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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邹伟 胡浩 荣启涵

这是一项民生难点， 也是体现文明进
步的尺度。它与人人相关，习近平总书记时
时牵挂心间。

近日，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
调，坚持不懈推进“厕所革命”，努力补齐影
响群众生活品质短板。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
内考察调研过程中， 经常会问起农村厕所
改造问题， 详细询问村民使用的是水厕还
是旱厕， 在视察村容村貌时也会详细了解
相关情况，强调“小厕所、大民生”。

民生小事， 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大
情怀。

曾经，谈及中国的厕所，很多人的感受
不佳。在街道、景区等公共场所，厕所脏、
乱、差、偏、少，如厕难成为群众反映强烈的
突出问题。在一些农村地区，“两块砖，一个
坑，蛆蝇孳生臭烘烘”。厕所的状况，关乎百
姓生活，折射文明风尚，关系国家形象。

2014年12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镇
江考察调研时就指出， 厕改是改善农村卫
生条件、 提高群众生活质量的一项重要工
作，在新农村建设中具有标志性。

温暖人心的话语， 源自习近平一以贯
之对人民真切质朴的情感和对待工作真抓
实干的品格。

40多年前， 陕西省延川县冯家坪乡赵
家河村建起了有史以来第一个男女分开的
厕所。翻修它的人，正是当时在赵家河村蹲
点的知青习近平。

在《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一书中，
村民赵胜利回忆起当年的场景， 仍历历在
目：当时陕北农村，生活很艰苦，对于上厕
所就更不讲究。挖个坑，周围随便用木头、
秸秆、土坯一挡，上面盖个草棚子，就当厕
所了。

“近平来了不久，就动手修了一个男女
分开的公共厕所。他把旧的厕所拆掉，重新
用砖和石头砌， 扩大了面积， 又加高了围
墙，一间男厕，一间女厕，都是分开的，宽敞
多了，而且隐秘性比较好。大家一看，这样
确实很方便，就纷纷效仿。”赵胜利说。

从小处着眼，从实处入手，对于厕所问
题，习近平不仅身体力行地推动解决，更在
日后从政的道路上， 将这一带着温度的民
生关怀列入施政举措。

1982年， 习近平来到河北正定工作。
“当年，正定比较贫穷落后。比如，农村‘连
茅圈’大量存在。”习近平曾在一篇文章中
回忆：“‘连茅圈’ 就是厕所和猪圈连在一
起，很不卫生。”

有问题，就要抓。中共正定县委《一九
八四年工作大纲》 展现了这样的决心：“积
极改造连茅圈，努力使古城展新貌。”

从河北到福建，从浙江到上海，习近平

在地方工作期间，一直高度重视、十分关心
厕所问题，推动解决当地群众的如厕困难。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对于长期存
在的厕所问题，习近平有着清醒的认识，并
在深刻思考中寻找着解题之钥。

小康不小康，厕所是一桩。面对中国快
速发展中日益提高的厕所需求和巨大的历
史欠账， 面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民
族复兴的宏伟目标， 补齐厕所问题这一公
共服务体系和社会文明的短板， 需要从思
想认识、文化观念、政策措施、体制机制等各
方面进行一系列广泛而深刻的变革。

201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就“厕所革
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像反对‘四风’
一样，下决心整治旅游不文明的各种顽疾
陋习。要发扬钉钉子精神，采取有针对性
的举措，一件接着一件抓，抓一件成一件，
积小胜为大胜， 推动我国旅游业发展迈上
新台阶”。

3个多月后， 在吉林延边考察调研时，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将“厕所革命”推广到广
大农村地区。

当得知一些村民还在使用传统的旱
厕，习近平强调，随着农业现代化步伐加快，
新农村建设也要不断推进，要来个“厕所革
命”，让农村群众用上卫生的厕所。基本公共
服务要更多向农村倾斜， 向老少边穷地区
倾斜。

从改建旅游厕所到推进农村改厕，从
布局城市公厕到增加女厕数量， 从全国
性会议部署加快改水改厕步伐， 到农村
改厕被列为“十三五”必须完成的约束性
任务……一场“厕所革命”的浪潮在中国城
乡大地掀起。

习近平总书记不仅倡导了这场“厕
所革命”，更时时关注着工作进展，关注
着人民群众在这场深刻变革中的民生获
得感。

在河北正定，“连茅圈” 早已成为历史。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回到塔元庄看望干
部群众，提到了他当年抓的‘连茅圈’改造。”
正定县塔元庄村党支部书记尹计平说 ，
2000年，这里就完成了卫生厕所改建。现在
的塔元庄村随着经济发展， 已经实现家家
户户住进楼房，用上了抽水马桶。

2016年春节前夕， 在江西井冈山茅坪
乡神山村考察调研时， 习近平总书记关切
地询问贫困户张成德家的生产生活情况，
还察看了水冲厕所。

如今，这个山村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厕
所革命”， 每家每户都搭建起水冲厕所。每
个家庭的卫生状况都大为改善， 村容村貌
发生了喜人的改变。

“总书记关心得这样细致，让我们心里
暖暖的。”回想起当时习近平总书记到家里
做客时询问厕所改造的情景， 吉林延边光
东村村民宋明玉脸上洋溢着幸福。2015年，
光东村启动“厕所革命”，目前全村210户家
庭全部用上室内水冲厕所， 村民交口称赞
“厕所变了样，生活大不同”。

2016年8月， 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
上，习近平总书记充分肯定“厕所革命”的
重要意义和成果， 提出持续开展城乡环境
卫生整洁行动， 再次强调要在农村来一场
“厕所革命”。

总书记抓得细，更抓得实。2017年1月，
在河北省张北县德胜村村民徐海成家的院
落里， 习近平总书记为村里的规划支起了

招：“改厕问题也要科学设计。”
2017年6月， 在山西吕梁山区考察时，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刚刚乔迁新居的宋家沟
新村村民张贵明家中挨屋察看， 为他们家
生活条件改善、 用上了冲水马桶感到由衷
高兴。

……
自2015年以来，“厕所革命” 由旅游景

区扩展到全域，从城市扩展到农村，成为美
丽中国、健康中国建设的示范工程，也映照
出习近平总书记真挚务实的为民情怀和国
家文明工程的步步深入。

最新数据显示，提前超额完成的旅游系
统“厕所革命”三年行动计划，共新建改扩建
旅游厕所6.8万座。农村改厕加速推进，农村
卫生厕所普及率从2012年的71.7%提高到
2016年的80.4%，明显改善了农村环境卫生
面貌，降低了蚊蝇密度，有效预防和减少了
疾病的发生。

这场“小角落里的大革命”赢得了国际
社会的普遍点赞。据不完全统计，美国、英
国、德国等境外媒体关于中国“厕所革命”
的报道超过16万条，正面报道超过93%。中
国“厕所革命”已成为展示中国形象、讲好
中国故事的窗口， 为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
家解决厕所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 贡献了
中国样本。

在幅员辽阔的中国大地，要让“厕所革
命”照亮每一村每一户的“小角落”，仍然任
重道远。

“当前，我国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贫困地
区，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仍有待提高，厕所
质量、管理服务、科技应用、如厕文明仍有较
大提升空间，与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还有
不小的差距。”国家旅游局有关负责人说。

行百里者半九十。 未来如何继续推进
“厕所革命”，习近平总书记指明了清晰的方
向和路径———

“厕所问题不是小事情，是城乡文明建
设的重要方面，不但景区、城市要抓，农村也
要抓，要把它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具体
工作来推进，努力补齐这块影响群众生活品
质的短板。”

2017年11月20日，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
召开十九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三年行动方案》， 其中一项主要任务就是继
续推进农村改厕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就此发
表了重要讲话。

民生存在于每一件小事，亿万人的小事
就是一件大事。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下，像抓“厕所革
命”一样，“一件接着一件抓，抓一件成一件，
积小胜为大胜”， 人民的美好生活梦想必将
不断照进现实。

（新华社北京11月28日电）

民生小事大情怀
———记习近平总书记倡导推进“厕所革命”

� � � �图为位于上海市金山区海边的“最美海景”公厕（2016年11月16日摄）。 新华社发

用钉钉子精神
补齐民生短板

———习近平总书记倡导
推进“厕所革命”引起热烈反响
� � � �“厕所问题不是小事情”，小厕所连着大民
生，关系大文明。就推进“厕所革命”，习近平总
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努力补齐这块影
响群众生活品质的短板”。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厕所革命”的重要指示
在全国干部群众中引起热烈反响，大家认为，倡
导推进“厕所革命”折射出习近平总书记真挚的
为民情怀，彰显了“积小胜为大胜”的务实作风。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下，
要像抓“厕所革命”一样，小处着眼、从实处入
手，用钉钉子精神补齐民生短板。

江苏镇江永茂圩自然村村民洪家勇一家住的
两层小楼，楼上楼下各有一个卫生间，都装上了
抽水马桶。在楼外院子里，还有一个独立的冲水
厕所。室内室外的厕所之间有地下管网相连，最
终汇集的粪液进入三格式化粪池。

“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12月到我家时，对
生活方方面面都问得很仔细， 不仅问我们是否
用上了水厕，还关心排污的情况。这让我特别感
动。”洪家勇说，经过“厕所革命”，如今家里的厕
所不仅干净卫生， 化粪池的粪水还可以直接用
来浇地施肥，非常方便。

改革成效好不好， 老百姓有着最切身的感
受。 国家旅游局通过网络大数据分析和全国旅
游厕所游客评价调查显示， 超过85%的受访者
听说过“厕所革命”，80%以上的受访群众感受
到“厕所革命”带来的明显变化，人民群众和广
大游客对厕所的满意度两年提高10个百分点，
达到80%以上。

“没想到时隔3年再来井冈山，景区厕所大
变样，干净又漂亮，还有专门的儿童坐便位。”第
二次到井冈山游玩的广东游客黄欣坦言，“方
便”的事如果不方便，真的是让人游兴索然。这
次到井冈山旅游，全家人都为这里“高颜值”、高
品质的厕所感到舒心，为“厕所革命”点赞！

“习近平总书记倡导推进的‘厕所革命’，是
城乡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网友“小飞象”这样
点评说，“物质文明看厨房、精神文明看茅房，公
共厕所的整洁程度， 往往能反映这个社会的文
明程度。”

201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就“厕所革命”
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发扬钉钉子精神，采取有
针对性的举措， 一件接着一件抓， 抓一件成一
件，积小胜为大胜。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给了我们宝贵
启示，只要真抓实干、求真务实，发扬钉钉子精
神，就能攻坚克难、有所作为。”国家卫生计生委
疾病预防控制局局长毛群安表示， 虽然我国农
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80.3%， 但粪便无害化
处理率只有60.5%， 改厕质量需要进一步提升。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要求， 下一步将继续大力推
进农村改厕，确保完成2020年全国农村卫生厕
所普及率提高到85%的目标， 力争2030年实现
全国无害化卫生厕所全覆盖。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8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