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54年12月6日， 我出生在北京东城区一个普通
的工人家庭。 父母亲给我取名崔跃。 年轻时的我并不
明白父母取名的含义 。 后来我发现 ， 崔的本义是高
山 ， 崔跃的寓意也许是长辈希望我不断地跨跃高山
吧。” 2019年的冬日， 记者又一次见到了北京市环卫行
业著名劳模崔跃， 我的采访就从他的名字和人生当中
不断跨跃高山的经历开始———

跨跃世俗观念当上掏粪工

1971年12月30日， 17岁的崔跃初中毕业， 与其他
学校的5名学生被分配到原东城区城建管理局清洁三
队报到， 1972年1月5日正式上班。 他们是新中国成立
后第一批从中学分配到清洁队当掏粪工的学生。 崔跃
第一次要勇敢地跨跃世俗观念的这座 “高山”。

崔跃回忆说： “东城区所有的居民院内土厕所我
都进去过。” 他每天早上7点， 与同事一起背上粪桶，
拿上吊罐、 粪勺， 随2.64吨的布拉格卡车出发， 掏粪、
装桶、 装车、 返车、 卸车， 每天装满6到7辆车， 要走
上七八十里地， 到下午3点才收工。 他说： “一桶粪
有百十来斤， 比我的体重还沉。 由于正是我长身体的
时候， 左肩膀磨破、 结痂、 生茧， 左肩慢慢地形成了
一块高10公分老茧， 左肩高出右肩4厘米。 左边胸部被
粪桶压得变形， 低于右边胸部两公分。”

为此， 他到医院看病时， 医生对年轻的崔跃说：
“你最多可以活两到三年。 你到大医院再看看吧， 别
耽误了。” 崔跃没有在意医生的叮嘱， 咬牙坚持。 直
到现在， 他也没再去专门看胸部的病情。

一年之后， 其他4名学生因为各种情况相继离开
了清洁队。 在他们的影响下， 崔跃也萌生了改行的想
法。 他说： “我背着粪桶走在大街上， 经常有人叫我
‘臭大粪’。 我的思想产生了波动。” 党支部书记陈文
章等领导亲自到他家做他父母的思想工作 ， 让他
们帮助他 ， 鼓励他 。 他母亲看到崔跃又苦又累 ，
经常背着他偷偷掉眼泪。 他父亲则鼓励他安心工作：
“三百六十行， 行行出状元。 只要你努力工作， 一定
能做出成绩。” 在党支部书记和他父亲的帮助鼓励下，
他终于跨越了这座 “高山”， 成为居民认可的年轻时
传祥。

1973年12月30日， 崔跃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74年5月， 他成为东城区清洁三队党支部副书记。 当
时， 对于崔跃跨越式的进步， 有人编个顺口溜： “一
年入团， 二年入党， 三年当了副书记。” 有一次， 他
到某单位做报告。 在上千名观众中， 突然， 从台下传
递给他一张纸条， 纸条上写着 “你是不是高干子弟？”
崔跃幽默地回答： “我还真不知道哪个高干真心愿意
让自己的孩子去当掏粪工。”

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 很多居民在胡同内搭建防
震棚和临时帐篷。 这给掏粪工作带来了难题。 虽然那时
掏粪工作已经开始使用抽粪车抽粪，但是由于防震棚，

许多地方无法进入作业车辆，厕所粪便横流到大街上。
为了及时清理粪便， 给居民一个清洁的环境， 崔

跃再次背起粪桶， 无论白天黑夜， 接到电话， 就带领
同事登上三轮车去掏粪。 到11月底， 防震棚彻底拆除
才恢复抽粪车抽粪。 “我们为居民清理厕所环境， 受
到了居民交口称赞。 几个月的加班加点， 我没要过一
天加班费。”

他的事迹被拍成纪录片

在完成环卫工作任务的同时， 崔跃还坚持为居民
提供志愿服务。 有一次， 他刚工作完回家， 就接到了
一位居民的求助电话。 原来， 那位居民在东风市场西
北门厕所方便时， 不慎将钱包掉落便坑被水冲走。 而
钱包里有他为母亲治病的1000多元钱。

崔跃放下电话， 穿上工作服， 装上工具， 蹬上三
轮车， 立即赶到现场。 了解情况后， 想方设法， 找回
钱包。 原来， 东风市场的排水系统是一个 “U” 型管
道， 钱包从厕所到化粪池要经过很长一段距离。 那时
的厕所每15分钟冲一次水， 他判断钱包还没有进入化
粪池。 于是， 他进入靠近化粪池的一处过井， 不断让
厕所冲水 ， 同时用筛子滤除经过的秽物 ， 终于 “滤
出” 了失主的钱包。

类似的事件还有很多， 他的志愿服务也越来越有
名气。 1979年4月的一天， 崔跃正与工友们在东单三条
10号院掏粪。 院里的一位大妈看到他和工友特别辛苦，
便给他们端来了几缸子热水， 让他们喝。 他和工友很
兴奋， 感叹道： “还是有人理解我们！” 这个情景被
经过此地的中国青年报记者所捕捉， 拍摄下来， 发表
在 《中国青年报》 的头版。

1978年， 崔跃被评为北京市特级劳动模范， 他的
事迹被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成纪录片 《闪光的青
春》 在全国播放， 教育鼓舞了一代青少年。

1983年3月， 崔跃被原国家建设部授予全国园林环
卫系统劳动模范。 1983年9月5日， 崔跃到北京师范学
院政教系报到学习大学知识。 当年9月初《工人日报》头
版刊登了崔跃上大学的照片。

和许多人一样， 崔跃有过一次高考经历。 由于动
荡年代， 学校几乎处于停课状态。 他也受到了冲击，
没有上过几节课， 所以文化水平太低。 恢复高考后，
他想考大学， 瞒着单位报了北京师范学院。 他为了考
上大学， 恶补文化知识。 每天早上五点起床， 拿着雨
衣， 买些吃的东西， 到故宫附近的树林里， 把雨衣一
铺， 坐在雨衣上边看书， 不知不觉就到晚上， 回家吃
完晚饭， 又接着看书， 看到深夜十二点才休息。

这样，他坚持半个月，遗憾的是高考时未达到录取
分数线。 然而，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1983年9月
至1985年6月， 崔跃有幸在北京师范学院脱产学习两
年，取得了大学专科毕业证书。 学习期间， 他每周六或
周日还参加掏粪一天。 1992年， 他参加了中央党校经

济管理系的函授班学习。 经过两年的努力，他也取得中
央党校经济管理系函授班的毕业证书。

在中南海受到邓小平接见

1981年4月29日， 是崔跃终生难忘的一天。 那天，
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北京市总工会联合在中南海怀仁堂
召开了劳动模范、 先进生产 （工作） 者座谈会。 崔跃
有幸参加了这个座谈会， 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接见。

在座谈会上， 崔跃被安排在第5个发言。 他从国家
对环卫工人的关怀， 到自己克服环卫工作上遇到的各
种困难等进行了汇报。 当讲到环卫工人不好找对象时，
他脑子里闪了一下， “说， 还是不说？” 他看到在场中
央领导都在和蔼可亲认真地听。 他就勇敢地说了出来：
“虽然时代已经到了20世纪80年代， 但社会上对环卫工
人还是有偏见， 嫌环卫工人地位低、 工资少， 掏粪工
人找对象更难， 姑娘们一听介绍是掏粪的 ， 扭头就
走 。” 邓小平同志听了便皱起了眉头……当听到崔
跃说到自己刚刚结婚成家时 ， 邓小平同志的眉头舒
展了， 第一个鼓起了掌， 还频频向他点头表示祝贺。

现场， 崔跃就向邓小平同志许下承诺： “做一辈
子环卫工人。” 1981年4月30日， 《人民日报》 在头版
头条刊登了这条消息。 1981年4月30日的 《中国青年
报 》 在一版发表了题为 “首都劳模欢聚一景 ” 的特
写， 主要内容描写的就是崔跃汇报的情况， 还有邓小
平同志及中央领导对崔跃汇报的热烈反响。

1981年， “五一” 国际劳动节后， 时任全总主席
倪志福要求 《工人日报》 针对崔跃的先进事迹进行专
题讨论。 《工人日报》 先后发表10多篇文章。 1978年
至1983年， 崔跃先后到国家部委、 部队、 大学， 以及
北京市多家单位、 多所中小学等做报告， 报告场次500
多个， 最多的时候一天上午下午晚上安排三场。

1982年11月22日至12月2日， 崔跃随中国工会代表
团对日本进行了友好访问。

当选中共十二大代表

1982年5月， 崔跃当选为中共十二大代表。 同年9
月， 他在参加中共十二大期间， 向大会有关负责同志
详尽介绍了环卫工人社会地位仍较低， 被人看不起，
在工作中经常发生环卫工人被打无人处理， 以及环卫
工人普遍工资低、 住房难、 岗位后继无人等情况。 后
来， 这些情况都被带到了大会上， 引起了广泛关注。

1982年9月11日， 北京代表团在中南海召开代表团
座谈会时， 崔跃再一次得到了中央领导的接见并合影
留念。 “年轻的时传祥———掏粪工人崔跃” 受到了崇
高的礼遇。

中共十二大会议期间的一天， 会议中途休息时，
崔跃在住地院内路边散步， 看到几名清洁工正在清理
地下管道。 职业的本能促使他走上前去观看。 几名清

洁工遇到了难题， 不知所措。 出自骨子里的勤劳与助
人为乐的劲头使崔跃主动地对他们说： “我来看看。”
他趴在井边 ， 用竹竿捅了几下 ， 就知道了问题的所
在。 崔跃让他们在竹竿上拴个挠钩， 很快把里面的大
量脏物钩了出来。 崔跃的举动， 被人民日报记者记录

在镜头里， 发表在 《人民日报》 的头版。 2013年， 北
京电视台在 《档案》 节目 《从一大到十八大》 中， 又
播出这了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的解说词是： “来自北
京市的党代表， 东城区清洁队长崔跃在大会休息时，
帮助驻地工人清理地下管道。”

当选东城区环卫局工会主席

1986年3月， 他被任命为东城区环卫局副局长， 10
月， 他被当选工会主席。

1991年和1998年， 崔跃两次主持职工住房分配工
作。 他说： “这是涉及到职工利益的大问题， 不能有
丝毫的马虎， 既要坚持原则， 又要以人为本。 对要房
职工， 我们只求雪中送炭， 不搞锦上添花。” 他提出
局、 所、 队分房领导小组成员一律不许申请要房。 同
时， 也给自己约法三章， 请职工监督： 第一， 不许收
受职工一分钱； 第二， 不许收职工任何东西和礼品；
第三， 不吃任何要房职工的一顿饭。 分房工作一定要
在党政领导班子的领导下， 在职工代表大会和全局职
工的监督下进行， 力求做到公正公平， 让困难职工满
意。 在分房期间， 的确有职工怕分不到房或为了感谢
他， 给他送钱送金手饰等钱物。 他一律退回。 有的职
工把钱偷偷地放到他办公桌的抽屉里， 放在他办公室
床上的被子里。 他发现后全部交给局纪委副书记、 监
察科长。

在分房过程中， 他认真听取职工建议和职工介绍
自己的实际情况。 根据具体问题， 提出修改意见， 报
局党政领导班子联席办公会讨论。

在职代会上， 他又提出了各所、 队分房领导小组
必须走访所有申请要房的职工， 将情况填表， 由本人
签字后， 上交局分房办公室。 对有特殊困难的职工报
局分房办公室， 由他带领分房领导小组成员到特殊困
难的工人家里 ， 了解实际情况 。 经过缜密的讨论分
析 ， 最终将300多间房分给了困难职工 。 分房工作
没有出现任何上访情况， 达到了公正公平、 职工满意
的目的。

退休后成立保洁公司

2001年东城区启动机构改革， 这又是崔跃人生中
的一次重大考验。 他将怎样又一次跃过这座 “高山”
呢？ 46岁的崔跃毅然决然地选择了退休。 “我尽最大
努力要跃过这座 ‘高山’， 为机构精简腾位子。 退休
也不会影响我践行对邓小平同志的承诺， 要当一辈子
的环卫工人。”

2009年7月， 崔跃独资成立了北京环连环保洁服务
有限公司。 崔跃总是告诉职工： 要继承发扬 “宁愿一

人脏， 换来万家净” 的 “时传祥精神”。
公司创办之初， 生意不好， 每个月的收入远远不

够给职工发工资的， 崔跃就拿出积蓄给职工发工资。
公司对社区居民承诺： 免费疏通居民院内下水道，

免费入院清理大件废弃物。 2012年的农历十二月三十，
崔跃接到朝阳门街道办事处值班人员的电话： “本司
胡同38号有一个居民家里断水， 请您帮忙给解决。” 崔
跃叫上伙伴孙玉海骑车到了这个居民家， 安排3名职工
刨地面。 已是寒冬， 一镐下去， 只是敲出一个白点。
职工脱了棉袄， 穿着秋衣， 干得满头大汗。 中午， 崔
跃到饭馆给职工买饭。 吃完午饭， 继续干， 一直干到
晚上。 “别人在过年， 而我的职工却在为居民干了一
天的活儿， 都是街坊邻里， 互帮互助是应该的。 我能
为居民服务才是第一位的， 这也是我的公司一直践行
的理念。” 公司以服务居民为己任， 用一次次的志愿
服务赢得了居民的一致好评。

有一年的除夕夜， 崔跃在驻朝阳门街道办事处保
洁队同职工一起吃饺子。 突然， 接到办事处领导的电
话， 礼士胡同半条胡同结冰。 崔跃叫上10多名职工蹬
上三轮车， 带上融雪剂， 就赶到现场， 撒融雪剂、 铲
冰、 清扫积水， 干了两个多小时。

工作几十年， 崔跃的每年春节， 都几乎放弃了与
家人团圆。 他走出温暖的小屋，冒着凛冽的寒风， 拿着
扫帚走进大街小巷， 在昏暗的灯光下， 清扫 着 鞭 炮
屑 ， 直到旭日东升 。 粗略统计 ， 在公司服 务的 7
条街道和几十个小巷里 ， 一个除夕夜清扫鞭炮屑
就得有10多吨。

2017年9月中旬， 由于政策的规定， 崔跃先后辞去
了公司和朝阳门街道商会秘书长等职务。 他的目光投
向了垃圾分类处理等社会问题。 其实， 早在1997年5月
的市政协第三十八次常委会议上， 崔跃作为北京市政
协委员专门阐述了对北京生活垃圾的处理意见。 市政
协经过深入基层听取意见， 崔跃等协同提出了 《关于
北京城市生活废弃物处理问题的调查报告》。

崔跃说， 如今国家提出垃圾分类处理， 很有必要。
垃圾分类能够减少环境污染， 节省土地资源， 可以利
用再生资源， 提高民众价值观念， 在生活中注意资源
的珍贵性， 养成节约资源的习惯。 崔跃建议， 厂家可
以在商品上注明该商品垃圾分类的处理办法， 这样能
更好、 更快、 更简单地让老百姓去分类。 政府还要加
大对垃圾分类回收的宣传力度， 做到家喻户晓。

从1971年底参加环卫工作到现在， 崔跃在首都环
卫战线服务了48年。 这么多年来， 他践行对邓小平同
志的承诺 ， 当一辈子环卫工人 。 48年来 ， 他坚持把
“时传祥精神” 传递给环卫战线的后来人。 “当代时
传祥” 崔跃的名字也将铭刻在首都环卫战线的丰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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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阎义

长期从事环卫工作让崔跃养成了特殊的习惯，
每次出门，他都要看看路上有没有垃圾。

崔跃和环卫职工经常在一起交流经验。

春节期间，崔跃和同事们一起打扫街道。

崔跃向环卫工人传授经验。

《中国青年报》1979年发表的照片：居民为崔跃等掏粪工人递上热水。

他是北京市环卫行业著名的劳模， 曾经当选全国园林环卫系统劳动模范， 两次当选北京市劳模， 连续
三届当选北京市政协委员， 并光荣出席党的十二大， 曾被誉为 “年轻的时传祥”；

他克服世俗偏见， 初中毕业后就来到清洁队当了一名掏粪工， 他热心服务居民的事迹被拍成电影纪录
片， 教育鼓舞了一代青少年；

他作为环卫劳模的代表， 受到邓小平同志的亲切接见。 他当着邓小平同志的面许下承诺：当一辈子的环
卫工人 ；

他的一生都在履行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承诺， 退休之后又成立保洁公司继续
为民服务， 今年65岁的他还在为提升城市环境卫生鼓与呼；

他就是时传祥式的著名劳模崔跃———

“当代时传祥”崔跃：

甘愿做一辈子环卫工人
我和我的祖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