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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方便，又卫生，蚊子苍蝇也少了。”沿
溪镇建设村五保户陈正标听村上环境专干
说不需要自己出钱就能完成“旱改水”，立即
报了名。 如今，他家的菜地旁新建起了一个
三格化粪池， 厕所污水全部排入化粪池中，
经过密封厌氧发酵，还可以作为农家肥还田
利用。

“再也不用忍受臭味了，蚊虫也没有了！
以前都是蹲粪坑，上个厕所得点一盘蚊香！”
9 月 8 日，洞阳镇南园社区，从上海回家度
假的陈先生看到家里新改造的厕所，非常高
兴：“这次回家发现多了个无害化卫生厕所，
干净整洁还不臭，这下要在家多待几天了！”
让陈先生决定在家多待几天的“干净整洁还

不臭”的厕所，是由洞阳镇政府按照“厕所革
命”标准安装，其中包括蹲便器和一体式四
格化粪池。

究竟何为水厕的三格化粪池和四格化
粪池，旱厕改为水厕后，又将给群众带来哪
些实惠？

三格式化粪池是由三个相互连通的密
封粪池组成，粪便由进粪管进入第一池依次
顺流到第三池。第一格作用是每天接纳新鲜
粪便，厌氧发酵分解分层，阻留沉淀寄生虫
卵。第二格作用是延续第一池的阻留沉淀寄
生虫卵，杀菌杀卵。 流入第三池的粪液一般
已经腐熟，其中的病菌和虫卵已基本杀灭和
除去，可作施肥之用。

四格化粪池则是在三格化粪池的基础
上增加一个人工湿地。为了确保卫生厕所排
出来的水质达标，浏阳市还在全省范围内率
先使用四格净化，在三格化粪池外另建净化
池（人工湿地），通过在人工湿地填埋陶料、
栽种美人蕉、菖蒲等吸附力强的植物，实现
水质去营养化。浏阳市爱卫办主任罗永昌介
绍， 凡是建设三格化粪池的一律不留溢粪
口，要留溢粪口的必须建设四格化粪池。

据介绍，旱厕改水厕后，可以带来四个
方面的效益。 首先是健康效益。 可有效消除
粪便污染，减少肠道疾病、寄生虫疾病传播。
其次是经济效益。健康水平提升使医药费支
出减少；提供优质高效有机肥，提高农作物
的产量。 第三是环境效益。 可降低臭气浓度
80%、降低苍蝇密度 96%、减轻水源污染。第
四是社会效益。 可有效增强群众卫生意识、
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 改善生活环境质
量、促进经济发展，安全的环境卫生还可提
高下一代人口质量。

“厕所革命”所带来的民生福祉，正通过
家家户户的切身体验反映出来。

浏阳市民黄先生以前带女儿回乡下老
家，女儿最怕上厕所。“现在越来越多亲戚家
里的厕所改成了水厕，女儿也更愿意到乡下
玩了。 ”黄先生说：“‘厕所革命’让乡村生活
更美好！ ”

“厕所革命”，让乡村环境更宜居。“改厕
之后，包括水环境在内的乡村人居环境很受
益。 ”袁亮说，随着改厕的完成，境内水质变
好了，经检测粪大肠菌群明显下降，“如今在
沿溪镇，河边上钓鱼的人也多起来了。”洞阳
镇美丽乡村办主任陆遥也说，“厕所革命”在
实现粪便无害化处理、排放的同时，切实改
善了乡村卫生面貌，提高了群众的生活质量
和健康水平。

“方便”非小事，小厕所折射大民生。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坚持不懈推进“厕所革命”，把它作为乡村振兴
战略的一项具体工作来推进，努力补齐影响群众生活品质的短板。 今年初，浏阳市启动 2018年十件民生实事，其
中之一就是“厕所革命”———将农村旱厕全部改造为冲水式无害化卫生厕所。截至 11月 19日，全市完成农户旱厕
改造 15546座，超额完成年初定下的任务量，实现“旱厕清零”，成为湖南省首个消灭旱厕的县（市）———

“方便”更方便，生活更美好
———浏阳市在全省率先实现“旱厕清零”回眸

“这个是三格化粪池，把第三格盖
子揭开，这里面的水直接就可以浇菜园
了。 ”

“公共厕所改造完成后，不能就放
在那里不管， 要让它起到实际用途，要
按时进行卫生打扫。 ”

……
浏阳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

室“厕所革命”督查指导组走进农户家
中，查看农户旱厕改造情况，对新建的
化粪池进行验收； 走进各农村集镇、集
贸市场等农村公共场所，对公共旱厕改
造情况进行检查……

每个月，浏阳市城管局六位党委班
子成员都会分批次去到全市各乡镇（街
道 ）分片联点指导 ，实地巡查 “厕所革
命”施工现场，指导现场施工，督查改厕
工作的进度和质量。

“2018—17—19”位于集里街道新
建不久的一个化粪池水泥盖上，刻着这
样一串阿拉伯数字。 这串数字既不是建
成日期，也不是检修期限。

据介绍，“2018” 代表建设年份，中
间的“17”则是乡镇（街道）代码，“19”是
该化粪池的编号。 也就是说，每一座列
入浏阳市农村改厕项目的改造 （新建）
化粪池，都有一个专属“ID”。

给每个化粪池都编号，一方面可确
保每个化粪池的源头可查， 另一方面，
也可杜绝套用专项资金情况的发生。

“一个坑，两块砖；三尺墙，围
四边；捂鼻子，踮脚尖；蚊蝇飞，臭
熏天。 ”这是昔日农村旱厕的真实
写照， 不仅严重影响了农村的环
境卫生状况， 而且由蚊蝇传染的
疾病危害群众健康。

浏阳“厕所革命”的推进，正
是要消灭这种人居环境不文明、
不卫生状况。 基本做法，就是将旱
厕改造为水厕， 将原来的一格化
粪池改造为三格化粪池和四格化
粪池； 同时要求农户自行拆除废
除家中“一户多厕”中的旱厕。

前期地毯式摸底、 召开专题
会议调度工作、 对施工人员集中
培训、挨家挨户进行政策宣传、全
面督查整改……随着一系列措施
展开，“厕所革命” 在浏阳各乡镇
（街道）紧锣密鼓进行。

柏加镇迅速采取行动， 在全
市范围内率先实现“旱厕清零”；
普迹镇采取分队施工， 全面推进
的方式进行；为加快改厕进度，集
里街道采取了 5 支施工队同时施
工的方法……

“厕所革命”实施起来难度不小。 在永和
镇狮山村筀龙组，因为地理位置偏僻，地基较
硬不好开挖， 十几户村民一直用着脏臭的旱
厕。“拖拉机进不去，改用牛车沿着崎岖的道
路，最后再用人工担一段距离后，才能将施工
的工具和材料运输到户。”经过工作人员的不
懈努力，村民终于用上了无害化卫生厕所。

“为了确保质量，我们多次组织改厕施工
员进行培训并颁发培训合格证书， 全市一共
组织了 49 个施工队伍， 同时采取统一申报、
统一使用模具、统一技术施工、统一规范编号
的‘四统一’管理模式。”浏阳市城管局党委委
员、浏阳市爱卫办主任罗永昌介绍。

据相关政策，精准扶贫户、五保户、低保
户旱厕三格式无害化卫生厕所改造费用全部
由政府补助，这类农户一分钱都不用出；其他
农户的三格式无害化卫生厕所每座补助 900
元，四格化粪池每座补助 1300 元。

“不仅有施工队免费上门改造厕所，镇上
的干部还自己出钱帮我买了几根大管子。”看
到昔日又脏又臭的旱厕很快就免费改造成了
冲水厕所， 柏加镇双源村的五保老人李定根
十分高兴。

“来了四个工人，前后用了大概六天的时
间， 材料他们自己运过来， 施工也不用我出
力。”家住集里街道唐家园村中心组横桥片的
居民赖文波说：“要为‘厕所革命’点赞！ ”

王文隆 黎 艳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厕所革命”
的重要指示，全面提升城乡厕所建管水平，提
高群众生活品质，浏阳市自加压力，将“旱厕
清零”纳入 2018 年十件民生实事。 浏阳市委
主要负责人说，“我们将其作为推动乡村振
兴、树立文明新风的重要发力点，将其作为基
础工程、文明工程、民生工程来抓。 ”

年初，浏阳市通过层层摸底和建档立卡，
发现全市还有农户旱厕 15166 座，这个数据
就成为全年“旱厕清零”的目标任务。 该市自
今年 3 月底启动实施“厕所革命”以来，从城
区到农村全面迅速推进，8 个月毕其功于一
役。目前，最后一批改造的旱厕验收工作也已
收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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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蝶变： 生活更美好，环境更宜居

每座化粪池都有一个专属“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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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阳“厕所革命”的推进过程，也是农村居
民生活习惯、健康理念革新的过程。

“上了一辈子这样的厕所，习惯了。 ”“我就
不改，我喜欢。 ”在改厕的过程中，工作人员常常
听到这样的话语。

“虽然过去农村旱厕不仅脏乱差，而且卫生
隐患也大。 但仍有村民觉得旱厕将就也能用，而
改厕需要重新挖，过于麻烦。 ”沿溪镇相关负责
人介绍，该镇今年“厕所革命”中改造 1251 座旱
厕， 数量全市第一，“一个村的改厕量就要超过
一些乡镇全部任务量，推动‘厕所革命’做了大
量工作，其中艰辛只有自己清楚。 ”

在沿溪镇，“厕所革命” 虽然全部由政府出
资补助，但刚开始推行时并不顺利，有的农户就
是不同意改。“不同意的多半是年纪偏大一些的
人，因为习惯难以转变，我们就多去做他们家中
年轻人的工作。 ” 沿溪镇爱卫办主任袁亮发现，
村里的年轻人一般都乐于接受。

该镇沙龙村一户姓罗的村民， 开始很不配
合。 袁亮与村干部一道上门做了不少工作，“经常
去，只要他在家就去跟他说说。 为改厕所这事，跟
他成了熟人。 ”当发现他儿子还没有成家，袁亮找
到突破口：“如果你儿子带女朋友回来，你家这么
臭的厕所，会不会把人家吓跑？ ”这是老罗最担心
的。 不久，眼看周边邻居的旱厕一家家都改了，他
主动找到施工队：“还是帮我家改一下吧。 ”

洞阳镇洞阳村老屋片江边组村民苏文凯对

改厕开始也是极不配合。 村里“厕所革命”工作
负责人邓国艳多次上门讲解政策， 苦口婆心向
其解释厕所改造的好处，无果。 最后，通过联系
他女婿进行配合引导，这才做通工作，同意进行
厕所改造。 改厕完成后，苏家之前臭气熏天、粪
便横流的旱厕，变成了干净整洁的冲水厕所，不
仅仅提高了如厕的舒适度， 也改善了家庭环境
卫生。 明显感受到前后变化的老苏，对工作人员
的辛勤付出连连称赞。

效果是最好的广告。 各乡镇（街道）以点带
面，一般是先行改造几户旱厕，渐渐地形成邻里
互动。“我们还发动青年志愿者的力量，在全镇
各村塑造‘要想不得病，厕所要革命’的氛围，让
改厕观念深入人心。 慢慢地，群众的思想观念从

‘要我改厕所’转变为‘我要改厕所’。 ” 袁亮由
此也感到，改厕一小步，其实是文明一大步。

观念革新： 从“要我改厕”，到“我要改厕”

▲集里街道唐家园村羊古组村
民李继甫在用改厕后的肥水浇菜。

新修的三格化粪池。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由浏阳市城管局、爱卫办提供）

▲四格化粪池，比三格化粪池
多了旁边的“人工湿地”。

▲ 沿 溪
镇沙龙村蝴
蝶小区环境
宜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