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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个性”而出彩的筑路人

宛龙公司协调处副处长 张文献

张文献，现任河南宛龙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协调处副处长。张

文献曾在部队“大熔炉”里度过十个春秋，经过淬火锤炼，养成了

吃苦耐劳、敢于担当、雷厉风行的良好作风，磨练了坚强的意志

和信心。他从部队转业后，2006 年进入高速公路工作。十多年

间，默默奋战在高速公路建设一线，不吝自身，踏实肯干，工作

成绩赢得了单位领导和同事们的肯定。

在周南项目期间，这位性情耿直的中年汉子走村入户上工

地，进机关找领导，多方奔走为项目，一身正气干工作，殚精竭

虑不言苦，看尽冷眼从不气馁，凭借着一往无前的干劲，周口境

内土地征用、附属物拆迁、施工环境保障、改路改渠、地方政府

资金拨付等各项工作顺利推进，为工程顺利实施打通梗阻、优化

环境、保驾护航。他以自己的坚守与奉献，诠释了新时代共产党

人的责任与担当。

在急难险重任务中被委以重任

张文献负责周口市境内的协调工作，但领导安排他既抓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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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又要抓扬尘污染防治，还要督导上跨漯阜铁路工程施工，后

期房建进度慢，领导又安排督导房建工程，公司压给他的担子可

不轻。他每天要在路上来回跑几百里，不分日夜明查暗访，督导

施工现场，发现问题及时解决，而且手腕硬、作风强，坚持原则，

敢于负责，不讲情面。正在融入骨子里的忠于职守、铁面无私、

勇于挑战精神，使他把协调各项工作干实干成、干出了精彩。

“得罪人的事谁都不想做，但工作得有人管，为了工程建设

我必须去做。”回想起一年多环保督工作，张文献感触颇深。在

2018年初环保形势严峻时，公司领导专门“点将”，让他承担环保

督查这一重任。张文献感觉“压力山大”，但他没有退缩，而是勇

于“亮剑”、敢于“执法”：对于不按环保要求施工的，绝不姑息迁

就，开的第一张罚单就是 2.5 万元，其中最大一张罚单是 10万

元，先后对 6个工区开据了 8张罚单，共计 20余万元。即使违

反环保要求、交了罚款，也必须限时整改到位。如此，效果很快

显现出来了：他所督查的路段均能够严格按照环保要求施工，在

多次环保督查中，周口境内均未出现任何问题。

张文献日常就在工地一线，在施工中质量安全方面的，他只

要发现问题，不管份内份外，他就指出来，盯着标段整改。慢慢

地，他成了不受待见的人。标段人员说他“不懂事理一根筋”，甚

至背后骂他，但他却不以为然，“为了工程质量，我不在乎挨骂，



3 / 13

就把挨骂当成工作中的一部分吧！”在环保督导严格时，有的标

段想请张文献吃喝，套近乎让他网开一面，就给他炒了两个菜，

他严词拒绝，坚决不去吃。“干好工作最重要，不在标段吃喝，

管起来就硬气。”张文献这样认为。其实，张文献并非不懂人情，

服务区供电需要协调电力部门，这本属于房建标段的事，他也积

极协调解决。在督导房建施工时，看似“不近人情”的张文献，却

自掏腰包 1200元为房建施工人员买西瓜。

“不该操的心也操心，不是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也干，甚至

背后挨骂，何苦呢？”有同事这样提醒他。张文献淡淡一笑。“让

我睁只眼闭只眼我做不到，工作干不好，没法对得起公司领导和

同志们对我的信任啊！”张文献不仅这样说，更是这样做的。在

改路改渠中，地方有的部门想让项目公司在赔偿井、坟上出费用，

他坚持原则，公司不应该出钱的坚决不出。有人说他“死脑筋、

不会变通”，但他坚持不干对公司不利的事情。

“工作不在我手里延误，事情不在我手里断线。”是张文献始

终坚持的工作理念。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公司，一旦工作需要，有

时候连饭都来不及吃，风雨无阻赶往现场。2017 年夏季，正是

征地拆迁的关键时期，张文献突然感觉身体适，不得不放下工作，

住进了河南省人民医院。“文献，病情怎么样啊？你不要操心工

地上的事儿了，好好看病吧！”深知张文献是个干活不要命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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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狂”，公司主要领导旋即打来电话，千叮咛万嘱咐要他静下心

来看好病。

医生也建议他住院休养，可他就是安不下心，一天从早到晚

不停地往工地打电话。一周后，刚刚好一点，他就“忍不住了”，

办理出院手续后就心急火燎地搭乘公共汽车直奔工地。“自己的

身体自己最了解，病可以拖一段治疗，关键时刻工作不能耽误，

在工地反倒觉得比医院心情舒畅”。依然带病坚守岗位的张文献

每每提起这段往事，便病痛全忘，干劲十足。

征地拆迁的行家却成了“钉子户”

“工作是干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干就要全身心地投入。”

这是张文献在工作中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也正是因为这种抓

工作的韧劲，使他成了周口市县国土部门出了名的“钉子户”。

周南高速属于 PPP 项目，征地拆迁工作任务重、压力大、

涉及面广，协调工作必须打头阵、尽快展开。但负责周口境内协

调工作的只有他一人，沿线途经周口市商水县、4个乡镇，30多

个行政村，施工 17.12公里，要和市县乡等二十多个政府部门打

交道，工作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公司相信我，把协调工作交给我做，我就得把它做好。”

张文献是一个“认死理儿”的人。此言不虚，他干工作的确从来不

“耍滑头”，还特别较真，有一股韧劲。他到周口后做的第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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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深一脚、浅一脚，白天跑不完，摸黑加班跑，跑遍了周口境

内的主线道路，正是做到了“多跑、多问、多了解、多掌握、多

沟通”，使他掌握了解协调工作全部现状第一手资料。征地勘察

地界本不属于张文献的事，但他为了不造成用地遗留问题，避免

后期出现群众上访、闹事，他在炎热的夏天钻进玉米地搞清地界，

浑身又痛又痒也坚持做完。

征地拆迁向来就是项目建设最难啃的“硬骨头”。在附属物清

表阶段，商水县有一段路群众的房屋、蔬菜大棚等设施较多，群

众对征地拆迁补偿方案意见不一致，征迁难度较大，工作一度停

滞。“怎么办？还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张文献没有丝毫

犹豫，开始起早贪黑地开展走访活动，深入田间地头与群众交流，

了解群众心理动向，掌握群众所思、所想、所盼，甚至把相关地

块群众的家庭人口、户主性格及基本诉求等情况，摸得一清二楚。

有了最基层的第一手资料，张文献心里也有了底气。随后，

他直奔市县指挥部和相关乡政府，逐一进行反馈，为商水县乡两

级“因户施策”推进征地拆迁工作提供了准确可靠的信息支持。但

张文献深知，这并不是句号。于是，他又积极配合地方政府部门

做好群众安置工作，多次召开工作协调推进会，制定完善了“接

地气”的征拆方案，完善操作规程，征地拆迁工作实现了“四统

一”：方案统一、计算方法统一、执行标准统一、实施人员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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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到了进展顺利、群众满意。

“施工现场灯火通明，挖掘机轰鸣着把现场的大棚、房屋一

一拆除，创造了一夜之间清表 2公里的‘加速度’！”回想想起那天

晚上热火朝天的拆迁场景，张文献坦言“至今仍历历在目”。“这

次征地拆迁之所以能打漂亮仗，张文献功不可没”土建一标项目

经理李顺红说。这次行动不仅打开了周口境内征地拆迁新局面，

极大地鼓舞了沿线各参建方的士气，并给其他地市征地拆迁提供

了有益借鉴。

征拆工作刚打开局面，紧接着就进入土地组卷阶段。土地组

卷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作，需要经过多次研究，准备多项材料，

一级一级审批等，使得土地组卷工作历时较长。怎样才能早日完

成土地组卷工作？张文献开始动心思，“工作不怕慢，就怕停，

舍得下脸面，紧盯坐催的方法就好使”。于是，他随身携带资料，

每天早上八点准时出现在国土局相关股室。来了干什么？张文献

“很有眼色”，先是帮助人家打扫打扫卫生、烧烧水端杯茶，主动

为经办人员打打下手。很快，双方熟络起来。后来他干脆买个“小

马扎”坐在相关股室门口，随时准备为经办人员服务。

动人以言者，其感不深；动人以行者，其应必速。时间一长，

国土局上至局领导、下至办事员都认识了宛龙公司这个充满干劲

的“钉子户”。他们直言，“张文献这个‘钉子户’让人受不了，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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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事，厚着脸皮，不怕吃闭门羹，不怕听难听话”，但也被他这

种“钉子”精神所感动。为此，许多工作人员放弃休息日，日夜加

班加点组卷。功夫不负有心人，土地组卷工作以最短的时间完成

并上报至省和部，得到国土部的批复。

周口境内的征地拆迁工作在滞后其他地市一年的情况下，经

过张文献的不懈努力，周口市率先完成征地及附属物拆迁任务，

地方资金到位第一，划拨土地不动产权证、服务区经营性土地证

均第一个办理完成。张文献责任心强，作风硬，在征地拆迁中成

为了一面旗帜，发挥着重要的引领作用。他本人被宛龙公司授予

2018年环境协调特殊贡献奖。

张文献结合自身经历，还总结出 PPP 模式下高速公路建设

的几点经验：一是征地拆迁方面，在建设期间，把改路改渠纳入

征迁范围一次性征完，施工过程中不用再征便道用地，避免与沿

线群众产生不必要的纠纷。二是在项目手续办理上，规划许可证、

施工许可证、划拨用地使用证和经营性土地使用证以及服务区加

油站消防手续同步办理，避免在后期办理手续时造成人力、物力

浪费。三是在 PPP 框架投资协议、经营权协议签订后，推动地

方一次性完成项目入库和资金拨付，避免地方分期拨付审批程序

繁琐，造成资金不能及时到位。

“协调工作并不是吃吃喝喝，只要你拿出真心实意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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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吃喝照样能解决问题。”张文献认为，“难为的事情会碰到，但

只要把公司的事当做自己的事，积极想办法，就能解决，协调工

作就是如此”。他对工作的执着，深深地感动了地方政府有关部

门的领导和工作人员，甚至领导会上拿张文献作例子，要求学习

张文献的“钉子精神”，学习他抓工作的作风。商水县田林县长到

工地检查工作，没有其他人打招呼，只带张文献陪同，因为他知

道，张文献最了解情况，而且人实在、讲实情。周口市交通运输

局、商水县周南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先后向宛龙公司发函，建议

表彰张文献这个“钉子户”。

在协调各方中发挥“润滑剂”作用

俗话说得好：打铁还需自身硬，绣花要得手绵巧。张文献深

知，在协调工作中，平时要和十几个政府部门打交道，每个部门

都有专门的工作流程及相关政策。如果不迅速了解掌握这些知识

和政策，协调工作将会遇到“中梗阻”。

为在短时间内迅速了解掌握这些知识和政策，张文献专门买

了一大堆书籍，晚上挤出时间学习，做好笔记，白天去政府部门

时向工作人员请教。很快，他就从一开始的“一知半解”到熟知各

项政策知识和业务办理流程，并且将掌握的这些知识融会贯通，

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成为协调各方的“润滑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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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上半年，正是高速施工的大好季节，然而周南高速

商水县境内施工单位工作中出现问题：已有土方资源不能满足工

地需要，如果征用耕地费时较长，花费较大。施工单位经过认真

研究，认为可使用当地棚户拆迁区的砖渣废弃物替代缺口的路基

填料。得此消息，张文献迅速行动，帮助施工单位联系、协调指

挥部等相关部门，甚至为施工单位提供富有建设性的意见予以完

善。经过专家充分论证，可以使用部分砖渣废弃物进行路基填筑。

在价格协调工作中，张文献充分听取当地群众意见，并积极向市

县指挥部和公司反映群众诉求，最终定位了一个各方都满意的价

格。施工单位共利用建筑废弃物填筑路基近 150万方，节约占地

2500 余亩，不仅有效地解决了废弃物堆放问题，而且还节约了

资金和时间，保护了耕地，发挥了良好的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

上跨漯阜铁路工程施工是周南高速周口境内的一个重要节

点性控制工程。上跨漯阜铁路工程要施工，自然离不开大型商混

站，而且这么大的工程对商混站的规模、设备、工艺以及水泥混

凝土的标准要求都特别高。如果自己建站，一个站仅设备就需要

300多万元，需要临时征地青苗补偿款 6.24万元。“且不说多花

钱的事儿，单单订购设备、征用土地、办理各种手续等等，就需

要耗费大量时间，没有两个月很难拿下。”回想起当初遇到的这

一难题，张文献仍记忆犹新。



10 / 13

可是，眼看施工日期日益临近，爱琢磨事的张文献坐不住了，

“办法总比困难多，想尽办法总能干成”，他决定出去“转转”。接

下来的一周内，他把周边 10多家商混站跑了个遍。最终，找到

了一个符合这一重大工程要求的商混站。而后，他就与这家老板

面对面，谈条件、议价格。经过一番较量，价格最终也降下来了，

比原来供应的混凝土的价格每方减少了 80元，仅此一项为周南

项目节约资金 39.2 万元。这家企业老板又亲自跑到西安、新乡

等地实地考察，按照工程要求寻找符合标准的高标号水泥、砂石

等原材料。缠绕大家心头多日的难题，一下迎刃而解。期间，张

文献没有吃过商混站一顿饭，老板很是感动，并专程到宛龙公司

送来一面锦旗。

家庭生活中他常是“缺席者”

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在工作方面投入的精力多了，就没

有更多的时间去照顾家庭。张文献选择将工作放在第一位，用丰

硕的工作成果来回报公司、回报家人。

2017 年上半年，正是项目全力推进关键时期，周口境内土

地组卷、征地拆迁、政府资金协调……多项工作千头万绪，必须

交叉同时推进。这一时期，协调工作让张文献忙得团团转，有时

一天要跑好几个地方。6月 8 日 19 时，从一大早忙碌到此时的

张文献，正集中精力协调征地拆迁工作。此时，随身携带的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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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出“嗡嗡”的振动，“唤醒”了他。

“爸爸，您心里真没有我吗？别人家的孩子都是父母陪着高

考，您可好，连一个电话也打……”手握电话，听到女儿哭着埋

怨，这一刻，这位从不向困难低头、一向信奉流血不流泪的老兵，

心潮澎湃、哽咽难语，躲在楼道的角落里，任由泪水洒满面颊。

是啊，这不能怪孩子，十年寒窗苦读，只盼高考这一刻。女儿的

“委屈”，他理解；女儿的哭泣，撞击着他心中最脆弱的那一面。

即便如此，女儿报高考志愿的时候，张文献依然脱不开身，没能

帮助女儿“参谋”填报志愿，在孩子重大的人生抉择面前，他成了

无奈的“缺席者”。

这一年，让张文献今生遗憾的事情发生了：年迈的老父亲患

冠心病、肺气肿住院一个多月，家人怕耽误他的工作没有告诉他，

直到父亲临终前，才接到家人的电话。他匆匆赶到家中，看着躺

着的父亲却没能和父亲说上一句话，而从此父子阴阳相隔，张文

献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的情感，心酸的眼泪流个不止。是啊，父亲

住院期间，他没有请假照顾一天，全部由妻子照料陪护。

“你爹住院多次吐血，就你忙，家里的事儿你一概不管不问！”

父亲丧事期间，看着心力交瘁的妻子，听着她不停地“埋怨”，张

文献百感交集。尤其是得知父亲去逝前为不打搅儿子工作，早早

在家人陪伴下照好相，把叠好的寿衣整齐地摆放在抽屉里，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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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洗脸、刮刮胡子，而后安静而去时，他更是愧疚不已。

埋怨归埋怨，对于张文献的工作，妻子更多的是理解和支持，

这让张文献工作没有了后顾之忧。为了方便工作，单位在周口市

区为他租了房子。他早出晚归忙工作，平时吃饭只能凑合，经常

是煮挂面、煮饺子吃。妻子担心他身体会跨的，就提前给他包好

饺子冻起来，每次他回家时，都让他带上一大包。每当吃着妻子

亲手包的饺子，他脸上就会洋溢着幸福的味道。

张文献回家很少，家里家外全由妻子一人打理。“你是不是

离婚了啊，我都几年没有见到你老公啦！”邻居开玩笑地说。他

妻子一笑而过，因为她知道，张文献很爱家，一旦回到家中，他

就亲自下厨，做一大桌香气扑鼻的可口饭菜，陪家人一起吃饭谈

心，享受短暂的其乐融融家庭生活。“爸爸，我好好上学，你好

好工作，不再让你担心了！”饭桌上，女儿的绵绵细语让张文献

倍感欣慰，女儿的懂事儿也让他心中五味杂陈：孩子好像一瞬间

长大了，而自己陪伴孩子的时间却少得“可怜”。

“宛龙公司给了我成长进步、发挥作用的舞台，在这里，我

找到了归属感，找到了努力的方向，我想为项目建设多尽一份力，

再苦再累也觉得心甘情愿。”张文献的话语中流露出对公司的深

厚情感。

张文献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敢于担当奉献，执著不怕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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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默为高速施工保驾护航，为河南高速公路“化茧成蝶、翩翩起

舞”，向着高质量跨越发展添砖加瓦、增色添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