城市美容

师” 的称誉，是对他们付出和奉献

的最佳赞美。

晴天一身灰， 雨天一身泥，环

卫工人用勤劳的双手，为人们的工

作和学习创造了舒适和愉悦的环

境，恪守“脏了我一人，洁净千万

家” 的信念，在平淡的工作中，以

实实在在的行动担当起一份令人

尊敬的责任。

《平凡的世界》里说过：“其实

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个世界，

即使最平凡的人也要为他生活的

那个世界而奋斗。 ” 环卫工人生活

的世界，就是“洁”“净” 所能，努

力让我们的城市呈现最美的状态。

这是现代生活中最轻微的响动，它

谈不上悠悠的韵律，更没有激越昂

扬的雄浑，可它却是现代生活中的

最强音，是繁华都市里不能缺少的

一种余音。 环卫工人是平凡人，干

的是平凡事， 可是这些平凡的人，

在为我们周围的一切献上一份美

的礼物、谱写一曲美的乐章。

我们赞美伟大人物的同时，是

否已忘记那些在平凡的岗位上做

着不平凡工作的人们呢？我们应该

记住那些默默无闻装扮我们人生

的人，他们在不同的岗位上奉献真

情。

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 那

抹橙色身影让我在感动之余，充满

了深深的敬意。城市的环境美化离

不开他们的付出，他们的青春在烈

日下更加耀眼夺目。

是谁擦亮了爽爽的贵阳

▇朱颖云

很多外地来贵阳旅游的朋友都有个

印象，就是贵阳不仅气候爽、生态棒，环

境卫生也蛮干净。

“贵阳环卫工人不抬头，低头做。 不

像我们那里，环卫工人抬头看督察，有督

察就抓紧干， 没督察就找个地方 ‘猫起

来’ 。 ” 朋友的这些话，撩起了我的好奇

心。 我决定自己去走访一下， 了解这群

“不抬头” 的环卫工人。

不论是在贵阳北站这样的交通枢纽，

还是在青岩古镇这样的旅游景点，北京环

卫集团贵州分公司的保洁服务都尽力做

到最好，标准也越来越高，受到市民和游

客的一致好评。 走在青岩街上，感受古镇

风情，脚下的石板路及墙上的青石砖都整

洁干净，散发着幽幽的光。多少年来，石头

被无数的人用数不尽的步子磨得发亮。

北京环卫集团贵州分公司接手青岩

古镇后， 下决心要做好环境卫生工作，让

青岩更加靓丽。 石板缝里的垃圾，他们一

点一点捡起；绿化带里的杂草，他们一棵

一棵拔除。 野广告不易清理，他们反复实

验，研究出用草酸、香蕉水清理的好方法，

还原墙体和路面本色。 经过努力，助力青

岩古镇成为国家 5A 级风景区， 以更加美

丽的姿态迎接各地游客。

“清理干净，重在保持，我们实行卫

生包干制，分人分区域负责，确保保持良

好的环境卫生。” 该公司负责人周大姐介

绍， 他们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青

岩古镇， 就是想向游客们最大限度地展

示小镇之美。 如今，走在青岩街上，垃圾

不见踪影，目光所及之处皆为风景。 这背

后，洒下了环卫工人的多少汗水。

垃圾不仅在车站、景点存在，也存在

于人口密集的社区居民小区。 一日三餐，

柴米油盐，日常生活垃圾不容小觑。 我们

是垃圾的制造者， 也很好奇它们最终去

向何处、被如何处理。

但是， 当听说要到云岩区友谊路的垃

圾清运站参观时， 我心里还是有几分不情

愿。 没想到，到达目的地时，竟然有点不敢

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个小小的清运站竟

然建在一栋居民楼下，没有刺鼻的气味，也

没有垃圾满溢、野广告遍地的情况。 工作人

员介绍，所有贵阳市的垃圾，都是早上七点

前运出去的。 每天清晨，当大多数人还在睡

梦中时，环卫工人已经早早起来，开始一天

的工作。 当我们早上出门上班时，勤劳的环

卫工人已将垃圾全部运出城去。 城市有如

梳洗打扮完毕的女子，整洁清丽。

进入清运站工作间，一切都收拾得井

然有序，墙上贴着消毒、安全、卫生等工

作流程。 严格的卫生管理流程，合理的收

运时间安排， 令垃圾清运站与居民小区

和谐共处，毫无违和感。

北京环卫集团贵州分公司用心铸就

行业标准，用“不抬头” 的敬业态度，与

青山绿水和谐共生， 也将与所有居民一

同享受城市环境的红利与馈赠。

“不抬头” 的环卫工人

▇许金玲

当我站在高雁填埋场时， 它已归北京

环卫集团贵州分公司技改升级并运营。 这

座填埋场位于乌当区东风镇，占地千余亩。

多年来， 贵阳市三分之二的生活垃圾倾倒

于此。

如果高雁填埋场并未在 2015 年由北

京环卫集团贵州分公司接手运营，以过去

的填埋方式，2016 年就满负荷封场了。 北

京环卫集团贵州分公司接手运营后，采用

先进技术工艺，高雁填埋场重获生命力。

眼前的填埋场，垃圾经挖掘机夯实平

整，以巨幅绿膜覆盖，晃眼似碧海。 垃圾

场周边有控蝇除臭喷雾，苍蝇不见踪迹，

不时有雀鸟在“碧海” 上空飞翔。

堆体、库容、料坑、渗滤液处理、污泥

处置、挤压分离、干分、湿分、沼气提取净

化、沼渣堆肥、营养土、中水……迎接垃

圾的是一系列专业名词， 以及这些名词

后面的专业实力。 垃圾在这里， 变污为

净，变废为宝。

若完全使用新技术工艺处理垃圾，每

天运来的垃圾全部进入车间，变身能源，

循环利用，需要填埋的只是极少数，垃圾

场变身园林化产业园， 这完全超出我对

垃圾场的认识。

其实， 进入填埋厂大门时， 已见端

倪。 路旁绿植苍翠，细看，植物均生长在

混土垃圾上。 这里的种植与填埋用土，都

是垃圾产生的营养土。 每天处理海量垃

圾，不愁营养土不够。 填埋场浇园洒扫用

水由渗滤液处理而来， 甚至还能供给城

市部分区域街道洒扫、绿化浇灌。 贵阳的

生活垃圾含油含水量高，因有机物丰富，

沼气产生量大， 提纯后足够供给市内公

交车使用。 塑料袋等难降解无机物，则可

制成标煤用以发电。

如此处理垃圾，真是艺术。 我第一次

感受到垃圾也能具备秩序和节奏。

我第一次想去触碰处理后的生活污

泥，并且真的拿起一块在指尖揉成粉末；

第一次毫不犹豫地走进垃圾转运站，近

距离张望垃圾池和垃圾翻斗； 第一次将

目光聚焦在污泥储存罐……因为北京环

卫集团贵州分公司的专业， 它们在我眼

里如同已完成或待完成的作品。

了解越多，我对专业的“垃圾处理艺

术家” 越是心怀敬意。

他们专业又敬业。

专业，真美

▇武明丽

至今，我已在贵阳这座城市生

活整整 18 年了。这城里有一群人，

我打心底里想亲近他们。 见到他

们，就仿佛见到自己的亲人，他们

是这座城市的环卫工人，我心目中

的马路天使。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精一

行。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 这

一年的初夏，当我有幸走进北京环

卫集团贵州分公司几个作业点，粗

略得知了环卫行业的酸甜苦辣。

北京环卫集团贵州分公司是

一家职工数以万计的国有企业，他

们的工作理念是：首善要求、首都

标准；他们的价值理念是：城乡因

我更美丽。 几乎百分之九十的贵阳

城市垃圾，在他们手中历经层层科

学处置后，最终变成了宝贝。 环卫

工人中， 有高学历的知识分子，有

全国及省市劳模，还有各级人大代

表。 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个充满

了正能量的集体，他们既有首都大

型国企源远流长的大气，亦有黔地

青山绿水般淳朴的内在意蕴，更有

新时代贵州人“团结奋进、拼搏创

新、苦干实干、后发赶超” 的蓬勃朝

气，以及行业健康向上的精气神。

往日的高雁垃圾填埋场， 我去

过很多次。 那时我还在水利系统工

作， 高雁所在的贵阳市乌当区东风

镇，是一块重要的水源宝地，涓涓细

流分布于小镇各处。 然而，被垃圾威

胁的高雁却成了整个贵阳市的 “心

病” 。 如今，我见到的模样再也不是

往日的脏乱差， 规则整齐的围墙将

填埋场与周边分离开来， 青绿的网

膜覆盖在已被加工处理的垃圾堆

上， 作业车有序地来往奔驰于施工

现场……远远望去， 根本就想不到

此处是垃圾场。 据说， 再过一段时

间，高雁将会是一处集科教、旅游等

为一体的环卫示范性公园， 它是现

代科技催生下的美丽果实， 是一波

又一波“北环贵分人”的智慧结晶。

我深爱着生活的这座城市，它

以繁华多姿的面容和胸怀善待我、

滋润我。 这座城里的一个又一个环

卫工人， 用汗水扮靓城市美丽面

容， 用辛勤劳动浇灌出人生之花。

在我心目中， 他们就是有理想、有

知识、有文化、有干劲的新时代马

路天使，也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马路天使

▇刘燕成

副 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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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踏进北京环卫集团贵州分公

司，这家企业给我的感觉是“厚重” 。

接待我们的小王是北京环卫集团贵

州分公司高雁填埋场的负责人，很年轻，

才 25 岁。 刚毕业时，他的第一份工作和

专业完全不对口， 学无用武之地让他倍

感彷徨。 到北京环卫集团贵州分公司后，

不仅专业有了用武之地， 而且

能力得到提升。北环集团和

贵阳市签署了三十年的合同， 对于小王

这样的年轻人来说， 贵阳就是他的

“家” 。

不仅小王这样代表企业新兴力量的

年轻人对企业有着“家” 的情怀，来自贵

州织金的李志明、 杨红夫妇也把北京环

卫集团贵州分公司当成了自己的家。 两

年前，夫妇俩在环管站工作，常被安排成

流动工。 北京环卫集团贵州分公司接手

后，实行定岗定员责任制，夫妇俩被安排

在友谊路的垃圾处理中心， 同时负责周

围三公里区域内的环境卫生。

眼下， 妻子杨红收入要比丈夫李志明

高一些，这是因为在并入北京环卫集团贵

州分公司后，踏实、勤劳、负责的工作态度，

让杨红很快被提为班长， 丈夫李志明也归

她管理。 对于李志明来说， 虽然妻子做了

“领导” ，他并没有委屈或懈怠，反而更加

负责。

杨红不再做具体的清扫工作， 但工作

相比较以前更忙了。 除了要分配手底下 17

个人的工作， 她还要负责检查区域内大街

小巷的清理工作，遇到情况及时协调处理。

聊天过程中，杨红说，同事们都挺配

合工作的，工作态度也很认真。 “自从并

入北京环卫集团贵州分公司后， 环卫工

人的待遇提高了，公司还给职工们购买了

六险一金，其中一险为意外伤害险。 ” 杨

红说，今年，公司一位环卫工人的女儿得

了重病，公司组织募捐 8 万多元送到工人

家里， 这样的做法不仅充满了人情味，也

让公司基层的员工感受到组织的温暖和

被尊重。

每年，北京环卫集团贵州分公司都会

组织部分优秀职工“常回家看看” ———回

北京环卫集团总部， 让他们参观天安门、

故宫、长城。“我一定要好好干，争取去集

团总部看看，去天安门看看。 ” 杨红说。

至此， 我终于明白当

初踏进北京环卫集团贵

州分公司那份厚重感的

内涵。

厚重的环卫企业文化

▇刘昆屏

北环点亮家乡贵阳

▇何扇睿

“山中有城，城在林中” ，这是贵阳

与生俱来的特点。 近年来，“避暑之都”

“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市” 等美

誉接连捧回， 贵阳正以一副崭新面貌创

造着蓬勃发展。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贵阳人， 除了

大学在外读书的那四五年， 近乎二十年

的时间里，我都浸润在这座叫“家乡” 的

城市里，也亲眼见证着、亲身经历着家乡

日新月异的种种变化。 其中，让我感触最

为强烈的， 是日益干净整洁的城市环境

卫生。 起初，我只是感叹城市社会文明进

步、市民素质逐渐提升，却从未认真留意

和思考过这些变化背后的原因。 直到我

进入北京环卫集团贵州分公司， 才找到

了最终答案。

自 2015 年入驻贵阳以来， 北京环卫

集团贵州分公司秉承“城市因我更美丽”

的企业理念，以“首善要求、首都标准” 为

服务标准，大力推行环卫一体化和机械化

作业，坚持“以质量求生存，以品质求发

展” 的经营管理理念，在三年多时间里迅

速拓展延伸至贵州省多个区域以及云南、

广西等地，树立了专业一流的服务口碑。

无论是骄阳四射的白天还是风雨交加

的夜晚，你总能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院落楼

群间看见一个个来回穿梭的身影、一辆辆徐

徐前进的车辆。

凌晨四点，整个城市还在沉睡，北京环

卫集团贵州分公司的环卫保洁人员已经

出现在自己的工作岗位，清扫收集散落的

垃圾、清洁每一个垃圾桶。 每一天，他们会

在各自负责的路段、院落、社区清扫，一个

烟头、一张纸屑、一粒瓜子壳都不会轻易

放过。 勾臂车、垃圾压缩车、垃圾转运车、

杂物车也出现在街头巷尾，将一箱箱装满

垃圾废弃物的垃圾箱收集、压缩，转运至

填埋场。 直至夜深，他们也未曾停下过忙

碌的脚步。

走近环卫工人，你会发现他们的脸上

洋溢着幸福。 统一的服装和标识，让他们

有了更强的归属感。 更重要的是，北京环

卫集团贵州分公司始终坚持不遗余力地

保障环卫工人福利、改善环卫工人生活水

平、提高环卫工人社会地位、增强环卫工

人获得感，在切实提高环卫工人工资待遇

的基础上，实实在在关心、关注环卫工人

生活情况， 大力开展多渠道的慰问帮扶，

并组织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以促进他们

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同步提升。 与此同时，

随着环卫工人社会地位的逐步提升，各级

政府及社会各界对环卫工人关爱的善举，

让他们感受到内心的温暖———设立爱心

饮水点、免费供应早餐、组织年夜饭、节日

爱心慰问及子女助学帮扶……

这些改变， 可以说是社会文明的进

步， 可以说是人民素质的提升， 但我认

为， 这更是一个个质朴勤恳的环卫工人

用双手向社会交出的满意答卷。 是他们

用一扫一铲， 向社会证明了环卫工人的

不平凡；是他们一手一脚，将爽爽贵阳的

美丽整洁点亮。

我所生活的城市， 正经历着翻天覆

地的变化，城市环境卫生的整洁，无疑是

环卫人最引以为傲的转变。正因如此，在

万千变化中， 北京环卫集团贵州分公司

的员工始终怀有一颗不变的初心， 一心

为创造干净、舒适、美好的人居环境而勇

往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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