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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湖南高速公路 征文选登（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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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钟灵毓秀的地方， 这是一片人
杰地灵的土地，它因虞舜南巡，箫韶九成，引
凤来仪而得名； 又因是伟大领袖毛泽东的故
乡而闻名天下。 韶山，这个一代伟人的故乡，
这个红色旅游的圣地， 吸引了无数世人的眼
光。

当我们驱车行驶在这条通往主席家乡的
高速公路上， 宛如行走在一幅四季常青的美
丽画卷中。 放眼望去，一片绿意，绿得盎然，绿
得沁人心脾。 当第一缕春风吹拂过大地，在那
一片青山悠悠、苍松翠叶中，一簇簇代表着革
命与幸福的映山红便漫山遍野地开放了，正
如诗人杨万里笔下“何须名宛看春风，一路山
花不负浓。 日日锦江呈锦样， 清溪倒照映山
红”。 在那一片鲜花盛开的地方，在那一片姹
紫嫣红中，我们看到了无数张绽放的笑脸，他
们不似牡丹般雍荣高贵， 不似梅花般冷艳傲
慢，不似木棉般孤独不桀，他们却像那一簇簇
火红的映山红，平凡而真挚，烂漫却纯真，他
们尽情地释放着自己的热情， 为大地增添一
片春意。 他们是谁？ 他们便是主席家乡收费
站———韶山收费站的员工们。 走近他们，认识
他们，一次次被感动，一次次被震撼。 感动，源
于无数次的坚持与奉献；震撼，源于无数小小
力量的凝聚。

红色文化

这里，曾是一代伟人生长的地方；这里，
“红色” 已成为它鲜明而不可替代的符号。
2008 年 12 月 24 日，韶山高速公路正式运营
通车， 韶山站作为主席家乡收费站以全新的
姿态展现在世人眼前。 历史在回眸，世人在传
诵，从那时起，在韶山站员工的内心深处，就
有着一种深深的情结， 那就是要将韶山站打
造成为“中国第一站”。

就这样，一种有着鲜明特色的“中国红”
被注入到韶山站文化建设中。 在毛泽东铜像
广场，在主席故居前，在收费站区里……他们
一次次吟诵起了那些耳熟能详的毛主席诗
词，唱响红色歌曲，或奔放，或豪迈，或悲壮，
或荡气回肠，一字一句回响在耳旁，在脑海，
在心间。

在这里，唱红歌、诵诗词、看红片等“七个
一”、“六个红”活动声名远扬……

在这里，毛主席诗词人人张口就来，伟人
生平故事人人如数家珍……

在这里，青砖黛瓦间、楼廊板报里，主席
诗词或伟人生平介绍定期刊登……

在这里，红成为了主旋律，红成为了主色
调，红成为了一种文化、一种精神、一种信念，
注入全站员工的心田。

坚守与执着

韶山收费站的接待任务重， 特别是建站
初期，很多上级领导、兄弟单位纷纷前来考察
指导工作，仅 2009 年韶山收费站的接待任务
就达到 240 余次。遇上规格较高的重要接待，
就需要全站员工齐上阵， 员工在家轮休时被
通知回站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对此，员工都表
示理解和支持。 可要知道，这理解和支持的背
后，是大家的默默奉献。

2011 年 10 月 14 日，韶山收费站临时接
到通知，第二天一早有一个重要接待任务。 那

一天，时任副站长的黄佩正在广州探亲，她刚
与半年多没见面的 4 岁儿子见面，“叮铃铃
……”手机铃响起，电话讯息传递的是任务，
是命令，是放不下的担子。 面对哭泣的儿子，
面对失望的丈夫， 她硬是匆匆连夜返回了站
里。 一路上，车轮滚滚，六百多公里的归程，她
心里记挂的仍然是第二天的接待任务。 与此
同时， 正在家中轮休的屈新兵、 高伟也从浏
阳、益阳等地赶回到了站里。

作为主席家乡的收费站， 韶山收费站每
年迎来送往来自全国乃至世界的游客达到数
十万人，全站员工心里十分清楚，为主席家乡
站好岗、 服好务是每一名韶山收费站员工的
神圣使命。

“您好，欢迎您来到韶山！ ”“请慢走，一路
平安！ ”这样的话，收费员一个班下来要说上
上千次，向司乘人员说文明用语的同时，还得
配上举手相迎、挥手相送、微笑、目送等肢体
语言。 一套动作下来，虽然只有短短十几秒，
但要做到规范到位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肢体
语言中有一个手指并拢伸直示意停车的动
作，看似简单的动作，却无不体现出其中的艰
辛与付出。

沈德梅，是一位年近四十的中年妇女，左
手小指受过伤严重变形， 一直弯曲着根本无
法伸直。 可是就是这根弯曲的小手指，在并拢
的手掌中格外异样，不符合标准，怎么办？ 不
愿掉队的沈德梅天天用手掰， 弯曲的指骨已
经变硬定型，很难掰直，可她仍不放弃。 她自
己想出了一个办法， 把小指放在平直的桌面
上压，刚开始，压一分钟她就会受不了，指节
像被千万根钢针扎着似的， 可她咬着牙硬是
挺了下来。 慢慢地，时间一次次被拉长，五分
钟、十分钟、半小时……有时候手指被压得都
麻木，无法弯曲。 就这样她硬是含着泪把指头
给压直并拢了。 另外两位是男同志， 一位是
40 岁的班长江文，一位是 30 多岁的冯勇，这
两位工作上没得说，就是一做肢体语言，那两

人的手指头一模一样， 都是下面粗壮， 上面
尖，手掌并拢时都成了“漏财手”。 他们看着自
己这“漏财手”越看越别扭，这在文明服务中
怎么行呢？“我就不信我‘治不好’这只手”，他
俩在心里暗暗下定决心， 一定要把这漏财手
给“堵”了。 于是他俩便相约着一起练，每天只
要有时间，他们便抓着手掌捏，有时候捏得手
指一整天都是麻的。 为了达标，他们下班之后
就在寝室里练习， 手指被自己捏得一块紫一
块青的，有时候疼得实在自己捏不下手了，他

们便互相为对方捏， 疼得泪水常常在眼眶里
打转。 就这样两个月后，“漏财手” 居然并拢
了。

朱建军是韶山收费站的一名普通收费员，
到今年，53 岁的他已经扎根高速公路收费工
作十七个年头了。 长年的收费工作，让他落下
了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这种病，看似轻微，可
对于在收费岗亭一坐就是 8 个小时的朱建军
来说，却是一种煎熬。这些年来，朱建军一直是
贴着满背的膏药坚持着工作。 所以，只要一走
进他当班的岗亭， 保准是一股浓浓的膏药味。
尽管已经到了不适合从事收费窗口工作的年
龄，尽管带着一身的疾病，朱建军工作时却总
是满腔热情， 对待每一位司乘他都是笑意盈
盈。他的文明用语和肢体语言，称得上“行业标
准”，在站领导和同事眼里属于“免检产品”。当
被问及为什么他的服务总是这么好时，朱建军
说，自己是一名五零后的老同志，没有别的，就
是觉得要对得起工作，才对得起自己。所以，会
时时提醒自己，要用心去服务，用心服务了司
乘人员自然也就感受得到。

文明与奉献

此处的四月， 火红的映山红已是漫山遍
野开放， 让来来往往的人们感受到了浓浓的
春的气息。 作为主席家乡收费站，优质的服务
已不仅仅体现在每天的迎来送往中， 更多的
是对社会的一种回报、一种承诺、一份坚守。

高速公路行业规定收费员在工作时必须
使用文明用语，向司乘人员说的问候语，常人
认为再简单不过了，就是那么固定的几句。 可
在韶山收费站，问候语也有学问。 对于韶山本
地的车辆， 司乘人员接受到的问候语一定是
“欢迎回到韶山”，与外地车辆的问候语“欢迎
来到韶山”，虽然只一字之差，却让韶山本地
的司乘人员感受到了回“家”的温馨。

那是一个端午节的晚上，夜已经很深，收
费广场也逐渐安静下来。 韶山市公安局看守
所所长庞伟义一路驱车总算是快到家了，满
脸疲惫的他难以掩饰回家的迫切心情。“您
好！欢迎回到韶山！ 节日快乐！ ”整洁的着装，
标准的手势，热情的问候，清爽面庞上的笑容
真挚而亲切， 给人温暖， 庞伟义顿觉精神一
振。 顺声看去，又是那位叫朱建军的收费员。
不知道为什么，每次见到他，他的心里总是会
涌现出丝丝感动。 这位收费员应该有五十多
岁了吧，他的头发已泛出斑斑银丝，眼角的皱
纹更是清晰可见， 可是无论何时见到他总是
一脸笑意。 这笑是从内心深处发出来的，是从
每一道皱纹里渗透出来的，它是那么真诚，让
人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又感受到了你的服

务，谢谢你！ ”庞伟义高兴地说。 几分钟后，一
条信息传到站长周琦的手机里：“周站长，您
好！ 今天我又见到了那个叫朱建军的收费员，
他的服务叫人难忘，请代我向他问好，并祝他
节日快乐！ ”

春天即将过去，可山花依旧烂漫。 不止是
朱建军， 韶山收费站的工作人员就是这样用
自己的真诚与热情感动着周围的人， 不为别
的，仅为了这一份职责与荣誉。

2011 年儿童节， 三名小朋友衣裳褴褛、
疲惫不堪地在高速公路上走着， 到收费站后
累得瘫坐在安全岛上。 正在当班的周燕清见
了，立即上前询问，三名小孩不停的哭泣，述
说自己贪玩，走错了路，已经在路上走了 2 个
多小时，迷失了回家的方向。 看着孩子们疲惫
的样子和哭泣的双眼， 周燕清打心底里心疼
起来，她也有一个孩子，她也是一位母亲，孩
子是妈妈心里的一块肉呀。 不由分说，周燕清
马上将三名小朋友接进了收费站， 细心地给
他们端来了食物和水， 询问他们的住址和家
人的电话，又马上与他们的家人联系，直到将
三名小孩送回心急如焚的父母身边。 焦急万
分的父母看到被收费站照料得好好的孩子
们， 喜极而泣硬是请来电视台宣传报道这种
乐于助人的良好社会风貌。

还有一次， 副站长赵兰像往常一样吃过
中饭后来到收费现场，看看有什么情况发生。
就在这时一辆小货车驶进了收费车道。 司机
满脸通红，额头上不时渗出汗来，他匆匆地把
通行卡递给收费员，满脸歉意地说：“同志，不
好意思，急着出来送货，我忘记带钱了，你看
我这车都快没油了都没钱加， 通行费你看能
不能先欠着，我下次来一定补上？ 真的不好意
思。 ”收费员望着身边的赵兰，不知道该怎么
办。“这辆车是经常往韶山送腊制品的货车”，
赵兰心里忖思着，“欠着不符合规定， 收费吧
实在是强人所难。 ”“这样吧，这通行费我先帮
您垫着，另外借您 300 元钱加油。你下次来的
时候再还我吧。”“什么？”司机不敢相信了，这
世上哪有这样的“好人”，可是当他看到赵兰
坚定的目光，他的眼眶湿润了。 第二天，赵兰
刚到收费现场便听同事们说， 那司机一大早
便赶来把欠的钱还上了， 还带了一大包腊制
品给她。 同事们不肯要，可那师傅生气地说：

“你们要是不收，就是看不起我！ ”没办法，同
事们只好破例收下了。

凝望着庄重而又洁净的收费站， 走近那
一群透着青春气息的年轻人， 那一张张始终
挂着微笑的脸庞， 总能让人在心里涌动一股
暖流，亲切而又美丽。 在朦胧的意境中，那一
张张笑脸幻觉成一簇簇火红的映山红， 绽放
在高速公路，绽放在韶山的山山岭岭……

“先听我说两句！这高速公路上的服务
区啊，本是司乘人员歇息小憩的温馨驿站，
但现在很多地方的服务质量实在不敢恭
维，停车场乱停车，卫生间不卫生，工作人
员的态度那叫一个恶劣啊……” 听说我要
开车陪母亲去昆明探亲，有着 20 多年驾龄
的邻居老李， 热心地讲起了自己对高速公
路的看法，“另外，你最好多带点食品，多带
点零钱，里面的东西都好贵的，干什么都要

用钱。 ”。 我是属于那
种虽有驾照但很少开

车出门的人，经老李这么一“点拨”，心里隐
隐有些不安，跟母亲好一番准备后，终于战
战兢兢地出发了。

在沪昆高速公路上，母亲的兴致很高，
她透过车窗一一点评着沿途风景， 还不厌
其烦地告诉我，她还是一个小姑娘的时候，
曾随亲戚到过途径的这几个县。 我从没听
母亲提起过这段经历， 便央求她讲讲往年
发生的那些童年趣事。母亲痛快地答应了。
然而，就在我们正闲谈说笑时，母亲却忽然
不舒服起来，她说有些心慌，我赶紧放慢车

速并打开了一
半车窗。 母亲
靠在车窗上休
息了一会儿 ，
说还是不行 ，
我又从衣兜里
掏出急速救心
丸给她， 母亲
有冠心病 ，救
心丸基本是不
离身的。 岂料，
母亲接过救心

丸后，在往外倒时，整个瓶子竟掉到车窗外
了！ 这可怎么办呢？ 母亲让我不要慌张，说
她还能承受得住，还能再坚持一会儿，我只
好边安慰她，边加油门向前面的服务区赶。

进入怀化市的芷江服务区后， 我把车
停好，搀着母亲从车里下来，一位工作人员
见状问大妈怎么了？我说：“我妈有冠心病，
现在有些不舒服， 你帮我去买一瓶救心丸
可以吗？”他听完急忙招呼另外一名工作人
员领我们去休息室，自己急匆匆地离开了。
我们走进休息室，刚扶母亲靠在沙发床上，
就见先前那位工作人员，一手拿着救心丸，
一手拿着一杯水走了过来。我连声道谢，心
想这速度可真快呀！母亲吃过药后，心情缓
和了许多，让我快把买药的钱给人家，岂料
见我掏钱，这位工作人员摁住我的手臂说：

“不用不用！这救心丸是我们服务区应急药
箱里储备的， 是免费提供给过往司乘朋友
的，不用付钱！ ”“实在太感谢了！ 那我把停
车费和使用休息室的钱付给你吧。”“呵呵，
这也是免费提供的， 您就陪大妈多休息一
会儿吧！ ”我跟母亲听了特别感动，嘴里说
出来的除了谢谢，还是谢谢。

过了一会儿，我走出休息室，问门口一
位大姐卫生间在哪里？ 她热心地指给我具
体方位，我谢过之后朝停车场走去，大姐在
身后喊：“你走错了，不在那边！”我转身说：
“我的零钱忘在车上了， 准备去拿几个硬
币。 ”她听我这么说，竟笑了起来，摆摆手
说：“不用钱的，卫生间是免费开放的！ ”等
我从卫生间出来，又见到了那位大姐，她递
给我两个创可贴， 笑着说：“先说好啊小兄
弟，这个创可贴也是免费的，快贴上吧！”创
可贴？ 我没受伤呀？ 正疑惑着，大姐朝我胳
膊肘上一指， 原来搀着母亲下车时被刮破
了一道，只顾着着急都没感觉到疼。

汽车重新启动起来， 缓缓驶离芷江服
务区， 我跟母亲的心情久久难以平息。 我
说，等我回家后，一定好好说道说道邻居老
李， 提醒他说话别那么绝对， 他要是敢还
嘴， 就拉他来体验一下芷江服务区的服务
质量。 母亲说，人家都说湖南人热心肠，这
话可真不假！照我看呐，这芷江服务区里的
工作人员，每个人的心眼，比那刚摘下来的
红辣椒还要红，还要香！

车过芷江，
感受“温暖之旅”

文 刘学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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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山互通。 湘潭管理处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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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管理处 供图

韶山站收费亭。 湘潭管理处 供图

芷江服务区。 怀化管理处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