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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丨午夜降临，郑州每天产生的5000多吨生活垃圾，才刚刚开始清运。有这
样一群人，在业内叫垃圾清运驾驶员（是垃圾清运工的一种工种），他们昼伏夜出，走到哪
都“不招人待见”，为保证夜间行车安全，白天只能补觉，几乎是没了“生活”，还浑身都是
职业病。整天和垃圾“打交道”，顶着恶臭换来城市清洁的他们，是平凡岗位上“最美的
人”。

11日凌晨4点多，温庆瑞
运送完最后一车垃圾，终于下
班了。

在温庆瑞看来，昨天这个
点下班，算是比较早的了。如
果在垃圾厂排队等候时间太
久的话，早晨7点左右结束工
作也是正常的。

开垃圾转运车之前，温庆
瑞靠跑长途送货来养家糊口，
而如今选择当垃圾清运驾驶
员，则是为了能多陪陪家人。
温庆瑞说，以前跑长途常年在
外地，家人惦记他的安全。其
实，现在的工作比跑长途还费
精力，爬“垃圾山”也有一定的
危险性，妻子只知道他晚上干
清运垃圾的活，根本不知道还
得天天爬“垃圾山”，“没敢告
诉她，怕她担心”。

夏天，温庆瑞回到家，满
身是垃圾的臭味儿。“有时妻
子都‘嫌’我臭，总开玩笑说

‘不愧是经常跟垃圾打交道的
人啊’。”温庆瑞说，女儿经常
叫他“垃圾老爸”和“垃圾人”。

在工作中，与刘红军一
样，也常常会遭到他人嫌弃。
温庆瑞说，有时把垃圾车停在
中转站门前，简单吃口饭休息
一下，有人会嫌臭说些难听
话，“我能理解，但心里不好
受，希望大家能多给予些理
解，如果工资再涨点就更好
了”。

来自金水区环卫机械化
公司的刘红军和温庆瑞都是
垃圾清运车驾驶员，年龄也相
仿，刘红军40岁出头，温庆瑞
39岁，在垃圾清运队伍中，他
们竟然是最年轻的。就连年
长的同事都开玩笑说，他俩才
是正处“芳华”的一代人。唯
一不同点，刘红军开的是垃圾
收集车，而温庆瑞驾驶的是大
型垃圾转运车。

3年前，刘红军还不是垃
圾收集车司机时，体重是130
斤，而如今记者眼前虚胖的刘
红军，体重已经突破 160斤
了。刘红军说，天天跟垃圾

“打交道”倒胃口，饭量还真不
算大，每晚高度集中驾驶汽
车，为赶时间，一路上屁股几
乎离不开驾驶座，“发福”是职
业病。“我们同事，腰椎和颈椎
都不好，有几次起床，我腰疼
得半天都直不起来。”

以前，刘红军的酒瘾很
大，而如今，考虑到夜间行车
安全，为他人和自己负责，加
上单位有硬性规定，他强迫着
自己把酒戒了，这个过程有多
痛苦，只有刘红军自己知道。

刘红军说，他以前帮人送过
货，一般都在白天跑车，现在
是晚上干活，明显能感觉到，
夜间行车更操心，时刻得保持
清醒。

“白天他们也能干活，但
为了把对居民的影响降到最
低，清运垃圾的活儿只能放晚
上。”金水环卫机械化公司副
经理王超说，对垃圾清运司机
来说，一年到头最多只能休息
40来天，越是节假日他们越
忙。

由于是夜间工作，有时一
熬就是一个通宵，就算下了
班，刘红军也只能选择补觉。

“开车费精力，休息不好，会严
重影响次日工作。”刘红军自
嘲道，就像是“卖”到单位的
人，媳妇都经常说他“天天见
不到人，回到家就是睡觉”。

既然这份工作有太多“不
正常”，刘红军为啥还在坚
持？他说，清运垃圾确实会遭
到他人嫌弃，但当看到城市变
得干净整洁，他觉得一切付出
都是值得的，“偶尔听到一声

‘辛苦了，谢谢您’，我都很感
动”。

在刘红军往返于小区和中
转站之间时，驾驶着大型垃圾
转运车的温庆瑞也开始忙活
了。从城北路垃圾中转站到位
于西四环与华美石材路交叉口
向南一公里的郑州市固体废弃
物综合处理中心（即俗称的“垃
圾厂”），单趟全程23公里左右，
顺利的话，往返得跑一个半小
时。

采访中记者发现，垃圾厂位
置偏僻，按说夜晚车流量不算
大，但温庆瑞的车也很难跑快。
首先，是路况不好、照明设施不
完善；其次，是有些地方缺少信
号灯，过路口得特别小心。另
外，有些司机习惯开远光灯，也
影响了行车。

刚到垃圾厂门口，记者就闻

到了垃圾散发出的刺鼻味儿。
进厂之前，得先称重，违规车辆
一律禁止入内。在垃圾厂里，可
供车辆行驶的道路，仅能保证一
进一出。所以，倒垃圾必须排
队。30分钟的等待后，终于轮到
温庆瑞驾驶的垃圾转运车“上
山”了。

这座由垃圾堆积起来的“大
山”很壮观，记者目测足足有三四
十米高。一段“盘山公路”让记者
有些吃不消，垃圾环绕，越往上爬
味道越刺鼻，各种形容不出的发
酵味儿。因摄影记者要拍照，行
车途中，很长一段时间车窗处于
开启状态，车内味道实在无法忍
受，记者被呛得不停地咳嗽，便拿
出随身携带的护手霜抹在了口罩
上，但仍盖不住刺鼻味儿。

看到记者“与众不同”的行
为，温庆瑞笑着说，冬天气味最
淡，他第一次登“垃圾山”是夏
天，戴着口罩坐车里，从“山”上
下来就吐了，“当时没敢开窗户，
如果夏天打开车窗，苍蝇多到直
接往脸上‘撞’。”

坑洼不平的“上山路”，不扶
扶手根本坐不稳。到达“山顶”
后，满眼都是垃圾，找不到下脚
地儿。温庆瑞说，前几天下雪，
整条“山路”泥泞不堪，好多垃圾
车都抛了锚。

在“山顶”倾倒完垃圾，“下
山”时陡峭的道路，更是让记者
挑战了把胆量。车辆几乎呈
30°角度往下开，加上路面不
平，记者的心始终悬着，生怕车
辆发生侧翻。

王胜地有很多头衔：北京
大学青年CEO俱乐部理事长、
中国孕婴童杰出人物奖、长江
商学院MBA校友会理事、郸
城一高北京校友会会长、周口
市高中校友会会长等。他毫不
掩饰自己的梦想，“要把中国的
日化企业做到世界500强！”，
只有当梦想成真时，才能领悟
到“古人诚不我欺”的含义。相
信不久后，王胜地还会再多一
个头衔——世界 500 强企业
CEO。在他看来，创业分不同
阶段，第一阶段是改革开放初
期，创业者只需要有勇气就行

了；第二阶段，除了勇气，资金
很重要；目前处在第三阶段，除
了上述条件，还需要成熟的技
术、先进的管理、全球资源的调
配能力以及恰到好处的风口。
采访王胜地期间，他的手机常
响、微信提示音不断，他在用

“激情”挑战创业者的极限。如
今，“爸爸的选择”在全国拥有
40多个分公司、办事处，合作
门店超过1万家，在京东、淘宝
等各大电商平台上都有旗舰
店。实现了销售额过3亿元的

“小目标”后，他正在向“打造
500强企业”的目标奋进。

河南出了个北大牛人
今年进军大日化 要做世界500强
□记者 王新昌 文
图片由“爸爸的选择”提供

核心提示丨求学时，他能
以高考状元身份考上北京大学
化学系，随后攻读长江商学院、
美国康奈尔大学；创业后，他敢
卖掉在北京二环唯一的房子，
专心研发纸尿裤，推出现象级
产品引领行业风气；传奇之后，
不只纸尿裤，还要进军洗护、大
日化类，他喊出了“创造世界
500强企业”的豪言壮语。他
就是河南籍企业家王胜地，一
个不断书写励志故事、创造人
生传奇的河南汉子。1月9日，
回到河南老家的他接受了本报
记者的专访。

提到王胜地，孕婴圈内流传最
广的传说，正是他“卖房创业”的经
历。再次聊到当时压力时，他用

“除了房子，还有诗和远方”一句话
带过。2014年8月，他卖了自己位
于北京二环内的房子，这是他唯一
的房子。正是这400万元房款成
了他创业的起步资金。虽然房价
一直攀升，如今同等地段的房子市
值已过千万，而王胜地创业的“爸
爸的选择”纸尿裤销售额已突破3
亿元，2018年销售额计划突破10
亿元，成为国产纸尿裤品牌的佼佼

者。如今，不管是价格、质量，还是
包装设计，“爸爸的选择”产品都成
为行业模仿、追逐的对象，引领了
行业潮流，已成为国内最有影响力
的纸尿裤。他大胆、果敢地用投资
实业的方式，收获了满满的成就
感。用他自己常挂在嘴边的一句
话形容起来最为合适：创业“要相
信奋斗的力量”。

纸尿裤品牌为什么叫“爸爸的
选择”这个名字呢？现实生活中，
一些宝爸们可能偶尔才帮宝宝换
纸尿裤，带孩子的压力多压在宝妈

身上。“生活中，男性消费群体往往
更加理性，尤其在婴幼产品上，会
选择真正好的东西；第二个引申义
是呼唤更多男性回归家庭、陪伴家
人，解放更多女性的生活。”王胜地
说。这一理念始终贯穿“爸爸的选
择”的营销理念。在美国纽约时代
广场上，户外大屏广告播放着“爸
爸选择纸尿裤、妈妈选择美丽”的
广告宣传片，这一创意和美好愿景
被海外媒体争相报道。值得一提
的是，这是首个登上纽约时代广场
的国产纸尿裤品牌。

2017年 9月，“爸爸的选
择”在山东建成了亚洲最大的
纸尿裤单体生产基地，致力于
打造研、产、学、用为一体的世
界级一流日化企业。如今当资
本越来越追逐平台、“走捷径”
时，王胜地还在真金白银地砸
钱投资实业。用他的话说，“大
家都热衷做平台时，总得有人
走心做产品”，他要用“中国制
造”、“中国创造”挽回海淘群体
的尊严，让泱泱大国的国人有

尊严地使用国产品牌。在王胜
地留学、出国考察时，总有熟人
恳请他捎带日本、美国的纸尿
裤，如今美国等纸尿裤大国也
进口、零售“爸爸的选择”，纸尿
裤还成功进入东南亚地区销
售，这不仅对于王胜地，更是对
于国产品牌，是倍儿有面子的
事。王胜地透露，鉴于已牢固
建立纸尿裤行业优势，“爸爸的
选择”今年计划上市大日化产
品，发展婴幼儿洗护系列产品。

谈创业经历 |“除了房子，还有诗和远方”

谈企业规划 |“不止纸尿裤，要大日化”

谈企业梦想 | 要创造世界500强企业

跟垃圾“打交道”倒胃口
体重却上升还一身职业病

瞒着妻子在“山上”工作
希望市民多些理解

任务：驾驶大型垃圾转运车，把垃圾运至远离市区的垃圾厂

1月10日晚9点，驾驶垃圾
收集车的刘红军，开始了新一天
的工作。

在位于郑州市宏明路与渠
东路附近的环卫停车场，大河报
记者坐上了由刘红军驾驶的垃
圾收集车，前往居民区收集垃
圾。

此时，马路上的车辆并不
少，刘红军只能保持30码时速前
行。很多老旧小区，分布在狭窄
的小巷里，这对驾驶中型作业车
的刘红军来说是个考验。行车
途中，记者试图与刘红军交流，

“反应慢半拍”是他给记者留下
的第一印象。后来，才知道刘红

军之所以“反应慢”，是因为他把
注意力全都集中在驾驶上，一刻
也不敢走神。

大约20分钟后，刘红军把车
停在7个装满垃圾的垃圾桶旁，
为赶时间，下车后他一路小跑，
在同事的配合下，熟练地将垃圾
装车。刘红军说，这些垃圾由社
区物业人员提前清理完放路边
儿，装车是他们来负责。

探访中，记者也试图帮忙，
但当双手刚刚触碰到垃圾桶，便
决定放弃，气味难闻不说，看着
又油又脏的桶身，实在下不去
手。

收集完几个小区的垃圾后，

刘红军驾车来到城北路垃圾中
转站。这一路记者观察发现，有
些与垃圾收集车“擦肩而过”的
市民，尽管戴着口罩，仍会做出
掩鼻动作。

记者在垃圾中转站停留片
刻，发现恶臭味并没有想象中猛
烈。刘红军笑了：“等夏天再过
来感受一下。”

在中转站，刘红军把一车垃
圾倒入专业的压缩箱，之前还是

“你我分明”的生活垃圾，瞬间变
成整齐的“豆腐块”。下个环节，

“豆腐块”将被垃圾转运车运送
至垃圾厂。

探访

任务：收集装满垃圾桶的生活垃圾，清运至中转站压缩
驾车时注意力高度集中 与记者沟通“慢半拍”

“垃圾山”恶臭难忍没下脚地儿 记者口罩上抹护手霜来掩味 2015年
第一代

2016年
第二代

2017年
第三代

与月亮并肩工作
他们为城市清运“气味”
探访垃圾清运工的一天
记者在口罩上涂抹护手霜仍盖不住刺鼻味道

每天都是跑夜路，温庆瑞开车格外小心。

工作人员操作垃圾压缩箱

晚上9点，驾驶垃圾收集车的刘红军(右)，开始了当天的工作。

进厂之前，每辆车得先称重，违规车辆一律禁止入内。

讲述

王胜地 爸爸的选择矢志研发，产品不断更新迭代。

日本研发中心内景

运送车在“盘山公路”上晃荡，经过坑洼不平的“上山路”，才能爬上垃圾山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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