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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磨剑 芬华初绽

高发公司周口分公司运维监控分中心 葛颢

葛颢，1989 年出生于河南郑州，2009 年 7 月毕业于河

南省司法警官职业学院法律专业，凭借优异的表现，在校期

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2009 年 9 月进入河南高速公路发展

有限责任公司周口分公司，先后职任收费员、监控员。

在河南高速公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周口分公司的 10 年

间，她以焦裕禄、任长霞、王进喜等英模人物为榜样，把实

现人生价值作为自己一生的目标，视工作为生命，兢兢业业、

恪尽职守，在极短的时间内成为工作的标兵。

面对难点问题，她机警专业，多次配合交通、公安人员

在茫茫信息中寻找到蛛丝马迹，无一遗漏；为了集体荣誉，

她废寝忘食，多次在全省高速专业竞赛中脱颖而出；她多年

如一日，在处理特情、投诉、热线中每天甚至高达 1000 多

次，接听电话说到嘴角抽搐，填报电子日志看的两眼昏花，

书写手工日志写的手掌发麻，却始终不放弃。她用态度感动

家人和同事，用 10 年时间为自己的人生指明了方向。

她通过掌握的监控设备的基本操作、特情电话的处理方

法，编写《监控员应知应会手册》，使新来的同事快速熟悉

掌握监控知识，得到了领导的好评。河南高速公路发展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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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公司党章知识竞赛“团体三等奖”、“河南省收费员监

控员职业技能竞赛”个人高发第一名、“团体二等奖”、“河

南省交通劳动奖章”、河南高速公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新

时代新使命新作为”知识竞赛“团体二等奖”，周口分公司

“收费、运维一级考核细则竞赛”个人二等奖、团体三等奖

等多项荣誉称号。

把焦裕禄、任长霞当作目标和方向

大学期间，当同学们都忙于玩乐时，葛颢却徜徉在浩瀚

的书海中，那些在祖国建设过程中做出过突出贡献的英模人

物成为葛颢追逐的对象。

当看到干部楷模焦裕禄在兰考战风斗地，“心里装着全

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英模事迹

时，葛颢感动了，并将习近平所作的词——《念奴娇·追思

焦裕禄》工工整整地记在笔记本上：“百姓谁不爱好官？把

泪焦桐成雨。生也沙丘，死也沙丘……”

当看到警界女神警任长霞把生命最壮丽的一刻留在了

嵩岳大地，用自己的一腔热血捍卫了一方平安，用自己的模

范行动树起了百姓心中之碑的英模事迹时，葛颢感动了，决

心做任长霞那样的人，用信念、人格和情操实践自己的人生

轨迹。

铁人王进喜、农民致富的领头人—史来贺等许多英模人

物的事迹时刻影响着葛颢，这些英模的光辉形象在葛颢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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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清晰，爱岗敬业、忠于人民、乐于奉献的种子在葛颢

心中逐渐成长……

看到社会呼吁义务献血奉献社会的号召时，葛颢义不容

辞，伸出瘦小的胳膊加入义务献血的队伍；为支援地震灾区，

葛颢多次捐款捐物；葛颢关心关爱弱势群体，看望慰问残障

人士，组织为他们捐献物品；关心关爱留守儿童和孤儿，为

他们送去书包、文具，帮助他们实现“微心愿”……

面对误解与谩骂坦然面对

进入河南高速公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周口分公司从事

收费工作后，为了能尽快熟悉收费业务，她在当班期间虚心

向同事请教，下班之后为了熟记收费规章制度。

当收费员，点钞、识别假币是一项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

工作。为了识别真假币，葛颢找到在银行工作的朋友，耐心

细致向他们求教，找来假币与真币对照识别，一次又一次练

习，葛颢终于熟练掌握了固定人像水印、雕刻凹版印刷、光

变油墨等多项钱币防伪识别技术，直到一拿到钱币，立即可

以从手感、头像的眼神中辨别真伪。

作为收费员，时常有过路司机因点滴小事对收费员发脾

气。一次正值中午吃饭时间，班组轮班回去吃饭，站上只有

葛颢和另外一名发卡员。

这时一位小车司机缴费时因不满过路费太高刁难起了

葛颢：“我在外省都没有交过这么高的过路费，怎么到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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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路费这么高，这是怎么计算的？”

葛颢微笑着解释说：“1 型客车每公里 0.45 元，这是电

脑自动计费…”

没等说完，司机用各种脏话发泄不满。

葛颢当时就蒙了。正当她手足无措时，焦裕禄、任长霞

那些英模人物形象在她大脑中一闪而过。于是强忍着泪水、

硬着头皮再次向小车司机解释，按照正常程序撕下发票递给

司机。小车司机看到无计可施，只好接过发票，谩骂着把发

票仍在了空中，开着车扬长而去。

看着汽车离开，瞬间，葛颢的眼泪不觉落了下来。但来

不及伤心，看到后面相继排好的车队,葛颢依然擦干眼泪，

微笑着继续自己的工作。

有时每天要接上千个电话！她这样度过 2000 多个日夜……

他们是高速公路的“眼睛”和“耳朵”；他们 24 小时

监管高速公路道路畅通、督促收费工作正常运转、面对紧急

情况及时有效指挥调度；她们用责任和耐心为求助司机提供

帮助；她们用真诚的微笑和甜美的声音诠释着对自己职业的

忠诚。他们就是高速公路监控员。

2011 年，葛颢调入周口监控分中心，成为其中的一员。

周口监控分中心位于大广高速 K2072 公里处，总占地面

积 324 平方米，是全省首家集中式管理中心，主要担负着大

广高速周口段 5个收费站以及商周高速周口段 4个监控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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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指导工作，同时担负着全长 209.54 公里的道路实时监

控工作。周口监控分中心大厅内有 84 台闭路电视、15 块大

屏组成的电视墙、26 台管理计算机同时工作，室内辐射每平

方米达到 2000 微瓦以上。室内的绿植尽管定期浇水，每隔

几个月就有发黄枯死的仙人球，要重新采买。室内有通讯机

房噪音高达到 74 分贝，在室内呆得久了，常会感到头昏脑

胀、耳鸣。

监控室是 24 小时值班制度，分白班和夜班，白班为早 8

点至晚 7 点，共 11 个小时；夜班为晚 7 点至第二天早 8 点，

共 13 个小时。在值班过程中，除了方便和吃饭，葛颢必须

一刻不停地待在桌子前。夜班 13 小时丝毫不能休息。支持

葛颢度过漫漫长夜的是一杯杯浓茶。

为了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葛颢总结了一套“注意力转

移法”应对夜班“困倦症”：困了就从座位上站起来擦桌子、

拖地板，调取每个收费站的监控录像，对睡岗、文明服务做

得不到位的收费员做出提醒，填报当班期间各项工作记录。

葛颢身边的许多同事都不愿意留在监控室，监控室走了

一茬又一茬，总是处于人员短缺的情况。领导向收费班组要

人，也没有人愿意来，但是葛颢从来没有抱怨过一句，总是

遵守各项规定，默默做好每一项工作。

“葛颢是一个责任心很强的人，每次都会提早到岗交接

工作 。”同事讲，提早进入工作状态已经是葛颢的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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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您好，这里是大广高速周口监控分中心。”

“你的汽车出问题了是吗？好的，我们现在立即派人过

去 协助，请确认一下你的地址是在大广高速开封方向，已

经过了西华站大约 10 多公里处。”

“你好，大广高速开封方向 K2035 公里处，有一辆车牌

号是*** 的小轿车出现机械故障，车主联系电话是

138********，请你们到现场处理一下。”

直到确认高速路政救援人员到场，反馈事情处理情况，

葛颢进行登记现场处理结果之后，才算完整处理好这单热

线。

“您好！豫 A17502，通行卡丢失，司机口述从郑州南收

费站上道，请核实。”

“好的，请稍等。”葛颢通过路径查询及时查询车辆的

行车轨迹。

“经查询，该车从郑州南收费站上道，领有通行卡。”

班长到场处理：“好的，按无卡操作，按实际里程收费

85 元，并加收 30 元卡费。定额票号：01001-01006（5 元 6

张）。”葛颢边通过摄像头监督班长操作，边快速地将车牌

号、定额票号做好登记。

特情电话、司机投诉、热线电话，处理这些情况，便是

葛颢的工作中心内容了。

在监控分中心值班的这 11、13 个小时里，接到的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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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电话短的不过十几秒，长的也不过几分钟，看似普通的电

话接线，其实对监控员的要求是非常高的，需要他们有极高

的专业素养和应急处理能力，及时协调各部门进行处理。为

了加强监控业务的学习，葛颢把《公路法》、《收费公路管

理条例》、《文明收费站标准》、《集中监控工作规范化管

理细则》等法规细则烂熟于心，并养成了记笔记的习惯，坚

持总结一天所看所学。

通过日复一日的积累，葛颢对绿色通道车辆、特情车辆

处理、ETC 收费和移动支付、文件政策法规、司机投诉咨询、

监督提醒收费工作、故障的上报处理、外来人员调阅录像、

电子情报板的发布做了详细的归纳，编写了《监控员应知应

会手册》，使新来的同事快速熟悉掌握监控知识，得到了领

导的好评。

监控分中心是个具有“指挥、协调、参谋、服务”等全

方位职能作用的部门，经常有交通或公安前来查寻涉案线索

的情况，这就需要监控员当机立断、胆大心细。作为监控员，

葛颢多次快速反应，协助将警情得到及时处理。

一天，湖北警方来到高速监控大厅，需要监控员配合侦

破一起约 50 万元的烟酒盗窃案件。葛颢根据公安人员提供

的车辆牌照及时追踪车辆的行车轨迹，由于夜间光线暗有些

车牌号没有抓拍到，这时葛颢为了能帮助公安人员找到嫌疑

车辆，就积极想办法。她通过图像稽查逐一查找车辆，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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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辆车中一辆一辆寻找蛛丝马迹。为了确定车上涉案人员的

体貌特征，根据工作经验，细心的葛颢还调取了车辆通过所

辖路段收费站的监控录像，帮助警方尽快锁定涉案人员，第

一时间确定了车辆的行车轨迹和车上人员的体貌特征，为警

方实施抓捕方案提供了依照。

葛颢说，她们平均一天会接 400 多个电话，电话多时甚

至达到了 1000 以上，录入电子日志 200 多条。接听电话说

到嘴角抽搐，填报电子日志看的两眼昏花，书写手工日志写

的手掌发麻……

在监控分中心工作的 9 年里，葛颢接听电话约 70 万次，

录入电子日志 218240 条，监督提醒收费员 4032 次，发送收

费员违纪反馈表 432 条，处理司机投诉 672 起，配合外来单

位调阅监控录像 284 次，发布道理沿线情报板 154 条。

葛颢参加工作 10 年，9 个春节都是在单位度过。

2018 年的春节，下起了大雪。年初二是葛颢最后一个班

了。家人早早地来到单位接葛颢回家团圆。临近下班，葛颢

突然接到了路警指挥中心的电话：“大新方向 K2018 处，发

生事故，请发送情报板信息，提醒司机绕行。”

葛颢马上去发布电子显示屏信息，发布之后逐个确认

时，发现许亳枢纽北电子显示屏不显示。她马上联系运维人

员去维修。等处理完毕，已经是深夜 8 点多了，但想到能为

同样奔波在路上的司乘人员做好服务，葛颢觉得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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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问葛颢。在这个岗位这么多年不觉得很枯燥无味

吗？

葛颢说，从小受英模人物的影响，在这个岗位越久，就

会越觉得“别人把我们当作希望，就不能让他们失望”，况

且自己坚持的初衷就是能够尽己所能帮助到群众。

做事讲原则，在监控分中心出了名

葛颢刚进监控室时，有一次上夜班，收费班一位收费员

当班打瞌睡，葛颢作了提醒，过了不多久，这位收费员还是

打瞌睡。葛颢给她出了反馈表。这位收费员知道后找到她，

说了很多难听的话，吃饭的时候碰见葛颢也不搭理。

葛颢觉得很委屈。领导知道后找她谈话，表扬她秉公办

事是对的，鼓励她正确对待，使她坚定了忠于职守的信心。

为了化解矛盾，取得同事们对监控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葛颢不厌其烦地找到那位收费员，一次次与她沟通，向她讲

明后果，最终得到同事们的理解。

监控工作，既要仔细，又要认真负责，不怕得罪人，否

则就起不到监控员的监督作用，葛颢曾经说过：“既然领导

信任我，把我放到了监控这个岗位上，我就要对领导负责，

为单位着想，不怕得罪人，对当班监控发现的问题，绝不包

庇隐瞒。”

集体至上，为公司赢得荣光

鉴于葛颢的出色表现，2013 年省公司举办“党章知识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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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的时候，公司领导第一个想到了她，在征求她的意见时，

葛颢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党章知识竞赛”是省公司举办的一次“学党章、用党

章”团体比赛，分为必答题、抢答题和风险题。必答题、抢

答题还好说，面对一道道风险题，葛颢犯了难，要把整页的

答案一字不落的背下来才能得满分。为了能够准备好这场比

赛，葛颢对自己提出了苛刻的要求，那就是先要把党章 62

页内容从头至尾一字不落地背下来。

从此，每天从早上到深夜你经常能在会议室里看到葛颢

的身影。不到半个月，葛颢终于完成了这个目标。一同参加

比赛的同事向葛颢请教快速记忆的方法，葛颢笑着说道，哪

里有什么记忆的方法，只不过是多付出一些时间和精力。终

于，葛颢所在的团队获得预赛成绩第一名、决赛成绩第三名

的优良战绩。

2018 年，省交通工会举办河南省收费员监控员职业技能

竞赛大比武，项目内容多、比赛标准高、备战时间长、心理

压力大。面对上千道的习题库、成册的实际操作内容和并不

擅长的工间操舞蹈，葛颢下决心要啃下这块硬骨头。

3 个月的备赛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刚开始的笔试环

节葛颢的进度并不快，怎样才能又快又对的做好规定的任务

呢？葛颢向身边的同事请教提高效率的方法，并一次次地去

实践。每当别人进入梦乡的时候，葛颢还在办公室一遍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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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习题，刷新自己的做题效率。

同事们都说：“葛颢，你真刻苦”。

葛颢却说：“我不怕吃苦，我不能辜负领导对我的期望”。

通过不懈的努力，葛颢形成了一套自己做题的方法，几

乎每次模拟考试都能取得满分的成绩。实际操作环节，葛颢

在规定时间内总是完不成，一遍不行十遍，十遍不行二十

遍……每练习一次需要一个小时，为了能够正确地完成，葛

颢经常通宵达旦的练习。

公司领导看到葛颢这样努力，担心她承受不住，多次劝

她：“身体要紧，不要因为比赛搞垮了身体。”

同事们都说她：“真傻，为什么这么拼命？”

葛颢只是笑了笑说道：“因为这是我的工作，我必须要

完成。”

到了比赛后期，每天的训练任务很重：上午要训练实际

操作，中午练习笔试，下午练习队列，晚上要加练工间操。

有的同事因为压力大，在备赛过程中产生放弃的想法，葛颢

这时向同事传授提高做题准确率的方法，在完成自己训练任

务的同时，挤出自己宝贵时间帮助同事练习实际操作。

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葛颢取得了“河南省收费员监

控员职业技能竞赛”个人全省第五名、高发第一名的优异成

绩，荣获“河南省交通劳动奖章”。

同事心中的“知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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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同事的交往中，葛颢真挚待人。有一次上班前一天，

葛颢突然得了病毒性重感冒，持续高烧 39 度不退，扁桃体

严重发炎。医生建议她在家休息调养，而她也只是打了一针

退烧针，吃了点儿药，依然像往常一样准时去上夜班。当时

监控人员少，葛颢所在的班组只有两个人，一同值班的同事

不舒服，葛颢丝毫没有考虑自己，而是让同事去旁边休息，

自己替同事值班。如果不是第二天早晨病情恶化无法坚持，

同事们根本不知道葛颢已经强忍身体病痛坚守了一夜。

一天夜班，8 点左右，同事小王接到电话，她的父亲病

重住院。葛颢得知后，马上对她说：“你快回家吧，工作交

给我来做。”小王走了，300 多平的监控大厅只有葛颢一个

人，她感到肩上的担子很重：“一定要保质保量把这个班上

好，不能出差错。”她打起十二分精神，认真去做每一项工

作。直到第二天接班人员的到来。

忠孝难全，坚毅方显本色

2013 年的一天，葛颢的父亲突发心梗，正在周口值班的

葛颢得到消息后决定立即回到父亲身边探望、照顾。

正在她准备搭车回郑州的时候，接到了父亲打来的电

话，电话那头，父亲用含糊不清的声音有气无力的挤出一句

话：“工作最重要，你不要回来，我没事。”

葛颢焦急的说：“可是，我要去照顾您啊！”

父亲急了，说：“不用担心我。”葛颢的眼泪夺眶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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拗不过父亲，葛颢挂断了电话，嘱托母亲、丈夫照顾好父亲，

及时调整好心态，葛颢又重新回到监控大厅继续工作。

休班后，当葛颢赶到医院看望父亲才得知，父亲已去北

京做了支架手术了，因怕影响她工作，没有告诉她。了解情

况的葛颢忍不住流如雨下。

2018 年的收费员监控员职业技能竞赛期间，为了能全身

心的投入备赛，葛颢把刚满周岁的女儿送到了老家照顾。

一天，女儿生病住院，父亲发来的视频里，女儿挂着吊

瓶，哭着喊着找妈妈。母女连心，葛颢的泪水瞬间流满了脸

颊。

作为母亲，她何尝不想自己的女儿，何尝不想尽一个母

亲的责任，给女儿一个温暖的依靠啊！但是比赛迫在眉睫，

如果在这个时候分心，很有可能前功尽弃。一边是生病的女

儿，一边是工作，经过再三的考虑，葛颢嘱托丈夫和家人照

顾好女儿，自己则转身投入到紧张的备赛之中。

父母过生日，葛颢带着全家去了饭店。刚点好菜，接到

了单位打来的电话,需要葛颢迅速赶到单位处理一件棘手的

工作。葛颢没有多想立即就答应了。但回头看看一桌子的菜

和围坐在桌边一个个满怀期待的眼神，葛颢只好抱歉地向家

人说明了原因，不顾家人的劝阻，立即赶赴单位。

由于当天没有班车，葛颢只好提着行李先从家乘地铁转

公交到长途汽车站，然后搭乘大巴车到周口，再乘出租车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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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多公里外的单位。下午 1 点从家出发，到单位已经将近 7

点，这种感觉“跋山涉水”的情况在葛颢看来已成为常态。

想想自己对家人的愧疚太多了，在他们最需要自己的时

候不能回到他们身边；把所有的家庭重担都压给了年迈的父

母，放在了丈夫的肩上；很少让女儿沐浴家庭的温暖，感受

母亲的关爱……再看看这些年来为单位赢得的荣誉，回忆起

自己成功那一刻，同事、家人、朋友对自己的认可，一件件

事、一句句话，这就是自己前进的方向。

这就是葛颢，一名普普通通的高速公路监控员。没有荡

气回肠的豪言壮语，没有惊天动地的英勇壮举，有的只是日

复一日的辛勤付出和无怨无悔的默默奉献。她用一个个生活

的点滴、工作的片段，抒写着不平凡的人生。她就像一颗小

小的铺路石，牢牢地镶嵌在高速大道上，用无悔的青春和全

部的热情，在监控这个舞台上演绎着属于自己的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