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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和人

只要肯努力一定会实现价值

人物：

王凤丽

，天河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环卫三所环卫工

2019 年 12 月 26 日，在“礼赞新中

国，奋进新时代”广州千场大宣讲林和

街专场活动中， 天河区城市管理和综

合执法局环卫三所的王凤丽以《努力

的价值》 为题分享了她在环卫岗位上

奋斗的故事。 从事环卫工作 30 年，她

发扬“宁愿一人脏，换来万人洁”的奉

献精神，扎实履行“城市美容师”的职

责。

本想参军入伍的她，18岁就成

为环卫工人

30 年前，王凤丽 18 岁，她从河南

老家一路南下来到广州寻梦， 本想参

军入伍的她成了一名环卫工人， 而且

一做就是 30 年。“正如你们所说，‘理

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这并不代表

现实一直‘很骨感’，恰恰相反，我这 30

年，过得‘很丰满’。 ”她这样说。

王凤丽回忆，30 年前南下打工的

年轻女孩，不是进了鞋厂，就是进了电

子厂， 而拿着扫把扫大街的， 不是阿

姨，就是大妈。“可是当时，我到广州 20

多天了，工作仍然没有着落。 一听环卫

局招人，我就硬着头皮去了。 ” 王凤丽

最初的“地盘”是广州大道和广州大桥

片区， 每天早上 3 点半起床，4 左右出

门 5 点到岗作业，从早到晚，至少要清

扫四遍。 结果上班第一周，王凤丽的手

上就长满了血泡。 一起扫地的阿姨们

都说她坚持不了一个月就会走人。 可

是王凤丽并没有放弃，很快，她的手掌

就磨出了厚厚的老茧， 皮肤也晒成了

古铜色。

王凤丽坦言：“如果我告诉你说，

我从一开始就爱上了环卫工人这个职

业，那肯定是假话。 ”当时的她，满心的

无奈和委屈， 因为别的女孩子都可以

穿高跟鞋、漂亮衣服，脸上化着精致的

妆， 而她整天穿着运动鞋， 与扫把为

伍， 垃圾为伴， 每天还要趴在地上拔

石头缝里的杂草、 清死角位的烟头。

夏天时， 从滚烫的柏油路面蒸腾而起

的热气， 会穿过鞋底涌遍全身， 一双

脚被蚂蚁和虫子咬得都是包……“所

以那时候， 我每天上班都是大草帽、

大口罩， 全副武装， 生怕别人认出我

来。 ”王凤丽说。

被家人误解，憋出一股“扫大

街”的干劲来

母亲听说王凤丽在广州扫大街时

又生气又难过，她告诉王凤丽，千万不

要告诉亲戚朋友，免得找不到男朋友，

王凤丽生性倔强，听了妈妈的话，她反

而心中憋出一股劲来：“我就扫大街

了！ 我还要扫出个名堂来！ ”

有一天清晨， 当她坐在刚刚清扫

干净的马路边， 看着在晨曦中渐渐苏

醒的城市，一个念头在她脑海里闪过：

“这个城市的美好， 也有我的一份功

劳！ ”

王凤丽说， 那一刻， 她突然意识

到，她已经爱上了环卫工人这个职业，

爱上了这份职业给她带来的简单的快

乐和成就感，也爱上了这个城市，爱上

了这个城市的清晨和黄昏， 爱上了这

个城市的生机与活力。 充满激情的王

凤丽开始自学电脑、会计，拿到了本科

文凭， 在环卫系统的运动会、 诗歌比

赛、歌唱比赛中崭露头角……她说，就

算做一辈子的环卫工人， 她也要做一

个有文化的环卫工人。

渐渐地，她的“地盘”从广州大道

扩展到天河路、黄埔大道、体育东路、

体育西路。 一年后，她升职做了班长；

又过了一年零八个月， 她被调到了会

计岗位；又过了五年，她获得了广州市

优秀城市美容师， 成了天河区环卫局

第一个入党的临时工；2014 年，在这个

城市努力奋斗了 25 年之后她当上了

环卫所所长；2016 年，做环卫工人的她

还当选为广州市十五届人大代表。 最

重要的是，她在广州组建了家庭，扎了

根，“我热爱这个城市，因为在这个城

市，只要你肯努力，一定会被看见，只

要你愿意奋斗，一定会有回报。 ” 王凤

丽说。

信息时报记者 王佳馨

每一次排爆成功都是从鬼门关回来

人物：

张国清

，广州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三大队排爆警察

“我是一名排爆警察， 名叫张国

清， 来自广州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

对我来说， 每一次排爆都意味着生死

考验， 每一次排爆成功就是一次从鬼

门关重回人间。” 2019 年 12 月 26 日，

在“礼赞新中国， 奋进新时代” 广州

千场大宣讲林和街专场活动中， 来自

广州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的排爆警

察张国清， 以 《死亡线上的逆行者》

为题， 讲述了一个又一个惊险的排爆

故事。

每次排爆处理都惊心动魄

张国清说，排爆工作哪怕是迈多了

一小步，剪错了一根线，按错了一个键，

付出的将是生命的代价， 对我来说，每

一次排爆都意味着走向死亡，每一次排

爆成功就是一次从鬼门关重回人间。 有

记者曾经采访过张国清的妻子, 问她最

怕的是什么？ 妻子不假思索地回答：“我

最怕接到他单位领导的电话，因为那意

味着排爆有可能出意外了。 ”

在宣讲会现场， 张国清回忆起

2010 年那个惊心动魄的一晚。 当时，

接到一名群众报警， 称家门口发现炸

弹， 张国清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了现场。

凌晨 1 点， 他正在排爆， 当距离炸弹

只有 1 米左右时， 炸弹内突然响起了

闹铃声……“在宁静、 漆黑的深夜里，

我只感到全身汗毛像钢钉一样根根直

立， 无法知道下一秒将会发生什么，

生与死就在一瞬之间。” 职业的本能让

张国清迅速冷静下来， 他一根线一根线地

仔细排查， 20 分钟后， 终于剪断了那

根关键的控制线， 炸弹被成功排除，

危机解除， 群众生命安全得以保障。

16年成功处置涉爆现场 270余次

从事排爆工作 16 年， 张国清成功

处置涉爆现场 270 余次， 完成重大活

动安检 3000 余场次。 很多人问他:“你

日复一日地排爆不怕吗?” 张国清回答

说:“我当然怕， 但是我是一名排爆警

察， 就必须时刻准备、 不怕牺牲， 把

平安留给千家万户。”

很多人会问张国清： “你日复一

日年复一年地排爆， 你不怕吗？” 张国

清说， “我当然怕！ 我怕妻子接到我

们领导的电话， 我怕不能陪伴孩子长

大， 我怕没有机会在父母跟前尽孝，

我不知道明天还能不能看到太阳的升

起， 下一次任务还会不会平安归来

……但我是一名排爆警察， 就必须时

刻准备、 不怕牺牲！”

张国清告诉记者， 我们从来没有

生活在和平的年代， 只是生活在一个

和平的国家， 岁月静好， 是因为有人

在替大家负重前行。 排爆警察就是这

群负重前行者， 他故事仅仅是排爆警

察许许多多故事中的小故事， 为了人

民群众的岁月静好， 他们用无限的忠

诚和信仰， 坚守着自己危险又平凡的

岗位， 他们用鲜血和生命， 为党和人

民筑起一道道铜墙铁壁。 “我们是死

亡线上的逆行者， 用生命守护生命，

我们无怨无悔！”

信息时报记者 王佳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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