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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栾高速路上的养护尖兵

中原高速平顶山分公司养护部职员 郭晓涛

郑尧高速，像一条飘逸的彩色绸带，延伸至伏牛山区。

葱绿的边坡，朵朵格桑花点缀其中。两旁生机盎然的田野中，

散落着红色的民房，与远处巍巍青山浑然一体，“诗和远方”

尽收眼底。

中原高速平顶山分公司养护部职工郭晓涛，就负责管养

这彩带中的 50 余公里。十年来，他兢兢业业、勤勤恳恳，

像对待自己孩子一样呵护着郑栾路上的一草一木、一桥一

路。由于常年出外勤作业，风吹日晒使得他黝黑的皮肤闪烁

着倔强的光泽。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做好道路管养，让每一

位途径郑栾高速的司乘感到温馨舒适。同时他还是一名热心

公益事业的“无名英雄”，用一己之力，资助七位贫困学生，

圆了他们的上学梦，成为他们心目中真正的“英雄”！

养护尖兵的“初心使命”

2010 年 6 月，郭晓涛随着取消干线公路收费站的洪流，

转岗到了中原高速平顶山分公司，由于学的是公路与城市道

路专业，所以被安排在分公司养护工程部工作。本以为专业

对口，信心满满的郭晓涛刚踏上工作岗位，就遇到了各种困

难。他到岗后的第一项工作任务就是带领工人上路做绿化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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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沿途栽种的苗木繁多，很多郭晓涛根本叫不上名字，一

个上了年纪的工人毫不客气的说：“一个毛头小伙子，啥也

不懂，凭啥管我们呐！”这句话深深刺痛了郭晓涛，他凭着

一股倔劲儿，查找各种资料，了解掌握苗木的种类、生长习

性，反复练习掌握打草机、绿篱机等设备的操作技巧。在一

次苗木修剪作业中，几名新工人一直操作不到位，郭晓涛见

状，直接背上打草机、扛起绿篱机给他们示范，告诉他们：

“要干咱就把它干好！”那位当初瞧不起他的老工人竖起大

拇指说道：“这娃子，不赖！”而郭晓涛的这句“要干咱就把

它干好”看似很普通，却是他十年来坚守的初心和使命。

郭晓涛总是随身携带两样东西，笔和小本子。白天工作

中遇到的问题，他就随手记下来，向身边的同事请教，或者

晚上查阅资料，确保问题不过夜。经过十年的日积月累，郭

晓涛逐渐成长为养护部的一名业务骨干，甚至是很多同事的

“老师”。为保护机械设备、提高工作质量，他带领监理和

项目部人员一起研究、探讨、试验，对融雪剂撒布车转盘、

融雪剂撒布车防雨雪棚、除雪车推雪铲进行改造，对苗木修

剪设备进行加工，使操作更便捷，施工更精准。他又是一名

桥梁养护工程师，负责日常桥梁检测，定计划、抓工期、赶

进度、保质量。以高度的工作责任心和事业心立足本职，时

刻严格要求自己，以过硬的业务技能和吃苦耐劳的工作精

神，多次被平顶山分公司评为先进工作者。其中，2017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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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河南交通投资集团评为“先进个人”； 2018 年度在中原

高速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中被评为“先进个人”；2018 年度被

评为平顶山市交通运输系统先进工作者。

2019 年 7 月河南省取消省界收费站工程正式施工，8 月

3 日郭晓涛接到了一项新的工作任务，取消省界收费站工程

ETC 门架、机房、机柜基础及门架吊装工作，并要求必须在

规定时间节点之内保质保量完成任务！

八月正值盛夏，骄阳似火！时间紧任务重，郭晓涛像颗

钉子一样盯在施工点，他说不在施工现场看着他心里没底，

如果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影响后期的吊装。夏日的正

午，路面温度将近 50 摄氏度，郭晓涛身上的衣服被汗浸湿

从来没有干过，脸上、胳膊上被晒的掉了一层一层的皮，同

事见了他问：“小涛，你的脖子和胳膊上是怎么了？是不是

得皮肤病了？”他只是苦笑着摇摇头。

8 月 25 日 ETC 门架基础、机房基础、机柜基础已经全部

完成浇筑，但门架生产厂家却迟迟没有将门架送来，郭晓涛

心里无比焦急。9 月 11 日他主动请缨去河北邯郸门架生产厂

家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经领导同意后当天下午就驱车连夜

赶到邯郸门架生产厂家，到了以后才发现厂家根本没有开始

生产。他当即就和厂家沟通协调到凌晨，直至厂家同意第二

天开始生产。在邯郸的三天里郭晓涛一直盯在生产车间里，

催促进度的同时也严把质量。9月13日是一年一度的中秋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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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是合家团聚的日子，孩子打来电话喊着爸爸，哭着想要爸

爸陪着过节，孩子那一声声“爸爸”喊得他心里真不是滋味！

9 月 14 日两套门架生产好后，他又跟随门架一起赶到安阳镀

锌厂，9 月 15 日晚上十点多镀锌结束后和运输车一起连夜上

高速运往平顶山，9 月 16 日凌晨四点终于将 ETC 门架运达平

顶山开始安装！

从 8 月 3 日基础开挖到 9 月 30 日门架吊装全部结束，不

足两个月时间，郭晓涛带领施工人员圆满并且零失误完成了

门架施工任务。整个过程我们听到最多的依然是他那句“要

干咱就把它干好！”

保通先锋的“风花雪夜”

在郭晓涛心里对女儿一直有歉意，因为下雪对别人来说

都是美好的，瑞雪兆丰年，人们可以携同家人一起外出赏景、

游玩，可他一次也没有带女儿堆过雪人打过雪仗。每次天气

预报只要有雪，不管他人在哪里、有什么事儿、是不是逢年

过节他都会立刻回到自己管养的路段上，对每一个路段，每

一座桥梁，每一个山涧风口进行巡查。经过多年的除雪经验，

他根据风向、温度、湿度、再结合天气预报基本上就可以判

断出什么时候下雪，什么时间段能下大，然后合理安排车辆

设备进行融雪剂撒布和铲雪。

2018 年 1 月 3 日，纷纷扬扬的大雪如期而至，当我们欣

赏着漫天飞雪的美景时，郭晓涛却一把抓起一件灰色的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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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拿着贴身的“百宝箱”，一阵风似的跑上了巡逻车。

翻开郭晓涛的“百宝箱”，这个被他随身携带了十余年

的工具箱，细数里面的一件件宝贝：一个手电筒、一把直尺、

一个温湿度计、一个笔记本和一支笔，还有一个体型硕大的

水壶。

把直尺插进雪里，借着手电筒的光，郭晓涛蹲在寒风中，

用瑟瑟发抖的手在笔记本上密密麻麻的记录着，“1 月 3 日

18时40分，郑尧高速k149处路面温度-3℃，积雪厚度1cm”。

1月3日20时，他随着除雪撒布工程车在路上开始作业。

寒风凌冽刺骨，雪花肆无忌惮的拍打在他脸上，冷了，就跺

跺脚，搓搓手，吹几口哈气；困了，就抓一把雪，在脸上一

抹，瞬间清醒了；饿了，就拿出硬邦邦的馒头就着冰凉的水

吃几口。他说这种情况已经习惯了，每次除雪不管穿什么样

的鞋，鞋子里面一直都会是湿透的，冷到全身上下都麻木了，

也就不觉的冷了。

河南电视台民生大参考记者在除雪现场看到了这个

“玩命”的小伙子，立刻上前去采访。面对镜头，这个在冰

雪中奋战了近 35 个小时的他简单介绍了道路情况及采取的

措施后说：“不好意思，每个路段的降雪情况不同，我们还

要抓紧去巡查，及时除雪融冰，确保道路畅通。”

“风花雪夜”注定是不眠夜，而他身裹大衣连夜和除雪

车奋战在一起，为了道路安全畅通，一干就是十年，年年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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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不相似，除雪之人却相同。

山里好人的“助学美梦”

2013 年 11 月 3 日，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

近几年，习总书记多次对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做出重要指示，

并提出扶贫要先扶智。谁曾想到，郭晓涛这么一位普普通通

的高速公路员工，竟然以一己之力，挑起了资助七位极端贫

困学生的重担，成为他们心目中真正的英雄，而且一做就是

四年，却不为人知。

被发现他独自资助多名贫困少年儿童的事情纯属偶然。

中原高速平顶山分公司积极落实“精准扶贫”工作以来，分

公司党委决定对沿线山区贫困学生特别是身体有障碍的特

殊儿童实施救助，号召全体干部职工实行一对一精准帮扶，

郭晓涛主动提出要与其中一名聋哑儿童对接。在通过交流了

解情况后，分公司工作人员惊讶发现郭晓涛同志从 2016 年

就开始以个人的名义资助了七名极端贫困小学生、初中生和

高中生。

2016 年 9 月，他在一个爱心公益交流群中得知了鲁山县

仓头乡一些贫困学生的消息，于是主动联系当地教育办的老

师详细询问了相关情况，由此结识了年仅 9 岁的侯陆凤。小

陆凤家里只有三间土胚危房，一间半房子站在屋里就能看到

天，父亲动脉硬化，身体非常差，奶奶常年瘫痪卧床不起。

上学时每天连一元的午饭钱都负担不起，只能辍学在家。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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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涛亲眼目睹了这个家庭的艰辛，当时就拿出一千元予以帮

助，并保证只要小陆凤能继续上学，他愿每年资助两千元直

到小陆凤毕业。他又帮助失去双亲，和爷爷、太奶奶相依为

命的胡冰涛，和患有精神疾病的母亲、仅靠父亲每月 400 元

微薄收入作为经济来源的王金雪，同样资助每人每年两千元

直到毕业。在胡冰涛的家里，我们看到了在当今很多人都无

法想象的、如此残破不堪、不足十平方的土胚房，因为负担

不起生活费，8 岁的小冰涛一放学就和年迈的爷爷上山砍树。

爷爷有高度近视，没钱配眼镜，上山时非常危险，郭晓涛拿

钱为他爷爷配了新眼镜。逢年过节的时候，郭晓涛必须抽空

到这三个孩子的家里，为他们送去些新衣服、新鞋子、生活

必需品，给他们力所能及的帮助。

在资助了三名贫困小学生以后，郭晓涛又在鲁山县一高

任教的妹妹口中，得知了一些贫困高中生无力继续上学，难

圆大学梦的情况。由于高中不在九年义务教育政策支持的特

殊性，很多贫困学生不仅学费负担不起，甚至每天的生活都

难以为继。张陆格同学是一名成绩非常突出的尖子生，她的

成绩绝对是 985、211 重点大学的苗子，但 2017 年清明节后

就没再来上课。郭晓涛通过学校老师了解到她因为家庭困难

已经不是第一次辍学，因为父亲患肺癌晚期，母亲因脑血栓

半身不遂不能活动，家里还有弟弟、妹妹和老奶奶，作为家

里的长女，她只能放弃学业独自用稚嫩的肩膀撑起这个破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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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堪家。郭晓涛辗转找到张陆格家，目睹了破败不堪的生活

环境，和她们一家人抱在一起痛哭的凄凉场景。这种场面，

纵是铁石心肠的人也不得不潸然泪下。郭晓涛问他们，如果

资助她们愿不愿让张陆格继续上学，年仅 40 多岁就因尘肺

病得癌的父亲声泪俱下，说：“谁不愿意供养自己的孩子念

书学习，让自家的孩子有出头之日啊，但是我们家的情况实

在是……”，晓涛又问张陆格愿不愿继续考大学，她抹着眼

泪说：“只要我能考上大学，找到工作后，就能更好地照顾

父母和这个家了”。晓涛鼻子一酸，偷偷拭去即将滑落的泪

滴，拿出当时身上仅有的八百块钱交给张陆格。张陆格当即

把这些钱塞给父亲让他买药治病，父亲坚决不收，说：“闺

女啊，因为我们拖累了你，让你不能上学，这些钱还是你拿

去上学用吧……”，两个人互相推了半天，最后抱在一起哭

着再也说不出话来。晓涛拿着钱，分成两份，一份让父亲买

药，一份让张陆格上学，说只要张陆格愿意继续上学，他将

每月资助四百元生活费，直到她大学毕业，若是家里的弟弟、

妹妹也需要助学，他同样愿意帮助他们到大学。张陆格这个

女孩非常有志气，坚强地说：“叔叔，只要我能上大学，弟

弟妹妹和家人由我自己来照顾！”

回到家里他的内心一直不能平静，他知道自己今天是在

挽救一个家庭，一个孩子的未来。于是他给妹妹打电话，问

学校里还有没有这种情况的孩子，想再帮助一个，结果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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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妹妹发给他三个学生，王玉玲、赵元升、邵盼格。其中王

玉玲幼年就失去了父母，寄居在姑母的家中。姑母一家将她

视如己出，即使家境非常困难，也一直供着王玉玲上学，自

家不到 9岁的孩子得了疝气因为没钱一直拖了五年做不了手

术；赵元升，高二，没有父亲，母亲和两个患有精神病的舅

舅一起生活，由于长期的营养不良造成身高体重严重失调，

但是学习成绩特别好；邵盼格，高一，自小父母双亡，跟随

七十多岁的爷爷奶奶和四十多岁的大伯一起生活，爷爷前列

腺癌晚期、奶奶高血压、大伯是精神病患者，爷爷奶奶靠卖

些艾草、鱼目草维持生计。听完妹妹介绍这三个学生的情况，

晓涛为难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取舍，放不下这个，也放不下

那个。最终他决定把三个学生都担负起来，自己可以丢掉那

些没有必要的花销，不抽烟、不喝酒、不在外面吃饭，每月

资助这三名学生四百元生活费。并带着王玉玲的姑母一家前

往鲁山县人民医院为她弟弟办理住院手续，交上手术费、找

医生做了疝气手术，消除了她的后顾之忧，让她可以安心念

书。

2019 年 8 月喜讯传来，他资助的 3 名高三生分别以优异

的成绩考上了大学，其中赵元升以高出一本线 66 分的好成

绩被天津理工大学录取；张陆格被河南科技大学录取、王玉

玲被信阳农林学院录取。为了他们能够安心上大学，他又把

三个大学生的生活费从每月的 400 元提升为 6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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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是你的支持俺孩儿不可能考上恁好的学校，兄弟

你就是咱山里的好人啊！”张陆格的父亲紧紧握住郭晓涛的

手泣不成声。

“晓涛叔，等我们大学毕业了，也像你一样帮助那些需

要帮助的孩子。”这 3 名已经迈入大学的学子，也向郭晓涛

表了决心。

听到朴实的话，这位“山里好人”满脸笑容：帮孩子圆

大学梦，何尝不是自己最美的梦？

这位无声的英雄，只是默默地做着这些事，默默地保持

着低调，默默地扮演着普通人的角色。他感觉只是做了件很

普通的事，把真正的帮助给予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他帮助的

不仅仅是七个几近失学的孩子，而是七个即将破碎的家庭，

这足以使他鹤立在我们这些普通人当中，显得那么高大。

一人之力救助七个寒门学子，挽救七个陌生的家庭，问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郭晓涛只是淡淡地一笑：“对于真正需

要帮助的人，总得有人做点什么，他们几个学生就像站在悬

崖峭壁上，我在他们身上系了一根绳子，我不敢松手，就算

是很累也不敢松手，因为如果我松手了他们就会掉到悬崖下

面去，他们的一生就毁了，这也是我做这些事情的动力！”

他对每一个孩子都说“我不要求你们什么，只希望你们能够

好好学习，好好做人，不要悲观，社会是好的，困难只是暂

时的，你们将来如果有能力的话也尽力去帮助一些需要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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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把爱传递下去”。

大音希声，雪落无痕，纵然选择大隐隐于市，却始终掩

盖不了在郭晓涛身上散发出的人性的光芒。而这种光芒令任

何堆砌的辞藻、浮夸的修饰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不需要经

天纬地、气吞山河的言语，也不需要锦绣文章、刻意矫情的

表达，一句简简单单的“做点什么”，就足以让我们这些大

多数普通人感到渺小和羞愧。或许有些普通人未必都觉得这

是大事，算不上是英雄所为，但对于那七名小小年纪就陷入

泥潭挣扎求生的孩子们来说，有人伸出援手，帮他们找到黑

夜的出口，多少年后，走出人生低谷的他们能够回想起自己

小时候的不易，有位黑瘦的陌生叔叔拉自己了一把，改变了

自己和一家人的命运，在他的影响下，孩子们会把更多的爱

洒向整个社会。

这一切足以证明，他，就是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