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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边磊

走进时传祥纪念馆， 大厅第一块展板上 ， 展
示着毛泽东 、 刘少奇 、 邓小平 、 江泽民 、

胡锦涛等历任党和国家领导人与东城环卫中心从时传
祥一直到李学玲等全国劳模的合影。 对于环卫职工来
说， 这是荣誉， 更是精神鼓励。

时传祥之后， 东城环卫涌现出了上世纪七十年代
的张孝敬、 八十年代的任华亭、 九十年代的关阔山，
以及钟志玲、 李学玲等几代劳模。

时传祥：
工作无贵贱 行业无尊卑

时传祥人生最闪亮的日子， 定格在1959年10月26
日。 那天， 他作为全国先进生产者参加了在北京召开
的全国 “群英会”， 国家主席刘少奇在人民大会堂湖
南厅握着他的手，说道：“你掏大粪是人民勤务员，我当
主席也是人民勤务员， 这只是革命分工不同。” 时传
祥也表示： “我要永远听党的话， 当一辈子掏粪工。”

从此， 时传祥成为载誉全国的著名劳动模范。
时传祥出生在山东德州齐河县一个贫苦农民家

庭 。 他14岁逃荒流落到北京城郊宣武门一家私人粪
场， 受生活所迫当了掏粪工。

新中国成立后， 时传祥被工友选为北京市原崇文
区 “粪业工人工会” 委员。 1952年， 他加入了崇文区
清洁队， 继续从事城市清洁工作。

老北京平房很多， 老四合院里人口密度非常大，
茅坑浅， 粪便常常溢出来， 气味非常难闻。 他遇到这
种情况， 总是不声不响地找来砖头， 把茅坑砌得高一
些。 他干的这行， 是没有节假日的， 哪里该掏粪， 不
用人来找， 他总是主动去。 不管坑外多烂， 不管坑底
多深， 他都想方设法掏干扫净。 茅坑里掉进了砖头瓦
块， 他就弯下腰去， 用手一块块地拣出来。

为了干好掏粪工作， 时传祥动了不少脑筋， 也付
出了比常人多的辛劳。 他合理计算工时， 挖掘潜力，
把过去7个人一班的大班， 改为5个人一班的小班， 带
领全班由过去每人每班背50桶增加到80桶， 他自己则
每班背90桶， 最多每班掏粪背粪达5吨。 辖区内居民享
受到了清洁优美的环境， 而他背粪的右肩却被磨出了
一层厚厚的老茧， 因而赢得了人们的普遍尊敬， 也赢
得了很多荣誉。

他肩背粪桶， 走家串户， 利用公休日为居民、 机
关和学校义务清理粪便， 整修厕所。 1955年， 他被评
为清洁工人先进生产者， 1956年当选为崇文区人民代

表， 同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8年被邀请担任北京
市政协委员。 1959年被选为全国劳动模范。

1964年， 北京市环保局分配部分青年学生当掏粪
工。 时任崇文区清洁队青工班班长的时传祥， 为转变
部分青工怕脏怕丑的思想， 年近半百的他， 脏活累活
抢在前， 对青年工人言传身教， 以 “工作无贵贱， 行
业无尊卑 ； 宁愿一人脏 ， 换来万人净 ” 的职业道德
观， 教育影响青年一代安心本行业工作。

张孝敬：
总结80余种管线疏通办法

张孝敬与污水管线、 化粪池打了几十年交道， 留
给环卫疏通管线的方法有80多种。 由于时间久远， 关
于他的故事， 只能从他的徒弟关阔山那里了解。

“绝活儿多， 特别能吃苦。” 关阔山说。
跟所有劳模一样， 张孝敬身上有着吃苦耐劳的精

神。 让关阔山印象最深的是， 管片内粪井堵了， “六
十多岁老头跳下去，就用手掏”。 说这话的时候，关阔山
满是佩服的语气。 师傅下去了， 自己也不能在旁边看
着， 穿上专业的防护服， 关阔山也跳下化粪池。 关阔
山戴眼镜，跳下去什么也看不见，一擦上面都是大粪。

那时候， 张孝敬就说： “小关， 我看你成， 你错
不了！”

张孝敬疏通管线有80多种方法， 手里都是绝活儿。
一次， 辖区内军安宾馆的厕所堵了， 粪便不停地

往上冒， 张孝敬带着关阔山赶到了现场。 四处检查后
发现都没有问题， 张孝敬寻思着可能是二层往一层的
下水出了问题。 他带着关阔山， 找到一顶棚入口， 爬
了进去。

手里拿个小锤子， 张孝敬这里敲敲， 那里敲敲，
突然停下了，转身对关阔山说：“小关，就是这儿了。”

为什么呢？ 张孝敬说： “你听， 其他地方的声音
是通透的， 就这儿是噗噗的， 里面是实心的。”

炎热的夏季， 爷儿俩拿着小锯子， 趴在密不透风
的棚顶内， 施展不开身段， 只能一点一点将管线锯开
一个小口 ， 用铁丝掰成弯儿 ， 从里面勾出一大团污
物。 管线瞬间畅通了！ 紧接着， 张孝敬用自行车内胎
截成需要的大小， 再用螺丝将内胎在管线上钉死， 一
点不漏。 困扰整个宾馆的问题， 就这样解决了。

这个只能匍匐前进的顶棚上， 铺满了细碎的玻璃
纤维， 两个人在里面趴着干了两天活儿， 浑身都沾满
了玻璃纤维， 奇痒无比， 怎么洗也洗不掉， 最后只能

用橡皮膏往下粘。
还有一次， 日伪时期就建成的珠市口基督教堂往

外冒粪便。 张孝敬到现场勘察， 判断应该是多年没有
清理过的化粪池满了。 然而周围路面是死的， 没有井
盖， 没有人知道化粪池的具体位置在哪里。 张孝敬手
持一根一米多长的钢钎 ， 在教堂周围边走边敲打地
面， 一会儿， 他停下来， 说： “应该就是这儿。”

打开路面一看， 化粪池果然就在下面。
看起来的粗活儿， 其实背后有许多意想不到的技

巧。 用心用脑， 才能把活儿干好。
关阔山其实并没有正式拜张孝敬为师， 但是他从

张孝敬这里， 学到了不少绝活儿， 更学到了老一辈人
身上的时传祥精神。

关阔山：
要爱岗敬业还要创新

关阔山是时传祥工作过的集体评出的劳模中， 唯
一一名具有干部身份的劳模。 时传祥精神， 也是在他
的学习、 提炼、 概括中， 不断丰富并延续给后来的年
轻人。

“兵团经历磨练了我， 终身不断的学习是最重要
的。” 关阔山说。

上世纪70年代末， 关阔山来到原崇文区环卫局，
成为一名装卸工 。 专门为建筑厕所 、 化粪池搬运沙
子、 砖头， 一干就是七八年。 1989年， 他当上了班长。
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 爱学习的关阔山紧跟形势，
思想解放早， 在班里实行了生产承包制， 别的班完不
成任务， 他领导的集体月月超额完成任务， 被崇文区
工会评为先进集体。

作为一名具有干部身份的劳模， 关阔山不但自己
重视学习， 还带领大家一起学习。 中共十五大确定了
邓小平理论为党的指导思想， 为了弘扬时传祥精神，
打造一支一流的环卫队伍， 关阔山加强了全队政治思
想理论的学习。 1999年， 队里成立了北京市第一个工
人业余邓小平理论学习小组， 每两周组织一次学习，
半年进行一次交流。

他在生活上关心职工 ， 工作中不断总结经验教
训。 如今时传祥青年班著名的 “八点” 工作法， 就是
他总结出来的。 即： 粪车进街慢一点， 搬挪车辆轻一
点， 遇到衣物小心点， 粪井抽运及时点， 管子控的干
净点， 遇到居民热情点， 听到怪话冷静点， 荣誉面前
谦虚点。

关阔山在工作实践中带领全队通过学习、 提炼和
概括， 丰富时传祥精神 “奉献、 开拓、 拼搏、 提高”
的时代内涵， 以 “让百姓满意” 为工作的出发点， 以
“树立党和政府在百姓心目中的形象” 为目的， 响亮
地提出了 “宁愿吃尽千般苦， 换来百姓夸政府” 的口
号， 得到了各级领导和广大职工群众的一致认可。

帮助新人树立理想信念， 以身作则告诉年轻人为
什么要传承时传祥精神。 在他的努力下， 队里先后成
立了 “时传祥青年班” 和 “三八” 女子抽粪班， 总结
出了 “环境八点 ” 工作法 、 “环境八要 ” 工作法 、
“环境八个第一” 工作法， 大幅度地提高了工作效率。
同时， 全队共有11名职工取得了大专学历。 为进一步
将时传祥精神发扬光大， 2005年， 在北京市总工会的
支持下， 建立了 “时传祥精神代代相传” 荣誉展室。
并培养出钟志玲、 李学玲等劳模先进。

“重视学习， 现在招环卫工人， 都得大专以上才
合适， 因为社会在发展， 知识、 技能要求不断变化，
机械设备不断更新 ， 劳模要爱岗敬业 ， 还要创新 。”
关阔山说。

李学玲：
推倒内心障碍撸起袖子加油干

李学玲是东城区环境卫生服务中心十所 “三八”
女子抽粪班的班长， 曾荣获北京市 “群众心目中的好
党员”、 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
称号， 是北京市第十一次党代表。

李学玲不善言辞， 与许多环卫职工一样， 她更讲
究埋头苦干。 在她心中， 时传祥是代表环卫形象的伟
大前辈。 对她来说， 勤勤恳恳做好每一天的工作， 与
同事融洽相处， 将 “宁愿一人脏， 换来万家净” 的精
神传承下去， 是可以让内心满足并愉快的事情。 如果
说她还有什么愿望， 那就是希望获得人们的理解， 为
环卫行业职工有尊严地劳动贡献一份力量。

作为首都环卫战线上的一名普通抽粪女工， 李学
玲从事的工作苦、 累、 脏、 臭、 险， 处处和蚊蝇蛆虫
为伍， 时时与粪便污秽相伴。 一年到头， 每日重复着
简单枯燥的劳动 ， 烈日晒黑了肌肤 ， 寒风吹裂了手
脚。 但她无怨无悔， 净化着脏臭和苦累， 换来了城市
整洁优美的环境， 赢得了百姓无数的掌声和喝彩。

作为一名女同志， 李学玲有过第一次掏粪后几天
吃不下饭的经历 。 懈怠情绪刹那间笼罩了李学玲的
心， 她变得沉默寡言， 工作中总是打不起精神。

李学玲的状态没能瞒过队领导的眼睛， 关阔山了
解情况后， 带着李学玲来到了荣誉室， 给她讲述了环
卫三所的历史和一块块奖牌的故事， 参观前辈们劳动
时留下的照片。

当看到刘少奇主席握着时传祥那双长满老茧的双
手的巨幅照片， 李学玲的泪水夺眶而出。

李学玲的哭有三层含义： 一是， 被前辈高尚的奉
献精神触动了内心 ； 二是 ， 感到自己太渺小了 ； 三
是， 下决心向前辈学习。

老前辈时传祥 “宁愿一人脏， 换来万家净” 的崇
高精神 ， 深深地感染和激励着李学玲 。 “劳动最光
荣， 奉献最伟大。” 李学玲铭记住了这十个大字。

过了第一道坎儿， 李学玲暗下决心： 一定要好好
干， 绝不能给这个先进集体抹黑， 要努力争做新时代
的环卫人。

三所 “三八” 女子抽粪班成立于上个世纪九十年
代末， 现有十多名姐妹， 主要任务是负责全区160余座
公共厕所的粪便抽运、 清渣及管道疏通等环卫保障工
作。 作为 “三八” 女子抽粪班的班长， 李学玲以身作
则， 脏活、 累活、 重活， 干在前、 抢在先， 不光早已
成为姐妹们的标杆， 也成了各界学习的榜样。

在工作实践中， 李学玲经过多次总结， 创造性地
提出了 “一二三四” 工作法。 “一” 即一百， 粪井合
格率百分之百； “二” 即二互， 班前会互通信息， 有
困难互相帮助； “三” 即三勤， 嘴勤、 手勤、 腿勤 ；
“四” 即四打破， 打破工作范围， 打破负责地段界限，
打破不满不冒的最低标准， 打破公休日限制。 新的工
作法， 既提升了工作效率， 减轻了劳动强度， 也得到
了领导和群众的充分肯定。

李学玲用自己的言行 ， 模范践行着 “宁愿一人
脏、 换来万家净” 的时传祥精神。 她凭借吃苦耐劳、
甘于奉献的精神， 向世人展示了新时代环卫人的精神
风貌， 实现了争创一流的目标， 在自立、 自强中找到
了自信。

李萌、王淼：
时尚青年也能拿起脏活儿累活儿

时传祥曾经工作过的原崇文区环境卫生服务中心
三队， 如今已经成为东城区环境卫生服务中心十所。
劳动工具早已由粪桶， 变成了现代化的抽粪车。 操作
这些设备的职工， 也都是年轻的面孔。 他们年轻、 时
尚， 大多有着大专以上学历。

85后的李萌和王淼正是这些年轻人中的典型代表。
1989年出生的李萌从小对环卫工作耳濡目染， 对

环卫工人充满了敬佩之情。 2009年12月退伍后， 李萌
来到了环卫十所。 她负责的二十多座粪井， 散布在纵
横交错的狭窄胡同中， 有的胡同抽粪车进不去， 就要
抱着粪管子徒步走到粪井边 。 碰到有私家车压住粪
井， 还要四处找人挪车， “有时也会碰上不理解的市
民讲几句闲话， 咱也得忍着。” 李萌说。 “刚开始干
时， 不会用劲， 一天下来胳膊都抬不起来。 经过一段
时间的锻炼， 现在早已能熟练自如地打漂抽粪。” 为
了弄清粪井溢满规律 ， 每天干完活 ， 她主动骑车巡
查， 她常说： “干上这行， 咱就得用心干好。”

现在， 李萌是东城区环境卫生服务中心环卫十所
“三八女子抽粪班” 副班长。 在她看来， 环卫工人不
仅光荣， 而且伟大， 工作脏、 苦、 累， 但奉献给人民
的却是实实在在的美与享受。 “工作无贵贱， 都是为
人民服务。” 李萌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 2012年， 李萌
被评为 “北京榜样”， 今年又当选为东城区第十二次
党代会代表。

比李萌大两岁的王淼也是土生土长的北京孩子。
换上工服， 他是时传祥青年班的副班长。 下班后， 留
着时髦发型、 换上休闲装的王淼就是北京胡同里典型
的大男孩。

青年班十几名年轻小伙子， 大多是退伍转业的军
人。 录用考试的时候， 他们都要答一道题： “你对时
传祥精神是如何理解的？”

起早贪黑 ， 所有的脏活 、 累活 、 苦活都是这群
“掏粪工人” 来干， 而很多人一干就是几十年。

“味道大还能慢慢适应， 最担心的就是大家不理
解你。” 王淼的朋友， 大多已经不拿他的工作说事了，
偶尔有两个 “不识趣” 的问了， 他也懒得管他们的想
法了。 “但是居民不一样啊， 他们不理解， 作业就没
法进行。 私堵下水道的、乱停乱放的，有时候就是不配
合， 急起来就挤兑我们 ‘你不就是个掏大粪的嘛！’”

青年班里大家互相鼓励： “笑容可以打败一切”、
“靠自己的双手吃饭不丢人 ”、 “找准自己的位置做
事， 很踏实”！

“咱们为老百姓服务， 没什么丢人现眼的， 要想
着这可是时传祥的队伍。” 王淼说。

原始操作的掏粪工在现代都市中消亡了， 但只要
存在社会分工， 仍会有苦、 累、 脏的工作。 有一种精
神， 从来没有被忘记。 今天， 仍然需要时传祥 “宁愿
一人， 脏换来万家净” 的精神。

———时传祥精神与时代共成长
宁愿一人脏 换来万家净

原本是一个人， 后来影响了一个集体， 再后来影响到一个行业， 现在全国的同行都受到他
精神的感召。 时传祥这个名字， 响彻大江南北， “宁愿一人脏， 换来万户净” 的掏粪工人， 全
国著名劳动模范， 以毫不利己、 专门利人的崇高精神， 受到了党和人民的高度赞扬。

关阔山与 “三八” 班女工
为民疏通污水管道

张孝敬向青年掏粪工人传授经验 出工之前， 任华亭总是对
爱车擦了又擦

“三八” 女子抽粪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