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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全国劳动模范、北京南站值班站长张润秋
一张展示铁路人风采的“名片”
□本报记者 赵思远/文 彭程/摄

7月26日， 刚刚结束伦敦残
疾人田径世锦赛征程的中国轮椅
竞速名将周洪转， 带着两金一银
的殊荣， 跟随着他的教练田雨川
回到了祖国， 准备在北京南站坐
车回老家沧州。 偌大的北京南站
人来人往， 显示屏上的列车信息
密密麻麻 ， 对于轮椅上的周洪
转， 多多少少显得有些不方便。
然而， 当她来到事先预约好服务
的润秋服务台， 心里立刻温暖了
不少。

在宽敞安静的休息区， 全国
劳动模范、 北京南站值班站长、
润秋服务组组长张润秋穿着干净
整洁的制服， 妆容精致， 微笑着
来到周洪转面前， 并送上一杯温
水， 热情地询问周洪转所乘车次
并耐心告知其出发时间， 一系列
贴心的服务也引来教练田雨川和
其他旅客的连声称赞。

一个标准军礼背后
的感人故事

1999年， 张润秋从铁路学校
毕业， 成为了一名北京南站售票
员。 从售票员到值班站长， 她经
历了北京南站的重新规划， 目睹
了高铁步入历史舞台， 见证着铁
路服务不断迈向新高度。 张润秋
从未停止过对业务理论的学习和
服务方法的创新， 更是没有忘记
自己从基层走来， 要解人万难。
“我们跟人打交道多， 要面对各
式各样的旅客， 这也时刻要求我
学好业务， 做好服务。”

去年“七一”期间，张润秋遇
到了一位神情焦急的军人。 这位
军人家住秦皇岛， 要从北京回位
于福州的部队报到。 可他在秦皇
岛站把从北京去福州的车票弄丢
了，身上只有200多元，不够补票，
十分着急。 张润秋了解情况后立
即跟秦皇岛站的工作人员取得联
系，请求他们帮忙寻找。 第一次，

秦皇岛站的反馈是 “没找到”，并
没有放弃的张润秋， 再次诚恳地
请求秦皇岛站“务必看看 ”，进行
二次寻找。过了段时间，车票竟然
奇迹般地被找到了。

票虽然找到了， 张润秋却发
现了另外一个难题。 车票是军人
的朋友帮他买的， 朋友离秦皇岛
站已经很远了， 无法及时将票送
到。 她又查了一下当天去往福州
的车次， 即便是让从秦皇岛开往
北京的最近一班列车将票带过
来 ， 也会错过这班去福州的列
车。 军人了解情况后更加焦急，
张润秋明白， 如果不及时回部队
报到， 后果很严重。 她立刻联系
秦皇岛站工作人员， 请求他们将
车票拍成照片发过来， 同时又联
系南站和福州站 ， 说明特殊情
况、 核对身份。 经过张润秋与三
方的共同努力， 这名军人终于如
愿以偿踏上了那班列车。 张润秋

始终无法忘记， 临走前， 军人突
然转身立正， 眼里含泪， 向她敬
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我们和军人一样， 都是为
人民服务的， 能够帮助他们， 我
感觉很幸福 。” 在张润秋看来 ，
铁路这个平台是充实的， 在帮助
面临各种困难的旅客的过程中，
每一次服务都是一种历练， 每一
段故事都有一份感动。

一个引来无数 “回
头客” 的服务组

2010年11月24日， 以张润秋
的名字命名的 “润秋服务组” 正
式成立。 从这一天起， 张润秋带
着组员们， 架起了与旅客沟通的
桥梁。 目前， 组内共有9人， 都
是从各个岗位上选拔出的积极向
上的美丽女孩， 为各式各样的重
点旅客服务。 这些年轻的女孩在

张润秋的培养和影响下 ， 也让
“润秋服务组” 的品牌越来越响，
张润秋的徒弟韩文文也因其优质
的服务荣获 “北京市劳动模范”
称号。

5月28日，是端午小长假的第
一天，70多岁的汪阿姨从黄山市
来到北京， 这是汪阿姨头一次出
远门， 所以给润秋服务组打电话
预约了接站等服务。 她刚一下车
站， 韩文文和朱鸿锡便热情地上
前，为她答疑解惑，并将她顺利引
导到了接她的轿车上。 二人并没
有想到，本是自己分内的工作，竟
给汪阿姨留下了难以忘怀的美好
印象。

几天后， 张润秋接到汪阿姨
女儿的电话， 称其母亲会坐飞机
回家，但十分想和二人合影留念。
当天下午， 阿姨专程来到北京南
站， 和等候她的韩文文与朱鸿锡
站在相机前， 拍下了有温度的一
瞬间。 对于张润秋和她的组员来
说，和那些荣誉称号与奖状相比，
这种肯定来得更纯粹、更温暖，而
每当遇到一些不冷静、 不理智的
乘客时， 她们会更加耐心以热情
和真诚换来对方的感动。

“我们与西客站 ‘036’ 候
车室、 天津 ‘高铁玫瑰’ 服务组
一样， 都肩负着铁路人服务人民
的使命， 要时刻发挥传帮带的作
用 。 北京南站是第一个高铁车
站， 我们对自己必须更加严格要
求， 让自己成为标杆， 把服务做
到精益求精， 让这种优质服务在
南站开花 ， 进而在铁路系统开
花， 向北京乃至全国人民展示铁
路人的风采。” 张润秋说。

一名向 “老黄牛 ”
看齐的新劳模

不论何时， 张润秋手上总会
拿着一个记录本， 用笔记下工作
计划和容易忘记的工作细节 。

“打交道的人多， 琐事也多， 有
时为了把事情做好， 往往要用笨
办法。” 张润秋认为， 不管时代
怎么发展， 老一辈劳模那种 “老
黄牛” 的干劲与认真的精神都应
该被传承下来。

而作为传承这种精神的新时
期劳模， 张润秋也自然在工作中
不断创新方法和理念。 从让人眼
前一亮的 “三勤三到” 服务法，
到内容进一步丰富的 “六式六
心” 服务法， 再到包含多种预约
方式、 对老弱病残孕等重点旅客
细致分类的 “私人定制” 服务，
都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而这些方
法的高度概括和总结， 离不开她
一步一个脚印的服务轨迹。

“我的父母都是农民， 他们
常教导我能帮人就多帮人， 我在
学生时代的老师也常要求我们崇
尚美德做好人， 而我认为 ‘做好
人、 帮好人’ 的关键便是 ‘将心
比心’ 和 ‘以心换心’。” 铁路工
作者的工作环境说不上艰苦， 但
很辛苦， 过节回不了家， 在旅客
最多的时候往往要把爱心和热情
奉献给旅客， 有时旅客的冲动或
许会让自己觉得委屈， 但张润秋
总会换位思考 ， 了解旅客的情
况， 给遇到困难的乘客多种选择
空间， 从而消除矛盾与误解。

张润秋认为， 在铁路平台锻
炼成长的过程就是责任心养成的
过程 。 “用心 ” 二字读起来简
单， 做起来很难， 坚持下来贯穿
到底更难。 “成长过程中会遇到
各种困难， 也哭过许多次， 但随
着年龄的增长、 阅历的增加， 以
及老同志以身作则的奉献精神，
让我从一个黄毛丫头学会了多记
人长处 、 多帮人难处 ； 未曾学
艺， 先学做人。”

张润秋， 这朵在铁路系统上
盛放的花蕾， 用最真诚的服务，
诠释了一名铁路工作者对旅客不
变的承诺。

———记北京风雷京剧团团长松岩 □本报记者 陈曦

“拼命三郎”重塑京剧之魂
候候选选人人风风采采

道道德德模模范范

在不少京剧老戏迷的眼中 ，
北京风雷京剧团可是一个有着悠
久历史的老剧团。 剧团的前身为
“民乐社”， 1937年成立。 剧团的
历史上， 曾拥有和培养过众多的
京剧表演艺术家和著名京剧演
员 ， 并创作演出了许多经典剧
目。 可就是这样一个响当当的剧
团 ， 也曾经面临生死攸关的困
境。 幸亏一位 “拼命三郎” 的出
现， 才挽救了这家风雨飘摇中的
剧团。 他就是松岩， 国家一级演
员， 北京风雷京剧团现任团长。

上世纪90年代， 是传统戏曲
行业最艰难的一段日子。 由于收
入过低， 当时的北京风雷京剧团
人心涣散， 急需一位有能力有责
任感的团长掌起大舵。

当时的松岩在剧团担任副团
长。 正值壮年的他， 武生出身，
专业功底好， 有着满族人豪爽执
着的性格， 而且对剧团、 对京剧
都有着浓厚的感情， 无疑是剧团

团长的不二人选 。 2001年的一
天， 上级主管部门找到他， 希望
他能挑起这个重担。 想到剧团的
处境和自己身上的责任， 他便一
口应承了下来。

“当时， 剧团账上一分钱没
有， 还欠了2000元外债。” 松岩
回忆说， 为了让剧团活下去， 上
任之初， 他就跑遍了北京的涉外
宾馆饭店， 联系演出。 功夫不负
有心人， 市场很快被打开了。 就
在他上任的第一年， 北京风雷京
剧团演出了793场， 创造了京城
同类剧团一年演出的最高纪录，
而且演出质量也获得了业内外的
好评。

在辉煌数字和精彩掌声的背
后， 是松岩辛苦的付出和坚持。
2008年， 他在 《金翅大鹏》 演出
中， 从高空翻身落地时， 导致跟
腱断裂， 他却不露声色， 坚持把
戏演完。 2012年， 他带团到张家
港市演出， 期间， 他染上了重感

冒， 团员们都劝他多休息， 但他
却仍咬牙坚持 ， 喝完药继续演
出。 也因此， 松岩 “拼命三郎”
的名号不胫而走。

在开拓国内演出市场的同
时 ， 松岩还积极配合国家文化
“走出去” 战略， 积极向海外推
广京剧艺术。 十几年来他带领剧
团到访过20多个国家。

2014年9月 ， 松岩率团到访
希 腊 艾 琉 西 斯 市 演 出 。 演 出
现场是一个露天的非专业舞台，
当天还下着小雨。 那天， 演出的
剧目里有 《闹天宫》 和 《霸王别
姬》 等。 这几出剧， 需要演员做
很多技巧， 但因地面湿滑， 很多
人担心演出中会出现失误甚至是
危险。 其实， 松岩和他的团队完
全可以降低难度， “圆满” 地完
成演出。 但是最终， 他们选择一
个动作未减， 为台下的3万名观
众献上了一份原汁原味的中国国
粹大餐。

“那天， 我扮演的美猴王。
演出结束后 ， 观众们都特别激
动， 纷纷登上舞台， 要求跟我们
合影。 那次， 演出结束已经40分
钟了 ， 我们还没来得及卸妆 。”
松岩不无骄傲地说。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京剧既
熟悉又陌生。 如何让这门高雅艺
术走进大众， 松岩想到了跨界经
营。 2015年， 松岩集编、 导、 演
于一身， 推出了京味儿话剧 《网
子》， 用话剧的形式讲述一个京
剧戏班后台的故事 ， 至今 《网
子》 已经演出了50多场。

为了让京剧离公众越来越
近， 他和团队为软件公司提供京
剧创意方案、 参与电影发布会演
出， 帮航空公司制作京剧版 “安
全须知” …… “今后， 在京剧创
新的这条路上 ， 我还会闷头使
劲 、 仰头鼓劲 、 自己跟自己较
劲， 希望热爱京剧的朋友支持我
们！” 松岩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