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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于担当默默奉献的践行者

岳常公司西洞庭收费站收费班长 张旭祥

阿祥，这个名字，在岳常公司的花名册里找不到，但在

岳常路上司乘人员的口口相传中很有名，在岳常公司干部员

工心目中很响亮，阿祥是西洞庭收费站的特殊符号，是阿祥

班同事的骄傲。某运输公司货车司机群发的“超重绕过西洞

庭，超时要避阿祥班”，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阿祥的传奇。

阿祥其人，实名张旭祥，男，汉族，1991 年 10 月生，河南

洛阳人，岳常公司西洞庭收费站班长。他对事业忠诚执着，

“少根筋”、“太较真”、“工作狂”，被人戏称神经病；他对他

人关心关爱，“约三章”、“常替班”、“总挨打”，让人感觉很

温暖；他多才多艺，巧编业务三字经，制作廉洁文化墙，赢

得无数点赞。

阿祥脑子“少根筋”

阿祥对事业的执着有点令人费解，里面仿佛透着一股股

的“傻气”，还有一点点的“二百五”，他五年除夕未回家，七

年女友离开他，不了解内情的人总感觉他有点“神经病”，脑

子“少根筋”，让人常挂嘴边的有三件事。

五年春节未回家。阿祥五年春节未回家，用他自己的话

说，纯是巧合，没什么，也没必要说。其中前两次是正常排



2

2

班轮上了，这没话说；后两次是站上根据人员配备情况，结

合实际工作需要，把四个班长进行了岗位调整，这一调事情

就又凑巧了，又是赶上了，全当中奖了，还是没话说；这

后有一次他本可以回家的，全家人和女朋友都在盼着他，他

也兴奋地憧憬着那欢乐的时刻，丙班班长突然打电话告诉

他，家中父亲出现紧急状况，正在医院抢救，希望能替他带

几天班，他听后稍有犹豫但又立即答应了，并安慰同事安心

处理家事，好好照顾父亲。阿祥悄悄的发了两个微信：“对不

起，我又让您们失望了。”“对不起，我又失言了。”阿祥希望

能迅速收到回信，能得到亲人们的理解和宽恕，这一次他失

望了，直到大年三十手机上音信全无。让阿祥没想到的是，

大年三十的晚上他在车道看到豫 C 的车牌，走近一看，车上

走下了他的奶奶、爸爸和妈妈，他一个箭步扑上去，眼泪流

的稀里哗啦…于是他被站长赶下了车道，于是他陪奶奶和爸

妈迎来了新年的钟声，于是全站上的人、全岳常公司的人都

知道阿祥五年春节没回家，特别是那位支持孙子、理解孙子、

思念孙子年过八旬健康慈祥的奶奶，成了岳常高速人久传不

衰的 美丽的佳话，成了岳常高速人的 美奶奶，她给了

远离家乡的岳常高速人无限的温暖和力量。

女友失望离开他。阿祥有个相恋七年的女友，开始那三

年是他们在校园里相识相知、共诉爱慕、畅想未来、幸福甜

蜜的岁月，他们相思相守、海誓山盟，他们信心满满、壮志

凌云。后四年他们都毕了业，正如当年的梦境一样，他们都

顺利地找到了人生的坐标，有了自己的工作和事业，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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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在河南，一个在湖南，刚开始他们相互鼓励，相互理

解，相互支持，共同进步，他们谈到过婚姻，他们互换了婚

戒，他们预定了婚纱……慢慢地女友羡慕别人的二人世界，

她开始抱怨聚少离多，她逐渐怨恨生日没人陪、过年难团圆，

她甚至指责阿祥的选择，千里外、上夜班、受委屈……她要

求阿祥辞职，她要阿祥守在她的身边，多情的阿祥犹豫过、

动摇过、痛苦过，他有太多的不舍，女友需要他，岳常高速

也需要他。阿祥选择用耐心说服女友，用真诚打动女友，唯

一没有选择的是离开岳常，女友失望了、女友绝望了，阿祥

所有的努力都已无法打动那颗失望的心，她坚定地明白了阿

祥选择的是自己的事业，她确信阿祥不是真正地爱她，二十

八岁的阿祥失恋了。

廉洁从业有底线。2017 年 5 月 7 号阿祥正在工作，一名

司机找到他说：“兄弟，不是当地人吧？”“现在的社会挣钱难

呀！我真的很羡慕你们这一行呀，只要脑子灵活一点，那比

我们致富可就容易多了。”说完就递给他一个小袋子，“一点

心意，来日方长。”他打开一看里面全是百元现钞，立马还给

司机，司机给阿祥抛了个眼色说到：“你现在不收没关系，我

丢草丛里了。”说着就跑回去，把车开了过来，拿起钢板准备

垫磅，他笑着走到司机面前，举起相机抓拍了一张，司机当

时就傻了。阿祥说道：“好了！现在钱物，钢板，还有你垫磅

的行为都被我拍照记录了，钱捡回去，钢板我要没收了。”

叫同事过来把钢板抬走，司机小声嘟囔着“不开窍、神经病、

少根筋”。阿祥又对司机说道：“好了，你们跑运输的也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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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超载不仅是罚款，更重要的是自身的安全呀！以后要合

法装载，祝你一路平安！”

阿祥办事“太较真”

阿祥先后担任过两个班的班长，他工作中大胆管理，严

格要求，注重细节，一丝不苟，常常让人感觉不近人情，太

过较真。

“擦边球打不得”。2014 年 5 月 2 日晚 21:28 分，一辆车

牌为苏 CJB768 的货车在 X05 下道，司机声称是绿通，拉的

是红薯，收费员李美玲大致一看真的是“红薯”，就验货拍照

取证，并实施了免费放行。第二天阿祥在对绿通车照片进行

统计存储时，仔细地反复放大观看照片上的红薯，总感觉有

些不大对，他打开百度搜索，原来这些酷似红薯的东西真的

不是红薯，而是雪莲果，雪莲果不属于免征范畴。他立即叫

来收费员核实，查清免征金额，先自己补缴了 701 元的通行

费，然后联系高速交警追缴流失金额。交警笑着对他说：“那

不就是红薯吗？何必那么较真，打个擦边球就算了。”他严肃

的说：“擦边球打不得，堵漏征收是我们神圣的职责！”于是

他打通了电话，磨破了嘴皮，承受了损失……

“意思一下可不行”。阿祥班有个小伙子，名叫敖翔，他

平时对自己要求严、标准高，阿祥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十

分满意，突然有一天阿祥在开展“文明服务两评议”调阅审核

录像时，发现下午两点至四点的时间段内，敖翔两眼朦胧、

无精打采，微笑服务变了形，肢体动作不到位，文明用语听

不清，阿祥的脸瞬间严肃了起来，这怎么行？他立即召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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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会，要求重新学规定，个人做检讨，人人来讨论，个个立

保证。事后当他知道原来敖翔是病了，吃了感冒药造成的时，

心中略有平静，但依然还是让人做检讨、立保证，让站内下

通报，扣积分。别人提醒他：算了，敖翔一贯表现那么好，

意思一下就算了。他严肃地说：功归功，过归过，意思一下

可不行，执行纪律不能够意思一下。事后又听人说，阿祥又

找到敖翔做了深入的思想工作，并真诚地道了歉，说他对敖

翔生活身体关心不够……

“工作不能差不多”。阿祥在业务工作上较真，时间长了、

效果有了，令人不得不信服，可他在生活上也是出了名的较

真，他的同班和同宿舍的人感触 深，他要求他们班的员工

每天上班前必须高标准整理好内务接受他的过关检查，大家

不能忍受的是他要求的被子豆腐块、卫生间无异味。女员

工抱怨着说：上级要求的是半军事化，班长你懂不？男员工

疑惑着说：班长，无异味那还叫卫生间不？差不多就行了，

那么较真干嘛呀！阿祥从此开始承包打扫卫生间，五年来他

做到了卫生间内无异味，他班的员工也做到了被子豆腐块，

齐步甩开臂，口号震天响！

阿祥是个工作狂

同事眼中的阿祥是个十足的“工作狂”，他忠诚事业，谦

虚好学，他追求完美，精益求精，他善于思考，勇于探索，

他在践行着岳常高速规范化、精细化、标准化管理的每一个

里程。

不厌其烦常取经。2013 年 12 月，岳常通车运营，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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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组里都是新人，安新公司班长杨树志，支援西洞庭，时间

过得飞快，没过多久就到了杨班长要离开的时候。在学习期

间阿祥由于表现良好，站领导决定让他担任代理班长一职。

为了能更好的开展工作，阿祥每天要打好几通电话给杨班长

请教问题，问东问西，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他晚上说梦话

常常把同事吓醒。据同事回忆，他梦话中出现频率 高就是：

“杨班长我还有个问题。"阿祥不放过任何学习的机会，副站

长豆小雷调回省内，他就利用回家时间常去麻烦豆站长，学

习省内先进管理经验，查阅各种典型治逃案例，豆站长总是

调侃他说：“阿祥怎么变成木头了，除了工作你能不能再谈点

其它什么呀？”乙班长谷姐调回省内，在监控中心担任班长。

他就向谷姐请教车辆数据分析的方法，学习如何进行路径识

别分析。阿祥这个人有时喜欢“钻牛角尖”，他总爱捉摸事，

奇思妙想，于是就会一天无数次地给别人打电话，一个电话

无数次地追问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无数次地寻找 佳答案，

在这种“偏执”的学习方法下，日子久了、听得多了、脑子也

活了，他自己总结出来一套独特的工作方法，也带领班组人

员在管理、治理逃费业绩上遥遥领先。2015 年 11 月 12 日新

版人民币开始推行，他第一时间跑到银行争取快速拿回新钞

样板让大家相互提醒，相互学习，分享各自验钞的小技巧，

让大家对新人民币的认知更加清晰，果然几天后收费员就收

到一张不能确定的钱币，阿祥进厅仔细辨别后说道：“师傅你

这张是假币，请重新支付，但这张钱已不能还给你。”司乘心

虚不敢狡辩，又拿出一张新钱，缴费离开。



7

7

训练训到脸抽筋。为提高微笑服务标准，开站之后阿祥

规定班组必须每天进行微笑和肢体训练，特别是微笑训练，

口含筷子、面对镜子，一练就是一小时，只能多不能少。繁

忙的工作本就让人觉得很疲惫，班组成员认为阿祥“闹”的这

一出完全是不体谅大家的幸苦，于是心有不满、消极怠工。

为了让大家明白自己的用心，每次训练的时候，阿祥就带头

做示范，有时一个动作硬生生地就是一个半小时，直到微笑

要笑到脸抽筋变形，阿祥的执着让大家很不理解，不就是笑

一下，摆个动作嘛！有必要这么练吗？婴儿不教不练自然会！

班组人员都劝他：“行了吧！阿祥！你看看你都笑成什么样啦！

有那意思就可以了。”阿祥总会说：“再坚持一会儿，我们要

练好笑的功夫，形成饥肉记忆，现在的苦是为了明天的甜，

今天的变形是为了永远的不变形。”“我们要人人过关，微笑

服务，营造站上 靓丽的风景，树立岳常公司 好的名片！”

从此岳常路上又诞生了 美阿祥班。

治逃夜坐小板凳。为什么阿祥要日日夜坐小板凳呢？说

来话长，可要从刚开站的时候提起了，2014 年 1 月 7 日，凌

晨两点，两辆重型货车入站，过磅时由于移速过慢，车间距

过小，引起了阿祥的注意。忽然车后方有黑影一闪而过，他

急忙上前查看但并没有查到什么异常情况，阿祥随即要求司

机重新过磅，过磅后发现车比第一次过磅重了 15 吨，“原来

猫腻出在这儿！可他们怎么做到的？”带着疑问，阿祥在事发

第二天就开始组织班组开展省内先进打逃经验的学习。为了

统计研究货车载货通行时间，摸清查准恶性逃费行为，阿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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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弃夜里的休息时间，心里憋着一股劲，每晚搬个小板凳，

拿着相机，“蹲”在司机的视角盲区。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

历经几天的蹲点观察，他成功抓获并处置了岳常运营以来的

第一起垫板逃费车，也拉开了西洞庭站上治逃的序幕。

阿祥让人很温暖

阿祥本是一个大男孩，但他对本班员工和站上同事总能

做到关怀备至、体贴入微，无论什么时间无论什么人说起来，

总让人眼窝一热、心里一酸、感动感激、阵阵温暖。

约法三章暖人心。据吴艳同志讲，那是 2015 年冬，由

于一个员工辞职，阿祥班长期缺一个人，站上向公司申请，

刚好她由于怀孕坐车不方便就申请调到西洞庭站，很自然也

就被分配到了 缺人的阿祥班。她当时很不情愿，心想这个

出了名的执拗刻板又有点玩命较真的阿祥班长一定是个“大

魔头”，分到他班里哪还有个好，不逼疯也会变成神经，还得

找站长：“这个不可以，除了阿祥班，其余哪个都能行！”站

长微笑道：吴燕同志，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先上完这个班，

如果你还要求调班随时来找我，我保你满意。吴燕十分不乐

意地离开了站长办公室。晚饭后，阿祥组织了班务会，他首

先介绍了班里和我的情况，特别是对我在君山站的情况十分

清楚，夸得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并表示了对我热烈的期待

和衷心的欢迎，我当时心里美滋滋的，算你阿祥识相，毕竟

我吴燕也是路花一朵、业务尖兵，接着大家相互谈了一些客

气话家常话，又谈了谈明天接班需要注意的事项和要求，

后阿祥宣布了由他提议、其他两位成员通过的关于我的“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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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章”：严禁验绿通、上下不安全，严禁打开水、不许提重物，

严禁坐亭超过一小时，必须常动动。并美其名曰，为了高速

下一代，吴艳同志要自觉做到，全班人员要共同监督。我顿

时目瞪口呆，眼睛一片湿润，心中好温暖、好温暖......

往返千里去替班。替班对阿祥来说，那就叫个不是事，

谁病了累了只要吱一声，那肯定是没得说，但其中有一次让

林仁同志印象特别深刻，他总想给别人说说，他总想让别人

知道阿祥让他多么地印象深刻、并有多么地感激感动。那是

2013 年刚开通后不久的清明节，自从有了岳常高速路，当地

经济社会发展也进入了“快车道”，人们搞建设、忙运输，搞

种植、忙养殖，家家都在致富奔小康，于是收费站车多了、

司乘也多了，红红火火、忙忙碌碌，但也由于刚开通，司乘

经验不足，超重的、闯卡的、容量质量不足也要求绿通放行

的，更加上每个班只有三个人，那叫一个忙，忙的一个班下

来睡上三天也不解累。节后阿祥班值完夜班该轮休，林仁班

接班，一切都很顺利正常，阿祥乘班车坐火车正在回河南洛

阳的路上，还未到郑州，林仁一个电话打过来，“阿祥，救命！

阿祥，救命呀！那可是两条人命呀，求你了…”声音很激动、

很迫切。原来林仁爱人一个人在家忙家务时动了胎气，已见

红，有可能早产正在送往医院途中。“阿祥，站长已批准我往

家赶了，可站长在道上呀，这三个人这么忙，站长腰椎有问

题，怎么吃得消，你返回来替我上几天班吧？”“好的，没问

题，我到郑州调头，立即赶回去，你赶紧回家，我会尽快赶

回站里。”就这样，阿祥从郑州下车，他第一次买了高铁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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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第一次从岳阳坐了商务车总共花了四百多元，林仁记得非

常清楚，他几次想把钱给阿祥，阿祥总是笑着说：“别再提了，

给孩子压岁了。”

每次挨打都是他。阿祥挨打在站上员工的记忆中有三

次。第一次是 2015 年春节，农历正月初三下午四点，一辆

粤***一型客车进入节日小客车专用通道，收费员方利发现

此车有可能是二型车，于是将该车拦下，并询问车型，驾驶

员很生气，“大过年的干嘛呀 ？”“请出示您的行驶证。”“为

什么单看我的行驶证？”“对不起，不好意思，请您支持并配

合我的工作，我需要核实一下您的车型。”“我从广东开到这

里，节日期间一路顺利放行，你们这里这么麻烦，查个什么

鸟证！”眼看事态严重，阿祥跑过去挡在方利前边，仔细解释。

经查实该车是 8 座属二型。“同志您的车不在免征范围，并有

撞卡逃费，需交六倍罚款，请接受处罚……”结果阿祥挨了打。

第二次是因为验绿通，一辆当地的拉鱼车每次经过查验后都

是绿通放行，2016 年 10 月 18 日早 7 时 12 分，该车下道，

要求按绿通免费放行，收费员清月很正常地拿照相机拍照，

驾驶员六个箱里都只抄起来 1 到 2 条鱼，阿祥在旁边看到有

点疑惑，再看看重量也能达到绿通要求，他要爬上车厢看看，

老板说：老客户了，有什么不放心。阿祥爬上车果然发现满

满的全是水，基本没有鱼，于是按假冒绿通罚款 4 倍，这一

下司机急了，“什么 4 倍？你们是抢钱的吧？我早知道你就是

那个难缠的阿祥！”抓起抄网挥下去……阿祥从车上摔了下

来。第三次是为了治逃，西洞庭镇上有个村霸，他看高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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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了，就设法买十几台车成立了运输公司，他多次企图逃费

都被阿祥制止，早已是对阿祥怀恨在心，极度不满，威胁恐

吓并扬言报复，他对阿祥班的上班时间提前打听，尽量回避。

2016 年 3 月 26 日，他押了六台车有计划有预谋地冲榜，收

费员吴燕凭经验感觉重量不符，要求驾驶员复磅，那老板心

中有鬼自然不复，于是大吵大闹，骂收费员故意刁难，服务

不文明。阿祥闻讯急忙走过来，他知道收费员遇到了麻烦，

他记得那几辆车的特征，他熟悉那个粗俗无礼的声音。那老

板怒骂道：“真是见鬼了，不是你小子的班，为什么你会在这

里？”阿祥笑嘻嘻礼貌地说“你好，我们是老相识了，请配合

我们的工作。”“不是你的班你也管，你小子是专针对我的是

吧？早想收拾你了，找死是吧？”阿祥没有被吓倒，阿祥要求

他必须复磅，老板更加愤怒了，于是阿祥挨了打，这一次特

别的严重，阿祥眼肿了、头破了、牙掉了、嘴烂了......阿祥

住了半个多月的医院。有的过路的被阿祥处罚过的司机就起

哄：“你可真是个倒霉催，怎么每次挨打都是你？”也有附近

的村民心疼地抱怨说：“阿祥啊为何这样委屈总被打，怎不自

卫去还击？”家中亲人交待说：“孩子呀别太傻，往后躲躲，

干嘛啥事总站 前边？”身边的同事说：“阿祥谢谢，如果不

是你，今天挨打的就是我。”阿祥只是笑笑，他真的认为没什

么，真的没必要大惊小怪的。他知道他身后有站领导和公司

领导的大力支持，他知道良好的收费环境是靠努力争取的，

他知道邪永远不能压正。

阿祥多才又多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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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祥善于学习、勤于思考，他总是发散思维、开拓创新，

他经常撰写一些管理心得、打逃体会和带班经验，与岳常公

司其它基层单位的班长交流分享，他组织站内有字画爱好的

员工，成立书画兴趣班，与大家共同学习，陶冶情操，他与

站领导商议制做廉洁从业文化墙，让员工在潜移默化中受熏

陶、得启发，筑牢思想防线，确保廉洁从业。

管理经验受表扬。2017 年至 2018 年岳常公司为推动基

层规范化建设，提升干部骨干管理水平，先后多次在各基层

单位召开了现场观摩会、经验交流会。阿祥关于“以情带班，

注重细节，率先垂范”的发言赢得了现场会上热烈的掌声和公

司领导的充分肯定。其中他言道，作为班长要具有“婆婆嘴”、

“妈妈心”、“手足情”，要不厌其烦地去发现问题纠正问题，

常讲常说有耐心，要对员工充满爱，关心他们的吃喝拉撒、

喜怒哀乐，为他们分忧解愁，以心换心让人暖心，对有困难、

有问题的员工要及时伸出援手，帮一下扶一把，给人力量重

建信心……他讲到“细节决定成败”，例如文明服务中每一次

微笑、每一个肢体动作都不能变形走样，有一个有一次都会

损害到我们整体的形象，打逃堵漏中每一次读卡、每一辆超

时，都必须认真观察，把握每一个细节，从蛛丝马迹中洞察

问题……他认为班长在工作中组织指挥、协调调度固然重

要，但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更加重要，行动就就是无声的命

令，旗帜才能引领方向，作为班长要真正叫响“看我的、跟我

来、向我看齐！”阿祥是这样讲的也是这样做的，公司党委要

求全体班长“向阿祥学习，做合格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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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设员工兴趣班。不忘初心，一路前行。他热爱绘画，

在追寻自己理想的同时，不忘结合工作，身体力行地投入到

工作内使站内充满文化气息。2014 年初，西洞庭收费站开始

运营，职工两点一线进行着工作，枯燥的工作之外缺乏生活，

为了让同事们做到劳逸结合，他自发性组织人员，自费创建

绘画兴趣小组，为大家买来纸张，教大家绘画，每天晚上时

间，他的小课堂总是欢声笑语。既丰富大家业余生活，也让

站里的每个人都在工作之余发掘自己的艺术潜力，让生活变

得更加多彩。他除了带动同事利用休息时间充分发挥自己的

绘画潜力，还积极参加上级和湖南当地组织的各项书画比赛

活动并多次获奖。

创作廉洁从业墙。为了加强站内企业文化建设，营造良

好廉洁从业氛围，直观的传播中国文化，阿祥在站区内利用

休息时间，结合自身绘画特长，废物利用，买来便宜的建材，

设计廉政教育长廊，建立班组廉政警语墙，每天写上新的内

容，画上廉政小故事，图文并茂，既美观又实用，启迪了灵

魂，陶冶了情操，激发了正能量。

岳常阿祥点滴的事情还有很多，当他本人知道公司党委

决定推荐他为感动集团人物候选人时，他说：“我很感动，也

很感激，感谢领导对我的信任和鼓励，我只是高速人中的一

个新兵，我经常学习往年集团感动人物的事迹”，他们无数次

地让我感动，我的事与他们相比平淡朴素，我的路还很长，

我会不断地去努力！”岳常阿祥在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