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杜的“秘方”

交投服务区公司汝阳服务区经理 杜 兰

柔弱的外表，坚强的内心，敢想会干的双手，充满智慧的经营理念，

18 年来，她在工作中发现并研制着抓好经营管理的一个个“秘方”，将一

个个不起眼的服务区打造成了高速公路上的星级田园驿站，成为全省服务

区管理的样板。然而，面对自己的生活，她却找不到任何“秘方”……

汝阳杜康河二仙桥头，有一棵 2800 年树龄的空桑古树，相

传当年杜康在此闻得树洞中有琼浆飘香，尝而甘美，后经反复勾

调，遂悟得酿酒秘方。从二仙桥出发，沿二广高速向北 22 公里，

是河南交投汝阳服务区，服务区经理杜兰，也有个“秘方”。

杜兰，川妹子，秀外惠中，为人低调内敛，待人热情似火，

被业内人亲切地称为“阿杜”。阿杜从小在部队大院长大，受环境

的熏陶，承袭了父母行端立正、雷厉风行的军人风格。并且，几

十年的河南高速生涯，让她身上兼具了北方人的耿直率真和川妹

子的泼辣干练。

生逢交通运输行业飞速发展的大时代，每一个交通人都在描

绘着心中的画卷。阿杜便是其中的一员，她挥毫描摹，孜孜不倦。

干工作充满激情，搞经营充满智慧，抓管理勇于创新。十几

年来，阿杜走到哪个服务区，哪里就会发生巨变，哪里就会成为

全省服务区管理的样板。18 年来，她集“先进工作者”“三八红旗



手”“优秀共产党员”等 21 项荣誉于一身，在她的带领下，“全国

优秀服务区”“全省先进服务区”“最佳管理服务区”等一项项荣誉

应运而生。这一切，都成为了她根植中原，创新服务区经营管理，

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篇章的力量之源。

从“辣妹子”到“铁娘子”的阿杜

根在四川，身在河南。家在洛阳，却在纵横捭阖的河南高速

公路上踽踽独行，留下足迹串串。

1995 年，河南高速方兴未艾。23 岁的阿杜成为连霍高速洛

阳东站的一名收费员。而人们却不知道，洛阳东站从此多了一个

辣味十足的“小辣椒”。

1996 年 4 月的一天，阿杜正在值班收费，某职能部门的一

个车队驶入收费站区。阿杜在核查车型的时候，发现有一辆 8 座

客车，而领队却要以 7 座客车缴费。阿杜给他讲政策，他根本不

听，并说，“我成天从这里过，都是按 7 座收的，就你瞎认真！”，

阿杜说，“按规定标准收费是我的职责，我不做违反规定的事，

请您按章缴费”，长时间的纠缠后，该领队恼羞成怒，端起一杯

茶水劈头盖脸泼向了阿杜。

此时的阿杜满腹委曲，她站起身来，强忍泪水，严厉地说道，

“第一，今天你必须按规定缴费，第二，你要向我道歉！”

此时，该车队的领导闻讯而来，他了解情况后，对该领队进

行了严厉的批评，亲自给阿杜赔礼道歉，并对阿杜的工作态度给

予鼓励和表扬。从此，该车经过洛阳站时，均按 8 座车缴费。

天生的秉性，使她爱岗敬业，工作“较真儿”，7 年的收费工

作，从大车到小车，她都严格核查，累计为公司挽回通行费收入



6 万余元。而正是她的“较真儿”，使她在委曲和荣誉的陪伴下迅

速成长。

2001 年 4 月，阿杜被调任洛阳服务区办公室主任，从此便

开始了她漫长的服务区生涯。

初入服务区，她勤勉好学，克己奉公，学餐饮、学管理，她

把服务区的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在首次迎“国检”时，由于人

手少，她硬是把亲戚朋友十余人动员到服务区做义务劳动，不让

获取任何报酬。

凭着多年来对工作的专注执着和出色的工作业绩，2007 年，

阿杜被调往 300 多公里外的信阳服务区任副经理。

由于当时孩子还小，这一决定当即便受到了她爱人的强烈反

对，“一个女人家，跑那么远，还要不要家了？”，甚至提出了如

果去任职，就分手。

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和做家属工作之后，不服输的阿杜选择

了服从组织分配的决定。然而，到了信阳服务区，眼前的状况使

得她心中万分失落。信阳服务区原属个人承包，管理混乱，由于

房间紧缺，她要和主管会计挤在一张床上，宿舍内没有水，最近

的卫生间也在 200 米之外的广场上，生活条件异常艰苦。

当晚，阿杜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从小在富足环境中长

大的她，望着天花板，眼里噙满泪水，她想起了妈妈，想起了自

己温暖的家。

“无奋斗，不青春，人一定要能够吃苦，既然来了就要干出

个样子！”。她思绪万千，强忍着泪水暗暗鼓励自己。

她利用多年来的管理经验，从小处入手，从细节抓起，关心



员工生活，转变员工的精神面貌，一步步纠正过去自由散漫的工

作作风，管理工作逐步步入正规。当年，信阳服务区经营收入跃

居服务区公司前三位。

对工作强烈的责任感和各级领导的认可，使她总是被派到最

需要的地方开疆拓土，建章立制。

2007 年 9 月，阿杜通过公开竞聘，步入了服务区经理的岗

位。同月，禹州西服务区建成，阿杜孑然一身，带着干粮和水前

往赴任。刚建成的服务区，场地混乱不堪，建筑垃圾、脚手架随

处堆放，主楼不通水，没有任何家具，不具备居住条件。

此情此景，阿杜心中又是一阵失落与沮丧。但片刻过后，从

不服输的她便迸发出了挑战困难的激情与信心。

白天她和建筑单位沟通，察看当前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同时

验收固定资产，晚上三四点还在要广场上巡视，一日三餐是来时

自带的干粮与水，困了就在车里休息一会儿。就这样过了 10 天，

她不但摸清了服务区及周边乡镇的基本情况，并在上级领导的帮

助下解决了关键的水电问题，使原计划一个月内开通运营的禹州

西服务区在 15 天内具备了运营条件。

然而，总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由于建设工程款支付问题，

服务区周边村民二百多人集体冲击、围堵服务区，他们拉着白色

的条幅，进入服务区餐厅、超市，用渣土封闭服务区入口，封堵

经营场所大门，并手持棍棒闯入办公室，殴打员工，用手指着阿

杜的鼻子，恐吓她从他们的地盘马上离开。

此时，身后的小姑娘被吓哭了。然而，弱小的阿杜却临危不

惧，义正词严。在几百名壮汉面前，她面无惧色，厉声斥责，她



以超常的气势和胆识，将他们当场镇住。同时，为营造服务区健

康发展、和谐稳定的经营秩序，也为农民工权益着想，她晓之以

理，动之以情，逐步稳定局面，以一个女性独有的智慧和胆识平

息了这场来势汹汹的风波，赢得了村民的尊重和员工由衷的钦佩。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阿杜的成绩，都是用勤劳和

智慧浇灌出来的。由于禹州西车流量小，阿杜便在建设“绿色家

园”上开动脑筋，在她的带领下，她们开荒地、挖淤泥、筑水坝、

搞养殖，阿杜手上的茧子脱了一层又一层，禹州西服务区的“绿

色家园”风生水起。4.3 亩荒地得到开垦，4 亩闲置土地被合理利

用，水上水下，600 只鸭子、近千尾各色鱼类自由游弋，禹州西

服务区不仅实现了蔬菜、农副产品、禽、蛋自给自足的格局，而

且将部分产品送往分公司各基层单位，4 年间“绿色家园”累计产

值达 10 万余元。市级“文明单位”、全省“四星级服务区”、“最佳

服务区”等荣誉接踵而来。当年的《许昌日报》曾刊发题为《绿

色驿站》的专栏向社会宣传推介，同时，阿杜所打造的“绿色家

园”项目，开创了服务区“绿色家园”建设开了个好头，成为了引

领“绿色家园”建设热潮的样板之作。

从此，阿杜便落下了“铁娘子”称号。不怕“辣”、能吃苦，敢

闯会干，便是阿杜的第一个“秘方”。

洗男便池的阿杜

快速发展的经济社会，行业服务需求在不断提升，以固化的

思维搞经营管理，必将无法融入这个时代。

2011 年初，阿杜调任汝阳服务区经理。对事业的专注和忠

诚，是她人生的最大的追求，无论走到哪里，都会留下她的印记，



都会结出文明之花。

途经二广高速汝阳服务区，你会感到一种不一样的清新。广

场干净整洁，绿植清新怡人，标牌指向清晰，田园文化氛围凸显。

闻着气味找公厕，这是以前对旅游公厕的诟病。然而，在汝

阳服务区，你会眼前一亮。

经常跑这一线的山西货车司机王师傅说：“到汝阳服务区去

个洗手间，撩起门帘，你都不好意思下脚，生怕在洁净的地砖上

留下脚印。而且进入卫生间，从来没有公厕的味道，我都不知道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其实，这是阿杜的第二个“秘方”。

在客流高峰期，卫生间每天有几千人次的客流，一天下来，

特别是男卫生间，“跑、冒、滴、漏”现象十分严重。拖把不停地

拖，一便一清，但拖把上永远都有洗不净的味儿。夜晚客人少的

时候，即使便池再三冲洗，地面吹干拖净，刺鼻的味道依然存在。

问题到底在哪儿？夜深人静，阿杜与保洁人员进入男卫生间，

蹲在便池边上找原因。

“光滑的砖面上不可能有，残留很可能在地砖的缝隙之间，

在小便池下水口处！”阿杜好像发现了原因所在。她下手将便池

下水口的滤网取下，将巴氏消毒液稀释后，一个个地清洗，然后

对地砖缝一条条地进行洗刷、浸泡，洗刷完后，再用消毒液、清

水冲洗。

走出去，再进来，异味没有了。自此，每天洗刷便池滤网、

下水口、地砖缝便成了卫生间保洁的一项规定程序，汝阳服务区

的厕所从此没有了厕所的“味道”。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有关“厕所革命”的重要批示中指出的，

抓厕所革命，从小处着眼、从实处入手，是提升旅游品质的务实

之举。

阿杜的精细化管理，涵盖了服务区管理的方方面面，是出了

名“精细”。大到服务区服务设施的布局规划，小到广场路沿石缝

隙中的尘土，从服务员文明用语的语调，到员工仪容仪表、工号

标识的佩戴，她都作出了明确的要求。

“阿杜在，我们放心”，一位领导这样说。

2015 年首届“全国百佳示范服务区”迎检，需要对几个侯选服

务区进行全方位的提升，派谁呢？服务区几位领导不约而同地想

到了阿杜。自此，阿杜不舍昼夜，既要做好自己服务区的管理工

作，还要奔波于其他侯检服务区，用她多年来高标准的管理要求

和女性特有的细腻敏锐，在创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公司所

辖 4 对服务区顺利荣获“百佳”称号。

2017 年，第二届全国“百佳”迎检，阿杜再履使命，起早贪黑，

无私奉献，将自己的经验做法倾囊相授。

虽然汝阳服务区车流量小，不在“百佳”侯选之列，然而，在

“国检”验收组途径汝阳服务区时，不经意的一瞥，使检查组专家

对服务区的经营管理大加褒扬，连连称道，并录下视频向全国创

建专家群进行专题推介。

“好了伤疤忘了疼”的阿杜

阿杜很会聊天，阿杜又不会聊天。

经常和阿杜接触的人都知道，和阿杜聊天，不超过 3 句，她

便能把话题聊到她的服务区，聊到服务区经营管理上，并且，滔



滔不绝。她说，她是为服务区而生的。

家里的油烟机脏了，打个电话，200 块钱左右，有人帮你洗。

但是服务区后厨长达数米的大型油烟机脏了，咋办？

阿杜说，咱们自己洗！话未说完，她便会第一个登上灶台。

平日里那么爱干净爱整洁的阿杜，此时俨然是一名专业地道

的油烟机清洁工。当油槽内黑乎乎的油污被她用双手挖出来的时

候，当她用铲刀将油腻的污垢一片片铲下来的时候，油污滴在了

她的脸上，滴在了她的衣服上，她却视而不见。

“经理，慢点，小心脚下，别再滑下来了。”同事善意地提醒。

的确，她不是没掉下来过。上次洗油烟机，她从 1 米多高的

灶台上重重地摔下来，并且半个身子落在了排水沟中。她当时站

都站不起来，坚硬的地沟边缘将她从脚到腰擦出一长片血红的划

痕……第二天，她整条腿都肿起来了，可她却一瘸一拐地开始了

她的正常巡查。

对事业的执着追求是她最大的快乐，在阿杜的人生辞典中，

有着太多太多的敬业奉献，唯独没有安逸。

但这次阿杜真的不会聊天了，她说不出话了。2012 年，阿

杜做过一次声带息肉手术，2017 年迎国检期间，杜兰带领全体

员工，秣马厉兵，不舍昼夜，旧病复发。

迎国检千头万绪，责任重大。她隐瞒病情，带病工作。国检

评定结束，十九大、十一黄金周接踵而来，而后她又带队参加全

省餐饮博览会厨艺大赛。

直到 2017 年 11 月下旬，阿杜彻底失声。这才在领导和同事

的催促下，到医院进行了手术，术后要求禁声半月。然而术后不



到一周，阿杜就回来了。半月后复查，她未遵医嘱，充血严重，

至今仍无法痊愈，留下了严重后遗症。

对自己身体毫不吝惜地“摧残”和对他人无微不至的关怀，已

经是阿杜多年的习惯。她考虑问题事无巨细，严谨周到，对待员

工宽严有度，严中有爱，与员工谈心，解决员工思想问题，深入

了解家庭情况，解决员工实际困难。在工作和生活中言传身教，

亲自动手做特色小吃，教员工擀面条、蒸馒头等，使一些年轻的

员工不仅体会到了服务区大家庭的温暖，而且学到了必备的业务

技能和管理方法，使年轻人在服务区精细化管理的大环境中得以

快速成长。

阿杜，一个喜欢“聊天”的人，怎么可能做到禁声？用身体挑

战工作，把生命融入工作，这是阿杜的又一个“秘方”。

让“农耕文化”增效的阿杜

一个能把服务区灶火旮旯和公共厕所管理得井井有条的人，

似乎没有哪个环节不能出彩。而事实也的确如此。

服务为本，效益优先。服务区的经营管理，不仅需要优质的

服务，更需要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汝阳服务区作为控亏

服务区，如何降本增效，考验着服务区管理人员的经营思路和智

慧。为降低经营，阿杜严格落实阳光采购制度，她与管理人员一

起调研市场，比质论价，管控成本。当这些既有规定得以执行时，

阿杜又开始酝酿新的“秘方”。

“打造特色园区，营造独特的农耕文化氛围，让微观效应带

动整体效益”的开发思路迅速在阿杜的脑海中形成。

阿杜带领员工，开动脑筋，拓展思维，自己动手，维修、制



作、改造，废物利用，投入资金 4500 元，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

完成了某设计公司 14 万元的设计项目，以最小的资金投入打造

出了一幅具有独特“农耕文化”氛围的醉美画卷。

在汝阳服务区小憩，你会看到，红花绿草间，富有创意的恐

龙造型彰显着汝阳“中国恐龙之乡”的文化底蕴。小树林的草地上，

你会看到一群羊妈妈领着欢蹦乱跳的小羊在树林里吃草的悠闲

场景。

顺着“生态种养园”的指示牌前行，眼前更是一派旖旎的田园

风光。桃树、石榴树相映成趣，果实累累；脚下的路，路边的墙，

墙上的景，景中的画，栩栩如生，维妙维俏；园内莲湖边上不起

眼的踏脚石，勾描一枝荷叶，彩绘一朵莲花，妙趣横生，匠心独

俱。

采摘园内，辣椒红了，茄子紫了，丝瓜摇曳，南瓜安卧，绿

菜青葱。

养殖园内，孔雀、珍珠鸡展翅比美，鸡鸭成群，相谈甚欢。

农耕园内，陈年的织布机、纺花车，年轻人未曾见过农具、

老物件让人驻足凝思，思绪被倒回到久远的岁月。

美食园内，大锅灶让人体验着野炊的乐趣，美食架下，成排

的看瓜好似一个个金黄色灯笼，触手可及……

可口的美食、新鲜的有机菜、土鸡蛋，吸引了大量的游客，

采摘的、散步的、拍照的络绎不绝。

几年来，汝阳服务区种养殖区域面积已达 4.8 亩，种植种类

30 余种，养殖山羊 29 只，鸡鸭鹅 100 余只，珍珠鸡、孔雀等 10

余只，目前市值已达 5 万余元，年产出肉、蛋、菜类用于补贴员



工餐 2.9 万元，年均销售额 2000 元，8 年累计产值 24.8 万元。

留住了客人，自然就能产生效益。8 年来，汝阳服务区从最

高控亏 174 万元，完成过最低控亏的 105 万元，阿杜和她的团队

在这个过程中付出了太多太多，他们精心打造的“农耕文化”氛围，

浸润在服务区的角角落落，成为汝阳服务区提质增效，服务司乘

的一道亮丽风景。

没有“秘方”的阿杜

人生总有缺憾，敢想会干的阿杜，也有无可奈何的时候，也

有嚎啕大哭的时刻。18 年的服务区生涯，她将人生中最绚丽的

时光留在了这里，奉献给了过往司乘，而在她的内心，却留下了

永远的伤痛。

说起母亲，阿杜的心都碎了。说起母亲，阿杜有止不住的泪

水。此时，她没有任何“秘方”。

阿杜常年驻守服务区，83 岁的母亲与哥哥在成都生活。身

体一直硬朗的母亲，两年前因脑溢血住院，期间阿杜回成都匆匆

几天便又返回单位，没有时间床前照料。

每逢节假日，都是服务区最忙碌的时刻。多年来，阿杜的春

节都是在服务区陪着员工度过的。2018 年春节前，哥哥来电话

说母亲出院后身体大不如前，看春节能否回成都陪母亲过个年。

阿杜想着这么多年愧对母亲，给领导说明了情况，领导当即就同

意让她回家陪陪母亲。

2018 年 2 月 1 日，郑东新区一场突如其来的火灾打乱了她

的计划，全省范围的节前安全检查开始了。服务区作为春节客流

的聚集区，安全责任十分重大，无奈的阿杜只好给母亲打电话，



说没有买到车票，等过了春节就回去陪她。

3 月 13 日，还没有来得及回家的阿杜到附近村子收集农耕

器具，突然哥哥一个电话让她措手不及，母亲再次脑出血，失去

意识，生命垂危。

平日里坚强乐观的阿杜瞬间被击跨了。她在车里嚎啕大哭，

哭了一路，哭成了泪人。她无奈，她恨自己，人世间最浓的亲情

就这样如烟般消散了。

后经多方抢救，母亲虽然保住了生命，但仍然没有意识，她

再也无法认出眼前的女儿了。

每当夜深人静，每当忙碌了一天的阿杜回到宿舍的时候，那

份强烈的思念和隐隐的伤痛便会涌上心头，挥之不去。

然而，情感的牵绊终究无法撼动她执着的内心，每天，当天

边第一缕晨光出现之时，一个坚毅的身影依然会巡回在服务区的

角角落落，年复一年，落下一串串殷实的足迹。

路要认认真真走，不留遗憾。阿杜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