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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修学，一位在管道疏通、污水排理岗位上兢兢业业、无私奉献的劳动工作者。在海口从事排水设施管养工作
近30年来，他先后被授予“优秀共产党员”、“十佳职业道德标兵”、“精神文明建设活动积极分子”、“全国‘五一’劳动
奖章”、“全国劳动模范”等16项荣誉称号，荣誉的背后，是汗水，是付出，更是信念和操守。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实习生 潘媚

海口市新港天桥旁老庙村的曲折小
道上，简陋的钢筋水泥楼房、老旧的低矮
石板房，拥挤在一起，墙角处可见斑斑青
苔，镌刻着岁月沧桑。

这里就是卢修学生活了大半辈子的
地方——几十年前，外婆留给他的老房
子，面积不过50余平方米，夹在巷道里
新旧不一高矮不同的建筑物间，略显得
有些寒酸，但生活其中的他时常面带微
笑，活得坦然。

“退休后清闲多了。不比以前，哪也
去不了，就怕随时会接到电话，哪里有下
水道堵了、井盖坏了，要赶紧去修，不敢
耽误啊。”今年60多岁的卢修学，身材消
瘦，头发花白，眼角和脸颊爬满了岁月的
痕迹，但他的精神依旧很好。谈起下水
管道排修工作，他会滔滔不绝，有分享不
完的故事和经验。

因为多年工作养成的习惯，他始终
闲不下来，退休后还常常跑到原单位，帮
以前的老同事干活，和年轻的排水工人
分享工作经验，哪怕只是聊聊天，他也总
觉得自己离工作岗位不远。有时候，他
一个人在街巷散步，发现有井盖损坏、下
水道堵塞，他会立刻掏出手机向排水所
汇报。采访时，他还笑着调侃：“排水所
的电话和警察110的报警电话一样，必
须24小时通畅。”

压在箱底的荣誉证书

穿过老庙村窄窄的小巷，靠近卢修
学家，爬满铁锈的院门一推开，映入眼帘
的是两笼靠墙堆放的铁笼，里面养着20
多只鸡、3只兔子和1只鸭，原本就不宽
裕的空间显得更拥挤了。“因为太闲了，
所以养些鸡呀、兔子什么的，有点儿事
做。”卢修学不好意思地笑着说道。

回忆往事，卢修学不愿多说荣誉，却
对如何修理排水管道的经验津津乐道。
在记者的一再要求和提醒下，他打开尘
封已久的铁箱，从铁箱里拿出了一包东
西，层层叠叠用纸包裹着的是一本本红
色的荣誉证书，“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全国劳动模范”等赫然在列，看着这些
荣誉证书，卢修学的动作变得缓慢起来，
往事一件件在心中浮起。

卢修学告诉记者，那是1998年，丘
海大道路段堵塞，附近一个冷冻厂院子
发生了严重积水。卢修学一队检修工作
到达现场后，将下水道井盖打开，一阵阵
浓烟滋滋地冒出来，还带着一股难闻刺
鼻的味道。“应该是产生了有毒气体了！”
其中一名队友说道。当下所有队员都有
点被吓到了，一时不知该怎么办。就在
这时，卢修学第一个憋气进入下水管道，
全程在地下核查了十余分钟，最后才发
现是施工沙包将管道堵塞住了。

不料，就在这时，在污水中的卢修学
突然眼前一片漆黑，找不到出口。情急
下，他努力睁开双眼，不停游动挣扎，喝
了好几口下水道的污水，终于在最后关
头看到了薄弱的光线，顺着光线才安全
爬上陆地。

死里逃生的卢修学上岸后仍不顾安
危，第一时间将下水管道情况告知队友，并
借来了潜水衣、氧气瓶，再次潜入污水，终
于将管道疏通。前来配合的消防官兵得知
卢修学在又深又脏的污水中潜了10多分
钟时，也不由得伸出了大拇指连声称赞。

“你是队长，你就得冲在最前线！带
头的不仅是技术上的指导，更多时候需
要为队友提供精神上的鼓舞，起到表率
作用！”卢修学回忆道。

卢修学的妻子说：“大概就是因为这
次作业，对地下沼气等有毒气体吸入后
不注意处理，为肺结核埋下了病根。”

摩托车买了不到7年就报废

以前，修排水管道的工人都是骑自
行车工作的。卢修学曾经也有一辆老牌
的自行车。后来，担任海口市排水所队
长后，为了提高作业效率，卢修学向公司
提出了购置摩托车的请求，上级领导批
示后提出一个方案：由公司购置3000元
的摩托车，工人出资一半，使用5年后，
车归工人个人所有。

方案一出，卢修学带头申请了一辆
摩托车，可是当时的月工资只有50多元
钱，1500元可是他几年的积蓄啊！

“当时没有办公室，每天就是在海口
各街道巡逻，发现堵塞问题就马上报马
上解决！骑摩托车大大提高了工作效
率！”卢修学说。

然而，由于卢修学工作跑动太勤，这

辆几乎花光他几年积蓄的摩托车骑了不
到7年就报废了。后来，公司终于配备了
解放牌的老式四轮汽车作为工作用车，并
且每月定额配备汽油，只是卢修学的油票
总是不够用，常常自己掏腰包加油。

“没办法，一跑多油票就用完了，可
是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卢修学说，当时
他每天都要奔赴好几个地点为管道疏
通，尤其暴雨台风天更是忙得不可开交，
最忙的时候差不多一天23个小时都是
在外面的，“以前工作的条件不像现在这
样好，设备也没有现在配备的这么齐全，
所以工作时要解决很多难题。”

家用的电动车是在他退休后才买
的，也是为了未退休的妻子上班方便，平
日里，他们两人都舍不得骑。

一份信念让他晚年生活安然

成天与垃圾、污水打交道的工作，在
旁人看来，似乎不那么体面，可是卢修学
一干就是几十年，并且每天都那么兢兢
业业，从不感觉低人一等，有时他还为自
己能够为海口的城市环境作出贡献而自
豪，他的妻子和女儿如今也都从事着污
水处理相关工作。

“工作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
之分，再脏再累的活，总得有人去干，如
果脏活累活都没人去干，怎么会有城市
的美景？”卢修学说，海南国际旅游岛建
设上升为国家战略后，他由衷地感到高
兴。他时常觉得，能够为城市疏通排水

管道贡献一己之力，工作很有价值！
记得有一年春节大年初一，早上4点

刚过，卢修学的电话突然响起来，原来某
个干道下水道堵塞、井盖损毁。接到电话
后，他二话不说，立即套上工作制服赶往
事故地点。可是当他赶到时，由于天还没
亮，公司没到上班时间，没有其他工友帮
忙，也拿不到作业工具，他只好在事故地
点等待，并且用手清理了许多垃圾。

退休后不久，卢修学就被确诊为肺
结核。虽然精神还不错，但他也慢慢察
觉到自己的体质确实不如从前了。卢修
学的妻子告诉记者，前两年病重时住院
治疗了好几次，这两年病情好转就不住
院了，都是自己在家服药控制病情。

采访中，记者还注意到，卢修学的左
脚大拇指比常人少了半截，于是好奇追问，
原来也是工作时留下的后遗症：由于每天
浸泡在污水中，受伤的脚趾发炎溃烂，最终
难以根治，只好动手术将溃烂的部分切
去。然而，卢修学对这一切都不以为意。

“如果说一个城市就是一棵生
长繁茂的大树，那么树有漂亮的枝
叶，也一定有扎入泥土的根系，如果
没有灰不溜秋的树根扎入土壤中汲
取 养 分 ，也 就 没 有 树 冠 的 葱 葱 郁
郁。”卢修学形象地比喻，椰城海口
是一个大家庭，每一根城市管道都
需要有人清理，排水工人虽然干着
不太起眼的工作，但很有意义，“弄
脏了身体可以清洗，但是心灵可以
很干净”！ （本报海口9月22日讯）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需要
每一个人都同卢修学一样具有爱岗敬
业、不惧困难的精神！”近日，在谈及海
口市排水管理所的卢修学的事迹时，海
南大学教授庞京城这样感慨道。

卢修学已经退休5年了，但原工作单
位里的老同事们仍对他的事迹赞不绝
口。在担任海口排水工人的时间里，他
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写出了“敬业”二字：

不论是在属于自己管辖区域的范围，还
是在突发事故的现场，卢修学带领团队
冲在一线的感人事迹，都让人不禁点赞。

“媒体应当加强宣传力度，使卢修
学的光荣事迹得到宣扬，以便后辈们加
以学习、效仿。”庞京城说，卢修学始终
以共产党员的标准时刻严格要求自己，
以为人民服务为人生的准则，哪里需要
他，他就往哪里去；在同事的眼里，他是
个“没有架子”的副所长，他是与队友同
吃住同干活的好大哥；在家人眼里，他
是一个不把苦痛轻言说出的男人，用自
己的责任和担当扛下一切。一直到今

日，卢修学的生活依旧清贫。“我认为，
应当给舍己为人、爱岗敬业的人们给予
物质与精神方面的双重鼓励，使中华传
统美德得到弘扬，让付出的人都能收获
小小的回报。”庞京城说。

尽管从事的工作整日与污水、粪
便、沼气等打交道，但卢修学从不后悔，
并将之视为自己的“终生事业”。

在庞京城看来，像卢修学一样尽忠
职守将平凡的工作做好其实就是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体现，“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不是一时的，它需要长期
的积累与沉淀”。庞京城说，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可以被划分为三个层面：个
人层面、社会层面以及国家层面。唯有
每一个人不断丰富和做好自己的“个人
层面”，才能得以升华至社会层面，最终
通过社会层面的不断积累上升到国家
层面，从而促进国家的进步和发展。“也
就是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体
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与工作中，需要每
一个人付诸行动，从自己做起，做好自
己分内的工作，构建和谐社会便是自然
而然的过程。”

本报记者 李佳飞 实习生 潘媚
（本报海口9月22日讯）

海南大学教授庞京城：

和谐社会呼唤爱岗敬业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实习生 潘媚

和卢修学一样，环卫工人邓育军也
是不一般的人。

今年7月18日，超强台风“威马逊”
袭击海南，海口大地满目疮痍，城市垃
圾清理清运的任务十分艰巨。面对此
情形，作为海口市琼山区环卫局清运队
主力，本该轮休的邓育军主动请缨，要
求加入垃圾清运突击队，并在垃圾清运
驾驶员工作岗位上加班加点，连续奋战
了6天。不幸于7月25日13时44分，
在开车倾倒垃圾作业的过程中，因车辆
发生意外车体后仰倾覆，因公殉职。

回顾邓育军生前的点点滴滴，人们
注意到，事实上他从事环卫工作的时间
并不长，2011年6月才加入琼山区环卫
局垃圾清运车队，但因其自始至终爱岗
敬业，工作勤勤恳恳，经常主动加班，对
同事也热心帮忙，因此，被同事们称为

“拼命三郎”。
生活中，邓育军待人友善，不计回

报肯吃苦。
据悉，琼山环卫局每年春节都会评

选“困难户”，评上“困难户”的职工可领
取现金和粮油等补助，这对家境贫困的
环卫工人们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
然而，要养育3个孩子、2个老人的邓育
军却主动要求将“因难户”的名额让给
其他人，他的妻子利友香也是琼山环卫
局清扫三队的环卫工人，虽然清贫，但
是他们希望靠自己的双手挣钱养家，把
补助的机会让给更需要的人。

也许，多数人都不愿意成天与垃
圾、污水等打交道，但是城市建设需要
排水工、环卫工人这样甘愿付出的人，
他们在自己平凡的工作岗位上默默付
出，用一己身脏，将城市建成舒适、美
丽、洁净的家园。

（本报海口9月22日讯）

在海南，有这样一
群勤劳、善良的人，吃苦
耐劳、爱岗敬业是他们
身上共同的特点。即使
在最辛苦最平凡的岗位
上，即使每天面对的是
又脏又累的工作，但他
们一样感觉自豪和有成
就感，永远兢兢业业、任
劳任怨。

像卢修学一样，平凡岗位上
的敬业者在海南不断涌现

爱岗敬业

构建美好家园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实习生 潘媚

钻下水道、疏通管道的工作一干就是近
30年，卢修学在排水工人心中的形象总是那
么栩栩如生、屹立不倒。现任海口市排水管
理所所长的韩强于1999年进入管理所工作，
与卢修学是好搭档兼好队友。谈及卢修学，
韩强赞不绝口，称“卢修学就是我们排水工人
的一面旗帜”！

“卢修学的群众基础非常好！没退休前，
他勤劳、肯吃苦在所里真是出了名的，遇到险
况总是身先士卒。平时从不待在办公室，永
远是在一线抢着干。”韩强告诉记者，无论任
何时候，只要有险情，卢修学总是冲在最前
线，毫无领导架子，与队友同吃苦同进退，将
为市民创造美好生活视作自己的使命。

“2005年特大台风‘达维’造成了很多路
段积水，下水道堵塞。卢修学连续奋战24小
时，不眠不休，还差点被广告牌砸中，他的精神
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学习！”韩强说，卢修学现
在虽然退休了，但仍坚持回所里看看，心心念
念着这个岗位上的后辈们有没有需要指教和
帮忙的地方，起到老前辈的“传帮带”作用。

2000年，卢修学因为获得“全国劳动模
范”前往北京领奖。谁知就在这个时候，南海
大道的下水道出现了严重堵塞。由于缺乏像
卢修学这样有经验的工人，问题一时得不到
解决。卢修学在北京听说后，第一时间赶回
海南，直奔排水现场，最终问题迎刃而解。

“很难得见到这么一个有资历又凡事冲
前线没架子的领导，卢修学真是值得每一个
后辈学习的典范！”韩强多次这样感慨。

1996年3月份，现任海口市排水管理所
副所长黎军加入了当时的排水队，并与卢修
学共事过。谈及排水管理事业，黎军说道，排
水管理所内各个都是爱岗敬业的好青年，最
为突出而又不可否认当属卢修学。

“每次排污水修管道都少不了卢修学，他
总是脏活累活抢着干。”黎军说，“干一行爱一
行”这句话是卢修学经常对所里的队友们说
的，他退休了仍不闲着，常回来所里给后辈们
传授技术和经验，因为受到这种工作态度的
熏陶，排水所工人们如今仍个个鼓足干劲，勤
劳肯干。

（本报海口9月22日讯）

工友眼中的卢修学：

他是排水工人
的一面旗帜

每天与垃圾、污水打交道，一干就是几十年，卢修学以自己能为海口的城市
环境作出贡献而自豪

甘做城市的“树根”

@钱晓阳：支持，正所谓“我不入地狱谁
入地狱”，平凡岗位做不平凡的事，不怕流汗
不辞辛劳，这样价值观的人几乎绝种了。

@曉莉曉莉：只要不是为了工作而忽视
家人，从事任何一份正当的职业都值得尊重。

@丽卷毛：卢修学的坚持是我最为看中
的一点，坚持不容易，将一份工作坚持将近三
十年更不容易。卢修学不仅用他自己对工作
的坚持赢来了人们对他的尊重，而且也从工
作中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雨中禾：敬的是他的敬业，赞的是他
的坚持。能把一件平凡的事干得不平凡得多
少心血和汗水的付出，社会需要这样的人，时
代需要这样的精神！

@nkz330：支持！工作本无高低贵贱之
分，自己喜欢就行。

@qianniuniu：这就是最基层的可爱的
人！

@china红树林：说实话，真的让我做这
样的工作，我会犹豫。因为这样的工作是又
脏又累。假若我是他的家人、朋友，在他最初
选择这项工作时肯定会反对他，开导他。但
读完英模的事迹，我感动了。他说的话都很
朴实，却掷地有声。为这样的楷模点赞，向他
学习！

@杨沐沐卷啊卷：城市里的隐形美容
师，他是劳动的楷模。下水道排水又脏又
累，但是他为了这座美丽的小岛，不辞辛苦
地奔波在下水道里。30年来的风风雨雨，他
并不平凡，值得我们尊敬。点赞海南，卢修
学好样哒！

邓育军（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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