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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藏”人生

高发公司三门峡分公司灵宝收费站收费班长 王占果

她是一个质朴、善良、有爱心的好人。她是志愿达人，

20 多年志愿服务时长超过 17800 小时，平均每周 15 个小时，

她是助学达人，省吃俭用助学 7 人，她是献血达人，20 多年

献血 6000 多毫升，还是骨髓造血干细胞和骨髓捐献的志愿

者。她参加工作伊始就开始投身社会公益事业。从工作到现

在，参与志愿服务 22 年，从未间断，把温暖和大爱带给了

无数素不相识的人；20 多年来，敬老院、福利院都活跃着她

忙碌的身影，给孤寡老人梳洗、擦拭、递水喂饭，请医延药；

给残疾儿童、智障孩子送上温暖爱心，陪伴这些并不健康的

孩子有一个健康温馨的童年……

“她就是一个十足的宝藏型女孩，一眼看上去毫无华

彩，可当你走近她，了解她，她一点点向你展开时，那种真、

善、美和最朴素的爱的能量就井喷般地释放，叫人欲罢不

能。”

她就是河南高速公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三门峡分公司

灵宝收费站 3 班收费班长——王占果。

王占果，女，1977 年生人，现年 42 岁，1996 年参加工

作，后转岗至高发三门峡分公司，参加工作 20 多年来，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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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坚守在收费一线，凭着对本职工作的热爱与执着，钻研

业务、精益求精，屡获殊荣。先后荣获河南省交通厅“好路

杯”社会劳动竞赛优秀收费员、河南省收费系统收费“业务

标兵”、河南省交通运输厅“学雷锋标兵”、河南省文明办“身

边的榜样”、河南省“三八红旗手”、河南省妇女联合会“三

八红旗手”、河南省高发公司“先进个人”“雷锋式员工”、

三门峡市慈善总会“优秀义工”、河南省交通运输厅“最美

家庭”等多项荣誉。

“有时间就做点公益，有闲钱就捐点款，身体好再献点血”

从参加工作后，王占果有了一定收入，就开始热心助学，

加入市慈善总工会的助学网站“心守家园”，以结对帮扶形

式牵手山区贫困孩子。她助学的“闲钱”完全是抠出来的，

夫妻俩都是工薪族，上有年迈痴呆的公婆要赡养，下有正在

念书的女儿要抚养。她省吃俭用，从生活费中一点点抠出助

学的钱，许多家庭在周末或节假日上街吃顿饭或到郊外休闲

一下，她从不动心，“我唯一亏欠的是孩子，从来没有带她

去哪里吃好吃的，去哪里玩好玩的”，王占果说。

二十多年来，王占果不仅习惯了公益事业，习惯了公益

助学，更是把义务献血看作平常事，20 多年来，她每年都要

献血 1—2 次，累计献血 6000 多毫升，相当于一个体重 75

公斤的成年人，把全身的血液都换了一遍。王占果这样总结

自己的“公益经”:就像坐公共汽车一样，有时间就做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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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闲钱就捐款，身体好再献点血。

她叫“葡萄”

2009 年，由于参加了中华慈善总会三门峡义工分会开

展的关注孤寡老人的“天伦计划”活动，王占果便和一位名

叫李团草的孤寡老人紧紧联系在了一起。李奶奶是王占果所

在小组的关爱帮扶对象，已经八十四岁高龄，无儿无女且老

伴早逝，一个人住在二运长途汽车站锅炉房后面一间四下透

风、噪音巨大的临时小平房里。每到风雪雨天，王占果的应

急反应就是往李奶奶家跑，看看门窗关好了没有，查看雨水

有没有进到屋里，担心雪天老人走路安不安全……老人生病

了，王占果就无微不至地照顾，细心的把早、中、晚的每顿

药都分成不同的小包，以便老人服用。自从王占果结识李奶

奶后，那个从泔水桶里捞饭吃的李奶奶每隔两三天便能吃上

新鲜的时令蔬菜和水果，换季衣物一应俱全，冬天有人送棉

被，夏天有人撑蚊帐，米面油等生活必需品从未断过。按照

政策，李奶奶是可以申请廉租房的，但是老人不认识字，而

且无人陪护，出行不便。王占果就带着各种材料一趟又一趟

地到社区协调，向相关部门申请。最终，李奶奶于 2010 年 5

月顺利搬进了德馨园的廉租房小区，可由于李奶奶年事已

高，且腿脚不好，上下楼梯极不方便，王占果又一家一家说

好话，一趟一趟跑社区，硬是把李奶奶五楼的房子调换至一

楼。解决了住房难题，生活条件大为改善瓶子奶该终于，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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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周肉改善”，李奶奶感激的不知道说什么，就只顾，按常

理此时的李奶奶应该好好地享受这意外的福分，可偏在这个

时候李奶奶却出现了一个让人匪夷所思的举动——捡破烂。

在大家的一再追问下，李奶奶说“我想攒点钱给女女”（当

地方言，小姑娘的意思），大家都吃了一惊，原来奶奶思来

想去实在无法报答王占果的情意，就自己想出这么个注意，

想靠捡破烂攒点钱留给王占果的女儿做嫁妆，一来可以还了

她的心愿，二来也可以贴补并不宽余的占果。当王占果得知

这一情况后和老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泪流满面……写到此

处我们已经无法准确找到一个合适的词汇来表达这种没有

血缘又凝刻在骨血中的情意，只能说她们是亲人。

每年李团草老人的生日，王占果都会根据老人的意愿提

前筹备。要么在家里精心张罗一桌饭菜，要么到饭店给老人

庆生，并和义工朋友一起切蛋糕、唱生日歌。每次老人看到

一桌丰盛的饭菜和订制的蛋糕时，总会感动落泪，“感谢毛

主席，感谢共产党！”这是一起和王占果做义工的朋友转达

的老人的原话。可直到 2017 年老人去世，老人也不知道王

占果的真实姓名，只知道她在义工管理机构注册时的网名—

—葡萄。

她叫“妈妈”

当王占果在福利院做公益的事迹传出后，围绕她的都是

赞叹、佩服，甚至是不解，可占果却说，“没啥 ，我做的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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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值一提的小事，和孩子们纯洁、可爱和对怀抱的渴望相

比我做的实在是不够”，特意地躲开镜头。

那还是 2006 年，王占果每隔两三天就往福利院跑一次，

哪怕是没有什么具体的活，用王占果的话说，“让孩子们看

见笑脸，听见温暖的声音，轮流着给他们抱抱、亲亲，这种

肢体上的接触和感官上的爱抚是福利院这些有残疾的孩子

们最渴盼的，也是他们最大的缺失”。这是占果在长期和孩

子们零距离接触后自己用心领悟出的感受，也让我们重新对

“义工”有了新的理解。她就提到了一个叫“东来”的双目

失明的孩子，当时有 7、8 岁的样子。那天特别的冷，当占

果来到达福利院，走进孩子们的屋子时，不由得搓了搓冻僵

的手，还未开口说话，东来就摸索着走到占果跟前，踮起脚

尖拉起占果的手，走到一组很简陋的暖气片跟前，把占果的

手放到暖气片上，柔柔地说:“暖暖——妈妈”。时隔十多年，

占果在向我们叙述这件事情时仍然泪光点点，就象在夸奖自

己的孩子一样充满了母性的光辉和不舍。“谁说孩子看不见，

他的心眼是明亮的”。占果和孩子们之间建立起来的这种感

应和想通是许多亲生的家庭都无法做到的。

她叫“班长”

王占果不仅是一名倾情倾心的公益达人，是新时代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忠实践行者，工作上更是一名忠诚奉献、

恪尽职守的好员工、好班长。收费班长是一个班组的领头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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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站领导与一线职工沟通连接的纽带，一个班长工作能力的

高低直接影响着一个班组团队凝聚力的强弱和工作成绩的

好坏。王占果同志沉着稳重、诚信友善、团结同事，她素质

高、能力强、业务精、人缘好，工作尽职尽责、任劳任怨，

是大家眼里公认的“好”班长。

她在工作中留心观察、勤于思考，认真统计站区通行车

辆情况，细心做好职工思想状况，逐步形成了王占果四步工

作方法——“一收、二讲、三提、四高”。一收，班前集中

收集保管通讯器材，保证班组人员在岗专心工作；二讲，班

前提要求，讲工作事宜，班后做点评，讲工作总结；三提，

在全天收费员最容易犯困的三个时间段，通过谈话、替岗等

方式及时提醒避免睡岗；四高，观察车辆通行情况，她掌握

了车辆通行规律，总结白夜班四个车辆通行高峰期，通过及

时加开车道、增设外勤等方式保证站区车辆通行，在灵宝收

费站的九年时间里，她所在的班组工作期间站区没有出现过

车辆严重拥堵情况。

为了更好地服务司乘，为他们排忧解难，她认真学习相

关收费政策，主动详细了解周边旅游景点和重点道路路线

图，到某个景点哪条路最短、最好走、什么时间堵车、在哪

里绕行她都了解的一清二楚，时间长了，过往的司乘都知道

灵宝收费站有个“活地图、百事通”，王占果就是这样怀揣

一颗“初心”，用实际行动践行着 “文明执收、温馨高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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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服务理念。

收费工作常坐不动而且动作单一，颈椎病、腰椎病是常

见的职业病。怎样保证班组人员的身体健康，预防职业病？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王占果带领班组人员尝试着开始打羽毛

球，为了养成运动习惯，她天天坚持打，从开始的不会到后

来的热爱，全班人员也在她的带领下养成了打球的好习惯。

随着坚持她的打球水平也越来越好，2016 年参加高发公司运

动会获得女子羽毛球第一名，在交投集团比赛中获得了第三

名的好成绩。目前，她又带领全班人员进行慢跑运动，受她

影响其他收费站的同事越来越多的参加到她的慢跑运动中。

王占果班组共 7 人，她作为班长既是领头人也是粘合剂，她

根据每个人不同特点，组织大家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

进步。组员 6 人中，有工作认真成绩突出的高发公司“先进

工作者”，有踏实工作爱岗敬业的分公司“先进工作者”，有

钻研业务文明服务的示范标兵和爱读书学习的“法律顾问”、

乐于助人的“全职能手”、喜欢画画的“宣传专干”。“快乐

工作、健康生活，我们班组就是一家人”这是王占果常说的

一句话。

自从进入收费工作以来，每每调整收费政策，王占果都

第一时间学习，将政策调整的重点和操作要领记在一个小本

本上，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对于各

种非正常情况的操作，她更是熟记于心，没事的时候，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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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对照流程琢磨各种非正常情况发生后应该怎样处理，这

样一旦发生了非正常情况，处理起来真的更加得心应手。不

仅自己业务好，她还带动全班人员学习业务知识，平时在岗

上和大家一起探讨收费业务方面的疑难问题，通过讨论在形

成共识的同时也对问题进行了解答，她带领的班组业务也是

站上响当当的精英班。

她叫“大姐”

2019 年 3 月的一天夜里，恰逢王占果的夜班。灵宝收费

站驶来一辆装满活鱼的绿通车，在验货区等待验货。正当王

占果与司机交流时，司机突然一头栽在装鱼的水箱里失去了

意识，王占果一边呼救，一边就往车上爬，全然不顾刺骨的

寒风，不顾货箱的湿滑，在同事刘金阳的举托下，她爬到车

上，而没等刘金阳反映过来，便跳进水箱，托起司机的头，

防止司机溺水窒息，旁边的绿通车辆和外勤人员听见呼救声

也立即赶到，一起将司机救了下来。此刻，王占果顾不得湿

冷，立刻指挥投入急救，反过来控水、掐人中、按压急救、

拨打 120 急救电话，一系列动作像预演过一样，几分钟后，

司机终于苏醒过来说“谢谢你，大姐”，王占果这才浑身一

轻坐在地下，此时的她好像已全然忘记了满身的鱼腥味和夜

风吹在身上的冰冷。随后，王占果和同事们将该司机扶到站

区，拿来热水和毛巾给他，等待救护车进一步的救治。事后，

刘金阳问道：“姐，车上那么湿滑，当时你就不怕掉下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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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当然怕，但我更知道黄金六十秒的珍贵，当时我们不

救没人能救！”

2017 年 8 月的一天，傍晚，一名男青年慌慌张张地跑到

收费广场，寻问有没有去甘肃的车。他的异常举动立刻引起

了当班班长王占果的注意，仔细打量这位男青年，蓬头垢面、

衣衫褴褛，脸上隐隐的还有淤青。王占果感觉情况不对，马

上和同事一起把他领到站办公室询问情况。原来，他是一名

大学生，被人骗到灵宝的一个传销组织，身份证和财物都被

传销人员收去，在遭受了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后，身无分

文的年轻人趁机逃了出来，想找个回家的便车逃离这里。王

占果一边安慰年轻人，稳定他的情绪，一边联系他的家人把

他送上了回甘肃老家的汽车。临行前，还把身上仅有的一百

多元零用钱留给了他，留下了紧急联系电话。同时，王占果

担心仍有人民群众陷入传销窝点，立即与当地公安部门取得

联系，配合当地警方一举打掉了此传销窝点，救助了更多事

件背后的人。第二天，这名大学生发来了多条感谢短信，感

谢班长大姐及收费站工作人员的热心救助，大家悬着的心才

放了下来。当公安部门要对她和整个事件进行报道和嘉奖

时，她却拒绝了。

她叫“公益达人”

除了工作和日常生活，无论是寒风凛冽还是夏日炎炎，

王占果的业余时间、节假日、公休日几乎都用在了社会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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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上。定期到福利院给孤儿洗澡，为老人理发，向爱心小

屋捐赠缝纫机和四季衣物；每逢节日，到养老院包饺子，和

老人们一起联欢。在她的带领下，周围的同事、朋友、亲人

纷纷加入了社会公益的行列，形成了一个热心公益的“朋友

圈”。仅靠个人的捐助，力量毕竟有限，在活动经费不足的

情况下，王占果就和伙伴们亲自动手，做各种手工礼品，然

后通过义卖的形式筹集资金。她还参加了一年一度的“为爱

行走扶危助残”ICC 走长城活动及保护黄河湿地、保护白天

鹅、国际马拉松等公益活动。同时积极参与到自行车邀请赛、

万人横渡母亲河活动的志愿者行列中来。2019 年生日当天，

她还向中华骨髓库捐献了造血干细胞血样。她用实际行动感

染带动着身边亲人、同事和朋友，是大家公认的“公益达人”。

在 2013 年河南省交通运输厅“纪念毛泽东同志题词五

十周年暨学习雷锋标兵典礼”上，评委给王占果的评价是:

“君子坦荡荡，行仁行义为己任，她经常从有限的收入里捧

出一颗颗赤诚的爱心，献给困难家庭孤残儿童，她是孤寡老

人的孝顺女儿，她是福利院里的爱心天使，她博大的爱心，

温馨的关怀，呈现出新时代女性的仁心厚德。”

“就像坐公共汽车一样，有时间就做公益，有闲钱就捐

款，身体好再献点血”。这是王占果经常说的一句话，话不

多，也很朴实，这是一份诺言，更是一种信念，渗透在她身

边的点点滴滴，用自己的方式温暖着周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