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立峰

北京地杰机扫保洁服务中
心车队队长

连续三届获评西城环卫职
工职业技能比赛的“技术状元”

国庆 70 周年阅兵当天，他
登上了天安门观礼台

正式阅兵前，环卫
机扫车出来的那一刻，
我真特激动

我们的工作就是
开车 、修车 、扫马路 ，
平时干的时候不觉得
什么，到了这个场合，
我感觉我们的工作太
重要了！

群众游行的“美好
生活”方阵走过广场
时，王立峰看到了穿着
环卫制服的同行们 ，
“感觉来北京打工这么
多年，给首都做的工作
得到了认可。”

登 上 国 庆 观 礼 台 的 环 卫 工
一位河北进京务工农民的光荣与梦想

本报记者张典标

63 岁的肖莲确实显年轻。出门遛弯，一副淡
妆，挺胸收腹间，赚了不少回头率。听见有人夸女
儿， 86 岁的老母亲梁秀英总会有意无意补充道：
“国庆的时候，她还上天安门广场走模特呢。”

梁秀英听广播里说，国庆游行要拍成电影，能
在好多个国家放。她更高兴了，“能有更多的人看
到我女儿了”。

今年 10 月 1 日，天安门广场的国庆群众游行队
伍中，“美好生活”方阵的老年模特队神采奕奕，
模特队队员穿着浅黄色旗袍，迈着模特步，让人眼
前一亮。

她们中有 6 名来自北京市昌平区霍营街道和谐
家园社区模特队，肖莲就是其中一员。

最初，连她们自己也觉得，“这么大岁数了，
还能赶上这样的大事？国庆游行有我们的份儿？要
找也找大学生啊”。

“别叫大妈，叫姐姐”

她们拉起这支模特队的“初心”，只是让晚年
生活更丰富一点，自己也“臭美”一下。

肖莲说，2017 年 10 月，模特队穿旗袍上北京奥
林匹克公园走了一遭，十几个人依次走过一座木桥，
宛如一片彩霞，“把周围都照亮了”，一群人追着他们
拍照、录像。那时候，模特队成立才 3 个月。

之前，不少队员的日子过得像乌云密布的
天空。

因为儿子的糟心事，参加模特队之前，肖莲一
度抑郁。在家的时候，既不愿意拉开窗帘，也不愿
意开灯，“感觉天都是灰色的”。

63 岁的邢晓玲， 2012 年从河北任丘来北
京，又带孙子又做饭。老公不在身边，“有气
也没地方撒”，她觉得被圈进笼子里了，甚至
憋出了肠胃病。

“小区里很多大妈退休后，就是带孩子，觉得
生活枯燥，人也没精神。”和谐家园社区党支部书
记刘艳芳说，“不少人还赶上更年期，今儿这疼，

明儿那疼，老和家里人较劲”。
但是，带孩子的老人凑在一起聊天总是很热

闹。刘艳芳发现其中有不少高个子的女党员，
2017 年 7 月，她提议成立一支老年模特队，马上
有不少人响应。

走模特步得穿高跟鞋，不少队员退休前，要么
没穿过，要么十多年没穿了。

社区里缺平地，队员们只能在居委会的楼道里
练。不到 20 平方米的地方，人一多就显得挤。夏

天这里闷，走一会儿就大汗淋漓。到冬天，过堂风
吹得人直哆嗦，高跟鞋露脚面，穿厚袜子也不
管用。

邢晓玲说，最开始只能扶着墙走，还崴了好几
次脚。好不容易走路不晃了，真走模特步的时候，
又顺拐了。终于能正常走了，老师又要求动作协
调，能跟着音乐踩点，踩点还得分轻重。

“我们身体硬得很，就像根竹竿。”邢晓玲
说，“光是练柔软就费了不少时间”。

说起来，邢晓玲是在模特队里“学会化妆
和穿着的”。现在队员们不化点淡妆不出门，
颜色暗的衣服不穿。模特队队长王瑾纯说：
“走模特步不是单练步子，还要提升仪容仪表
等各方面气质。”

为了走好模特步，邢晓玲每天早上 5 点起
床，走着模特步遛弯，甚至等公交时，还要保持
挺胸收腹松肩。

参加模特队，队员的家人也特别支持，还给
买了不少化妆品和新衣裳。

“能不支持吗？不在家里‘闹腾’了，回家
还抢着做家务。”王瑾纯说，“队员们气质也大
变样，儿媳妇、女婿都说，这小老太太真洋
气”。

王瑾纯不出门的时候，儿子还问：“妈，今
天怎么没去练模特步？”

有一次，邢晓玲和在老家的老公视频通话，老
公发现媳妇大变样：“变好看了，继续这样整。”

“练了模特步，确实显年轻”，队员都不愿
被喊大妈，更乐意被喊姐姐，就连小区里的娃娃
见了她们，也不喊奶奶，喊阿姨。

“出名的烦恼”来了

2018 年初，模特队上了街道春晚，没多久
又登上区里的舞台。几次亮相，模特队名气大
了，一些队员开始沾沾自喜，“出名的烦恼”也
来了。

很快，当时的模特队教练刘月就和当时的模
特队队长杨星起了冲突。

刘月从前进过模特队，志愿来帮忙。杨星有
舞蹈底子，嫌教练教的动作不美。

刘月“要求往东”，杨星“偏要往西”，两
人当场吵起来。杨星打算拉几个人，“重起炉灶
另开张”，模特队眼看着就要散伙。

模特队队员来自“五湖四海”：有成立时的
元老，也有刚加入的新人；有退休前是舞蹈团
的，也有来自合唱团的；有当过公司高管的，也
有当过普通工人的…… （下转 12 版）

盛 世 盛 典 中 的 老 年 模 特 队
踏着模特步走过天安门的别样“夕阳红”

▲国庆群众游行队伍中的老年模特队队员。 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 2019 年 11 月 3 日，王立峰在检查环卫车辆的液压系统。 本报记者尹平平摄

■老年模特队

这是来自北京市昌平区霍
营街道和谐家园社区的老年模
特队

今年天安门广场的国庆群
众游行队伍中，“美好生活”方
阵的老年模特队成为一道亮丽
的风景线。其中，有 6 名就来自
于和谐家园社区老年模特队

最初，连她们自己
也觉得，“这么大岁数
了，还能赶上这样的大
事？国庆游行有我们的
份儿？要找也找大学
生啊”

“姐姐们”训练确
实拼。大太阳底下，正
步走训练、十公里体能
训练 ，这些“姐姐们”

没掉链子

“姐姐们”说：“教
练越忙，越说明更多人
老有所乐了。”

本报记者尹平平

国庆 70 周年阅兵马上就要开始了。
站在天安门观礼台上，王立峰踮起脚、伸着脖

子使劲向东长安街望去。
他真没想到，最先经过天安门的，既不是三军仪

仗队，也不是新型武器的方队，而是 11 辆环卫机扫
车——在阅兵正式开始前，把长安街再清扫一遍。

这是王立峰再熟悉不过的场景了。开车扫马
路，是他和同事们干了二十几年的工作。

在盛世庆典的庄严时刻，这些缓缓驶来的机扫
车，让他内心激动不已，颇有自己队伍最先接受检
阅的自豪感。

“你别看它们开那么慢，每辆车都有两个发动
机……”他向每一辆驶过的环卫车行注目礼后，忍
不住跟身边的观礼代表，介绍起环卫机扫车的各种
功能来。

国庆盛典已过去两个多月了，王立峰回忆当时
的场景，心里仍有一种东西冲撞得很。

“去现场看阅兵，跟在家看电视真不一样。尤
其一起唱国歌时，感觉浑身都是力量！特别那个什
么……”回家跟妻子曹福燕讲起天安门现场观礼的
感受，王立峰有些语无伦次。

“就是激动得想哭，还不好意思直说啦？”妻
子笑他嘴笨，“你多跟儿子说说，别看咱住这地方
挺憋屈，爸爸工作干得好，照样能上国庆观礼台看
阅兵……”

从菜户营桥下到国庆观礼台上

王立峰的家，住在北京二环菜户营桥附近。所
谓的家，就是一个简易活动板房。里面只有十平方
米左右的空间，床就占了一半。除了冰箱和一套儿
童书桌椅，再没什么像样的家具了。

这种活动板房隔音性差，附近立交桥上呼啸而
过的车流声，始终萦绕于耳。这是王立峰家的日常
生活背景音乐。为了能离单位近点、再近点，便于
一旦工作有需要，就能尽快赶到现场，已成为他选
择住处的条件之一。

用蜗居来形容王立峰的家，一点也不为过。即
使这样的住处，若是没有单位帮助，也不是轻易能
解决的。

“没觉得吵，早就习惯了。”王立峰说起来很
知足。今年，是他来北京当环卫工人的第 21 个年
头，这已经是他住过最好的家了。

王立峰上班的地方就在菜户营桥下，一个停放
环卫机扫车和水车的院子。北京地杰机扫保洁服务
中心（下简称“地杰中心”）的部分环卫作业车就
停在这里。

不仅菜户营桥下，还有紫竹桥下、鼓楼桥
下……地杰中心 110 多辆环卫作业车，都停放在这
些立交桥下。

王立峰是车队队长，负责车辆维修和保养。他
干活既不在屋里，也不在车里，而是在车底下。王
立峰人虽瘦，手指却很粗，总难免有油污。

记者跟随王立峰采访一上午，眼见他不停钻到
一辆辆环卫作业车下面，挨个摸查水管有没有排
净。隆冬的北京，水管里残留的水，到了夜里就会

结冰，把水管冻裂，所以一滴都不能剩。
如今的环卫工人，早已不像人们印象中的那

样，扛着大扫帚、背着铁背篓扫大街。大多城市主
干道路的保洁，主要靠环卫工人驾驶各种机扫车、
水车等环卫车辆来完成。

“我们干活，都是干在人家看不见的地方。”
王立峰所在的地杰中心，负责整个北京市西城区主
要道路夜间机械洗地和冲刷作业，同时承担冬季扫
雪铲冰任务。

每当夜幕降临，人们钻进温暖的被窝准备睡觉
时，地杰中心的环卫工人们却上班了，一遍遍开车
冲洗马路。天气预报，说未来几天要降雪。一旦赶
上下雪，他们就要抢在凌晨三四点前，把路上的冰
雪清干净，保证市民当天的出行安全。

环卫作业车属于特种车辆，维修和保养内容复
杂又细碎。不光车型庞大，内部构造更为复杂。不
少车辆有两个发动机，还有特殊的液压系统、洗扫
系统和改装系统。用于极端天气扫雪铲冰降尘的环
卫车，复杂程度堪比变形金刚。环卫作业对车辆的
损耗大，也提高了维保的难度。

一个闸门方向都不能错，否则车辆可能因为耗
电自燃。如此庞然大物自燃，其危险性可想而知。
假如液压油管出现一丝裂缝，有可能将油渍喷洒到
马路上，造成行驶车辆打滑引发交通事故。这并非
国庆 70 周年的特殊保障要求，而是每个昼夜的日
常规定。

修车，动手就是钱。起初，环卫作业车辆的发
动机，都要返回厂家维修，修一次要花一万多元。

王立峰带领同事们自学发动机维修保养技术，将所
有发动机改为自修保养，维修成本每台4000元。仅
此一项，每年为单位节约经费开支7万元。

后来，他带领同事以保代修，把更多精力放在
日常保养上，让车的故障率降到最低。人力虽然投
入多，但不像维修要花那么多钱，车况也好了，不
会动不动就坏在路上。

王立峰开过环卫车，又会修车，更清楚司机们
需要什么。通过对车辆进行部分改装，让车更安
全、方便、高效，还省钱。逐渐单位从上到下，包
括西城环卫其他兄弟单位的同行们，都对他心服
口服。

王立峰家里的加湿器、电烤箱、面包机，包括
被子，都是他参加业务技能比赛得的奖品。妻子曹
福燕都被“惯坏了”，甚至容不得他得第二名。
“我还想要微波炉，家里还缺个洗衣机，你再参加
比赛给得上吧。”“你以为那么容易呐！”王立峰
乐了。

在所有奖励和荣誉中，最让王立峰感到自豪
的，当属今年十一受邀去天安门观礼国庆 70 周年
阅兵。

“正式阅兵前，环卫机扫车出来的那一刻，我
真特激动。我们的工作就是开车、修车、扫马路，
平时干的时候不觉得什么，到了这个场合，我感觉
我们的工作太重要了！”

王立峰告诉记者，群众游行的“美好生活”方阵走
过广场时，他看到了穿着环卫制服的同行们，“感觉来
北京打工这么多年，给首都做的工作得到了认可”。

从河北农民到北京市民

王立峰没想到，自己一个外来务工的农民，
能有机会登上天安门观礼台。更没有想到，身为
张家口市崇礼县的农民，自己来北京打工十几
年，竟有资格拿北京居民户口。

1993 年， 17 岁的王立峰来京就在居庸关修
长城。当时他什么技术都没有，只能做小工，一
天挣 10 块钱。干了两三年，又攒钱考了大货车
驾照。 1998 年，他进入北京的环卫系统当司
机，开车扫马路。

王立峰的上班时间，从晚上 9 点到早上 5
点。扫马路的车不能开快了，时速始终保持在
20 公里以下。一宿一宿地熬，一点一点地挪，
有几次，王立峰困迷糊了，不知道自己怎么把车
从菜户营开到长安街的，想想就后怕。

当时的作业条件远不如现在。环卫机扫车没
有空调，夏天一身一身出透汗，司机工作服上都
有碱花；冬天穿一件军大衣，再披一件，也熬不
过北京零下十几摄氏度的夜，再壮的司机干一宿
都手脚冰凉。夜里如果车辆出现问题抛锚，只能
找还没关门的饭馆，借电话打给单位求援。

2004 年结婚后，王立峰和妻子在西直门附
近租地下室住。生活条件极差，家里只有一张单
人床，开门就上床，“说难听点像棺材一样”。

一次单位领导有事上门找王立峰，开门看到
他家的条件，一句话说不出扭头就走了。第二
天，实在看不下眼的领导，开始着手给王立峰想
办法解决宿舍。

单位解决宿舍也是一时的，经常因为种种原
因，宿舍不能常住。他们求亲戚帮忙，隔三差五
就得搬家。曹福燕告诉记者，她和王立峰结婚
15 年，搬了 13 次家。儿子出生前，他们几乎没
家当，每次搬家骑一辆自行车就搞定了。

这段时间，小两口日子过得特别艰难，两个
人月薪加起来才一千多元。算上房租和日常开
销，他们不仅没攒下钱，结婚时双方父母给的
钱，也差不多贴补光了。

生活这么波折，工作还能踏实干下去吗？
能。王立峰说，他没有别的指望，只有玩

命干。
为此，他苦练车技，高三米四、宽两米五、

长九米多的除雪车，安装上扫刷等设备，只需 1
分 32 秒，他就能倒车开进两侧仅比车宽一拳左
右的车库。

大约 2004 年，王立峰被提拔为维修班班
长。过去只开车，当班长又要修车，又要管
人。他不擅长修车，维修班有工友不服气。他
就吃住在单位，白天晚上跟各种师傅学、看书
学；抢活干，谁叫都干，让干什么就干什么，
一点点积累。

单位也给他的学习创造条件，支持他学电
焊、电气焊，推荐他去北京市总工会职工大学读
大专，还几次送他去环卫特种作业车制造商中联
重科学习。“淘汰你的人，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而是你自己”。王立峰一直牢记在中联重科学会
的这句话。 （下转 1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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