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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推广“第三卫生间”
“妈妈带男童进女厕”的

话题时不时在网上
惹争议， 有人认为可以理解，也
有人表示看到有异性会觉得被
冒犯。 那么，妈妈带男娃该上哪
种厕所？ 当然是“第三卫生间”。

近年来 ， 注重人文关怀的
“第三卫生间” 出现在深圳城市
公厕中， 专门为带儿童的父母、
需要有人看护的老人、残疾人等
特殊对象设置，免去母亲带男童
进女卫生间、儿子无法照顾老母
亲如厕等尴尬。

这些 “第三卫生间 ”建设情
况如何呢？ 使用率怎样？ 推广第
三卫生间需要解决哪些难题？ 带
着这些问题，记者进行了走访。

深圳公厕
“第三卫生间”配置率 34%

外出时，你是否碰过这样尴
尬：母亲带男童如厕、父亲带女
童如厕、女儿协助老父亲、儿子
协助老母亲。 带着异性子女/老
人，不管是进男厕，还是女厕，都
存在诸多不便；而让无法自理的
小朋友或老人家独自去厕所，又
有安全隐忧。 究竟该如何是好？

“第三卫生间”的出现，带来
破题希望。“第三卫生间”，顾名
思义，是指独立于男女厕所以外
的，既不是男厕，又不是女厕，而
是一个“中立”的空间，可解决特
殊对象（不同性别的家庭成员共
同外出，其中一人的行动无法自
理）如厕不便的问题。

近日，记者在深圳走访了龙
胜地铁站、观澜湖地铁站、深圳
北站地铁站内的洗手间，在洗手
间入口处就可见有“第三卫生
间”的清晰标识，使用者很容易
就能找到。 卫生间内部，设施很
齐全、空间宽敞，设有成人马桶
（设有扶手和呼救铃）、高低洗手
台、儿童坐便器、折叠式婴儿护
理台、 折叠式儿童座椅等设施，
兼容了无障碍、母婴功能和亲子
功能。

走访期间，记者还见到保洁
人员对“第三卫生间”进行清理。
据了解，自 2018 年 10 月起，港铁
（深圳）对 4 号线一二期 12 个站
的卫生间进行了改造升级工程。
其中，“第三卫生间”也得到了较
大的完善。

在梅林公园、 市民中心广
场、 桥头公园的公共厕所里，也
随时可见“第三卫生间”。 特别是
这两年新建的新型公厕，“第三
卫生间”设备很齐全、很人性化。
商场的“第三卫生间”也很普遍，
如万象天地、万象汇、天虹等。 部
分医院也有，如北大医院。

2021 年 11 月底， 记者从深
圳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获
悉， 自 2018 年深圳市开展厕所
革命以来，提高“第三卫生间”配
置数量一直是推进“厕所革命”
工作的重点。

据该局统计，目前深圳 4600
余座公厕中已有 1553 座配建
“第三卫生间”， 配置率达 34%。

新改建的“第三卫生间”配置了
成人坐便器、儿童坐便器、儿童
小便器、成人洗手盆、儿童洗手
盆、多功能台、儿童安全座椅、安
全扶手、紧急呼叫按钮等，不仅
功能齐全， 还温馨舒适人性化，
为满足市民协助异性长辈（如儿
子协助老母亲）、 带异性子女的
家长（如妈妈带着儿子）以及腿
脚不便或轮椅使用者的特殊需
求，提供方便、安全、人性化的如
厕空间。

使用者称
对亲子家庭“太友好了”

记者在深圳坂田天虹四楼
看到一位年轻母亲带着一位 2
岁左右的女儿轻车熟路地走进

“第三卫生间”。 这位年轻的妈妈
告诉记者，当母亲后，特别是最
近一年， 经常自己带娃逛商场，
自己变成了商场“第三卫生间”
的常客，“简直太友好了”。 她表
示， 一开始不知道“第三卫生
间”，都是抱着女儿进女厕，排长
队、味道大、空间小，不方便也不
舒服。

后来知道“第三卫生间”后，
这位妈妈每次去商场，“第三卫
生间” 都成了首选，“体验太好
了，空间大，人少，干净。 把门一
关，娃放在一边，终于能好好上
个厕所了”。

作为一位“女儿奴”的市民
霍先生，对“第三卫生间”也很有
好感。 女儿在上小学前，霍先生
不太敢独自带着女儿外出，“其
中一个担忧就是上厕所”。 霍先
生说，自己有过几次“无奈之举”
———带女儿进男厕。 近几年，“第
三卫生间”普遍了之后，他带女
儿出门的频率也多了起来，“至
少上厕所比以前方便了”。

市民戴大爷也很喜欢“第三
卫生间”。 他孙女今年不到 2 岁，
他很喜欢带孙女遛公园。 目前，
孙女都是穿着尿不湿出门。 他

说，即便以后孙女不用穿尿不湿
了，也并不担心，因为附近公园
有“第三卫生间”。

不少“第三卫生间”仍以
“无障碍卫生间”形式出现

记者走访发现，有不少旧的
公共卫生间限制于场地等原因，
“第三卫生间“仍以无障碍卫生
间出现，门口标识也是无障碍标
识。 里面的配备也没那么齐全，
只有无障碍马桶，或者在无障碍
卫生间的基础上兼容了母婴功
能，无配置儿童坐便器或者儿童
洗手盆的情况也很常见。

记者在宝安区海富社区公园
走访发现， 这里的一处公共卫生
间设置有无障碍卫生间， 内设有
成人马桶， 还有一些母婴设施如
儿童座椅和婴儿护理台， 看起来
非常方便独自带婴幼儿出门的妈
妈使用。 不过，没有小孩马桶，不
太方便能自主如厕的幼童。

不过，随着近两年深圳新改
建了一批新型公厕后，这个情况
得到很大的改善， 新型公厕的
“第三卫生间”不管是标识，还是
配备，都很统一、齐全。

但由于不少“第三卫生间”
仍以无障碍卫生间的形式出现，
不少市民以为“第三卫生间”是
供行动不方便者专用，因此不太
好意思使用。

市民刘女士便持有此误解。
她是一位 4岁儿子的妈妈，过去 4
年，她从未带儿子使用过“第三卫
生间”，即使看到“第三卫生间”空
着，也不太好意思进去，每次都是
带着上女厕，“好在大家都比较友
好，目前还没被反对过”。

在幼教机构当老师的孙女
士也有此观点，“看到门口标识
是一个轮椅，会以为是残疾人专
用。 ”孙女士指出，因为自己是一
位妈妈又是幼师的原因，她平时
外出会关注卫生间的儿童因素，
如果看到是写着“第三卫生间”
或者是亲子图标，会很自然带孩
子去使用， 或者鼓励父母去使
用； 如果只有一个轮椅标志，则
不太好意思使用。

对于“第三卫生间”的儿童马
桶设置，市民刘女士还指出，设置
儿童使用的便池、蹲厕会更卫生、
健康，“我相信哪一个家长都不愿
意孩子坐上公共马桶， 尤其是女
孩子”。 她还指出，即使公共马桶
会配备一次性马桶圈垫也并不是
一个好的选择，“不环保”。

与刘女士一样担心“第三卫生
间” 卫生问题的吴女士也有同感，
“‘第三卫生间’兼容母婴功能也会
存在卫生问题， 母婴室里需要哺
乳，设置马桶可能会有细菌”。

“第三卫生间”有需求
也是城市品位的缩影

深圳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徐宇珊认为，“第三卫生间”是城
市文明的象征，体现城市公共服
务的人文关怀。“第三卫生间”与
每个人息息相关，每个人都有可
能用到“第三卫生间”，比如女儿
带着年迈的父亲，年轻的新手爸
爸带着年幼的女儿，父母带着大
大小小的三个娃……

在深圳市社科院做的一项
面向儿童的社会调查中，很多受
访者提到，母婴室满足了小宝宝
的需求，但大一点的宝宝也很需

要“家庭厕所”（第三卫生间）。 广
东省人大代表谢志岿就曾于
2020 年表示，“第三卫生间”很有
必要，不然很多父亲带着无法自
行如厕女儿逛商场时都会遇到
尴尬。

早在 2016 年国家旅游局就
发布了《关于加快推进第三卫生
间(家庭卫生间)建设的通知》，徐
宇珊认为，推动“第三卫生间”建
设，是深圳“厕所革命”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深圳建设儿童友好城
市和完善“三孩”政策的配套基
础设施；建设“第三卫生间“是深
圳高质量发展的体现，也是城市
品位的缩影。

广东省人大代表、深圳宝安
湾生活垃圾分类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陈琼也指出，深圳自“厕所
革命”以来，将公厕变成一个释
放多重涵义、 滋养多重文化、体
验时尚生活方式的地方，不仅提
升市民福祉，也给社会文明带来
重大影响。 其中标志性的革新就
在于所有公共场所公厕均配备
了“第三卫生间”，让特殊群体感
受深圳细致而入微的人文关怀。

但她在平时调研走访过程
中也留意到，部分民众对“第三
卫生间“的认知依然局限于“为
残疾人服务”， 或者不知道如何
使用。 她建议，深圳公厕的主管
单位应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公众
对“第三卫生间”的认知度，可以
通过制作鲜明的公厕标记来克
服或提高使用度；同时，在“第三
卫生间”管理中，还要做到精细
化、规范化，务必确保“第三卫生
间”全部开放、规范运行。

已出台公厕标识指引
统一规范标识样式

对于市民对“第三卫生间”
的误解，深圳市城市管理和综合
执法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第
三卫生间”指独立于男女厕所以
外的，用于协助老、幼、家庭成员
及行动不便者使用。

该工作人员还表示，为了引
导更多市民了解和使用“第三卫
生间”， 深圳已专门出台了公厕
标识指引，统一和规范全市“第
三卫生间”的标识样式、大小、设
置位置等，让全市“第三卫生间”
标识清晰、明显，方便市民快速
识别和使用，“这方面工作正在
逐步完善”。

该工作人员还指出， 为保障
“第三卫生间” 环境卫生质量，一
方面， 要求各公厕管理单位加强

“第三卫生间”保洁管理，加强对
保洁工作人员的公厕清洁作业培
训，提高“第三卫生间”精细化管
理水平。 另一方面，将“第三卫生
间” 建设管理情况作为每月全市
公共厕所环境指数测评的重点指
标，对全市 10个区、74个街道、16
个行业进行测评、排名，并向社会
公布，实现以评促建、以评促改，
保障公厕“第三卫生间” 不仅要
有，还要干净、整洁、好用。

（据《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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