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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片 本报记者 刘雅菲 于悦
孙业文

顺着指示牌
却找不到公厕

位于经十路市立五院东侧的
槐苑广场，一直是周围市民休闲
健身的好去处，但这里的居民反
映，公园里的公厕一直没有开放，
变成了公园环卫工和保安的更衣
室。“广场上人流量这么大，人有
三急，既然有厕所为什么不向老
百姓开放呢？”市民陈先生感到十
分费解。

近日，记者来到槐苑广场，在
东侧的北小辛庄西路就看到了

“公厕前方150米”的标志，广场内
也不断出现指明公厕方向的标志
牌，但当顺着这些路牌来到广场
东北角的位置时，只看到一座新
建好的二层小楼，一楼的门都关
闭着，并没有公厕的踪影。记者询
问在此巡逻的一位保安，他只称，
这里的厕所不能使用，具体原因
自己也不清楚，建议去旁边的超
市内上厕所。

据了解，槐苑广场由于设施
老旧，在去年5月到11月间进行了
改造提升，增加绿地面积，重点对
广场东南角和东北角的建筑加以
修缮、装饰，让其内部具有管理用
房及公厕等功能。如今的二层小
楼位置正是在拆除原来的建筑后
重建的。虽然整个广场活动环境
提升了，但重要的公厕功能没有
开放，给市民带来很多不便。

在济南动物园对面的“五一”
广场上也存在如厕难的问题。在
广场入口处的标志牌上分明画出
了厕所的位置，记者来到公园西
北角时，只看到几间没有任何标
志的旧平房，有的锁着门，有的里
面堆着杂物，还有人住在里面。

据在广场休闲的几位老人
称，虽然按照标志牌是这里没错，
但从来没当厕所用过。“东北角工
人文化宫里面倒是有厕所，但人
家是单位内部的，一般也不让外
人进去，实在憋不住就去旁边的
商场解决。”

市区有的公厕
竟然还在收费

在2008年以前，济南的许多
公厕都是收费的，给市民和外地
游客带来许多不便，因此政府部
门下发了《关于城区固定公厕实
行免费开放的实施意见》，规定自
2008年2月1日起，济南市内固定
公厕全部免费开放，并逐步实现
了移动公厕的免费开放，如发现
市内仍有收费的固定公厕，可向
物价部门举报。

但记者调查发现，如今济南
仍然有收费的公厕存在。在天桥
区联四路明园小区南门的路北
处，就存在这样一处收费厕所。厕
所是一座平房，路边竖着手写的

“收费5角”的牌子。门前还有另一
座小房子当收费处，里面坐着两
个收费人员。当记者问公厕为什
么收费时，她们只称这是属于个
人所有的厕所。

“既然是建在路边的公厕，不
就应该免费开放吗？现在哪还有
属于个人的公厕？”住在明园小区
的张先生说，他每次在家门口看
到这个收费厕所都觉得“很不顺
眼”，向有关单位投诉多次都没有
得到合理解释和解决。

市民舒先生反映，在市中区
南部的郎茂山路上找不到一座公
厕，给周围行人造成很大不便。

“在路的北头建设路大桥有一处，
往南好几公里很长的路段都没有
公厕。在这里居住和上下班的人
也不少，就算建一个可移动的公
厕也行啊。”舒先生说。

人多厕少，会引发排队的困
扰。洪楼广场的公厕排队上厕所
现象就很普遍，附近商铺工作人
员对此见怪不怪：“人多，厕所不
好上，很正常。”当记者问及附近
还有没有其他公厕的时候，一位
女士热情地指向不远处的超市，
称那里面有厕所。

长期无人打扫
公厕恶臭难闻

公厕本是为了方便市民的，

然而如果长期无人打扫，“方便”
之地反而变得不方便了。市民刘
女士向记者反映，山大路260-1号
有一处公厕，因长期无人打扫和
维护，如今是恶臭难闻，用她的话
讲就是在公厕内“方便”时大气不
敢喘。

山大路260-1号公厕位于一
处开放式小区内，与山大路仅有
一墙之隔，离厕所五六米时，就能
闻到一股臭味。走进男厕和女厕
之间的走廊，掩鼻也无法遮挡空
气中弥漫的难闻臭味，女厕所的
门已经丢失，挂着一张布帘子，走
廊地面非常污浊，堆满了塑料布
和化工原料。

与走廊的场景相比，厕所里
的情景更是“惨不忍睹”：地面上

到处是尿液晾干之后留下的痕
迹，小便池里结了蜘蛛网，随处可
见烟头、矿泉水瓶、卫生纸等垃
圾，一些排泄物挂在大便池的外
面，厕所里的味道令人作呕。

“真没想到，济南还有这么
脏的公厕，我每天从这儿经过
都被熏得受不了，太有损城市
形象了。”刘女士称，这所公厕
长期没有人打扫，不仅又脏又
臭，而且蚊蝇满天，都快成了一
个没有水冲刷粪便的旱厕了，
实在让人受不了。

小区居民刘先生表示，这
处公厕建了有五六年，原本只
是供小区里人如厕，刚开始还
有小区的人义务打扫，可是苦
于周边没有其他公厕，外面商
铺的人、附近打工的农民工，甚
至出租车和公交车司机都进来
上厕所，弄得公厕越来越脏，后
来就没有人清扫打理了。

厕所没了隔板
如厕好不尴尬

山大路260-1号公厕除了
脏乱恶臭外，还存在设施破坏
严重问题。公厕走廊的尽头设
置了两处洗手池，靠近男厕的
洗手池上的水龙头已经丢失，
并且也找不到供水管线。靠近
女厕的洗手池尽管设施完全，
但是却没有通水，也就是说市
民上完厕所找不到洗手的地
方。除此之外，男厕里面的小便

池也全部没有通水，女厕里隔
板全部被破坏，盖在小便池上。

“隔断都被拆了，上厕所多
尴尬啊。”居民王女士称，破坏
公物的行为虽然可恨，可是现
在连个维修的部门也找不到，
厕所本来是一个让人方便的地
方，现在却变成了一个让人尴
尬的地方。“现在女厕连个门都
没有，也不奢望有人能把隔断
修好了。”王女士称。

4日中午，记者来到英雄山
胜利广场西侧的一处公厕。从
外观看上去，卫生还不错，但是
据刘女士称，女厕所的五个隔
间，有三个隔间的门是坏的。而
且涮拖把的位置设在女厕所一
进门处，今年3月份，当刘女士
在这里上厕所时，一位男性工
作人员进入女厕所里涮拖把。

“虽然有隔间，这位工作人员看
不到隔间里面的情况，但毕竟
门是坏的，女厕所里有个男人，
让人心里十分不舒服。”

在经二路济南市中级人民
法院西侧路南，有一处木质的
公共厕所，四间厕所均是男女
混用。记者拉开最西侧厕所的
门，发现有粪便没有冲，而且地
上也都是水渍和尿渍。在东侧
的第二间，一位女士出来的时
候说，“这个门坏了，你要是用
的话得用手拉着点。”记者注意
到，这个门原本的门锁坏了，后
来安装了插销，插销目前也已
经损坏，导致门关不上。

即便有公厕，也不是随
时都能用。市民刘先生家住
纬六路高架桥附近，前几天
他晚上出门遛弯儿，走着走
着有点内急，想起济南疾控
中心西侧有两间公厕，急忙
往公厕那边赶过去。到了一
拉门，门是关着的，这下刘先
生心里凉了半截。“想上厕所
的时候一般都是很急的，本
来到了公厕门口就觉得放松
了，却关着门，让人格外难
受。”

没办法，刘先生只好找
了个僻静的角落就地解决
了内急。“咱也不是不讲文
明，可这时候也顾不上文明
不文明了。”刘先生说，既
然有了公共厕所，那就应该
24小时对市民开放，“晚上
可以没有维护人员，白天再
清理就是了，但是不开放就
不对了。”

市民李女士也有着同样
的看法：“到了夜里，商场、饭
店都关门了，就更需要公共
厕所了。”李女士说，“济南不
是一直说夜生活不丰富吗？

要想让市民夜里出门消费，
就得先把夜间的这些配套服
务跟上。”

与刘先生和李女士相
比，市民陈先生的要求并不
高，“我希望这些公共厕所能
够按照约定时间开放就可以
了。”陈先生说，不久前的一
天晚上9点多，他走在回家的
路上，突然内急想上厕所。

“正好工业北路幸福柳广场
西南角就有一个，我知道这
边晚上10点关门，一看时间
还能赶得上。”可当陈先生赶
到这处公厕时，卷帘门已经
落下了。陈先生说，当时也就
9点20分左右，而公厕门口的
公示牌上写着关门时间是
22:00。失望之余，陈先生骑上
车就往家跑，心中不免有被

“忽悠”的感觉。
近日，记者探访了历山

路解放路交叉口、洪家楼广
场西侧等多处公厕，其中大
多数门口都明确标示了开放
时间，多为10月1日至次年4
月30日6:00至22:00，5月1日至
9月30日5:30至22:30。

济南变美了，这是每一位市民的共同感受。随着近年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拆违拆临、治霾治堵攻坚行动的开
展，济南的城乡环境变得更加亮丽宜居。但是济南并未就此止步。目前，城市提升工程正在全市展开。

即日起，本报推出系列报道，探寻在城市整体环境和品质方面，市民还有哪些更高的期待。同相关部门一同倾
听市民呼声，让城市管理更精细、城市环境更优美、市民生活更幸福。

“小厕所、大形象。”山东省委常委、济南市委书记王忠林曾经这样形容公厕对于城市形象的重要性。本报城市
提升系列报道的第一篇，就将视角聚焦在这里。

内急如厕却发现关门了

公公厕厕开开放放不不守守时时给给市市民民添添麻麻烦烦

葛相关链接

公共厕所不仅是城市的
“大形象”，也是事关市民生
活的“大民生”。生活当中，您
在使用公厕的时候遇到过哪
些问题？您认为哪个公厕还
需要提升？欢迎打电话来告

诉我们，同相关部门一起推
动济南公厕的提升。电话号
码：0531-85196734、85193806、
85193414。

本报记者 刘雅菲 于
悦 孙业文

公公厕厕还还有有哪哪些些问问题题，，请请告告诉诉我我们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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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要要么么脏脏臭臭要要么么损损坏坏
““方方便便之之处处””不不方方便便

本报记者调查约20处公厕，部分亟待改进

公厕，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城市角落，却是城市管理水平最直接的体现。厕所的提
升不仅可以为市民带来更加干净的出行环境，还可以提升城市的旅游品质，从而提升
城市形象。近年来，随着公厕免费、“公厕联盟”等工作的推行，市民、游客如厕已经方便
许多，但离市民的要求还有不小的差距。日前，记者分多路探访济南近二十处公厕，看
济南的“公厕”还需如何革命。城城市市提提升升攻攻坚坚战战

经二路上一处公厕，外观很漂亮，但是里面卫生情况却不咋样。

天桥区

稻香小区楼下

一处厕所，脏臭

难闻。

▲天桥区

明园小区旁的

公 厕 还 在 收

费，每次5角。

6日22:07，经八路上一处公厕管理员正在打扫卫生。济南大多数公厕夏

季关门时间是22:30，让夜间如厕的市民感到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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