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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全国劳动模范、北京石油张松梅加油站站长张松梅
严管理带出“模范”加油站
□本报记者 刘欣欣 文/摄

切换角色扛起站长大旗

2004年之前， 在原北京燕山
石油分公司， 张松梅是一名财务
科长。 公司重组后， 张松梅没有
向公司提条件， 主动要求到当时
最缺人手的加油站工作。 回想起
当年的选择， 张松梅说： “其实
当时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不过就
想试试， 挑战一下自己。”

隔行如隔山， 要把财务核算
的工作思维一下子切换到加油站
的经营管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刚到加油站 ， 张松梅是一头雾
水。 加油站的工作重点在哪？ 哪
些该管， 管到什么程度？ 严格要
求的 “严” 要到什么程度？ “一
切都从头开始， 找不到思路， 摸
不准门路， 经常是手忙脚乱， 眉
毛胡子一把抓。” 张松梅说。

为了让她尽快进入角色， 组
织上安排了有经验的老站长到站
上来手把手地 “传帮带”， 又给
她调换了几个有一定工作经验的
老员工。 张松梅凭借一股韧劲，
从头学起 。 她白天边工作边学
习， 晚上抱上一大摞各类运营流
程 、 经营管理账册细心学习研
究， 恶补各项经营管理知识。

她白天黑夜都在加油站， 一
住就是几个月， 她逐渐地掌握了
在加油站工作的要领， 摸清了站
长工作的要点， 开始做到能够有
的放矢地开展工作。 就这样， 张
松梅迅速成长起来， 由初级到中
级再到高级， 一直到现在被评为
全国技术能手。 张松梅熟悉并掌
握了加油站的全部工作， 哪个岗
位缺了人， 她都能顶上。

刚刚把业务这道关攻下， 没
有想到的困难接踵而至。 公司刚
开始推广非油品业务时， 由于京
石路加油站地处服务区， 而服务
区内有自己的商店， 所以不允许
京石路加油站设立便利站。 看到
别的加油站因为设立非油品业
务， 加油员都多拿到了工资， 张
松梅站上的员工思想上也产生了
波动。 怎么办？ 她把情况汇报到
区域后， 区域领导非常重视。 通
过研究， 决定把积分兑换的商品
放到张松梅的站上， 通过积分兑
换带动京石路的非油品业务。

站上的员工听到这个消息后
都非常高兴，大家的积极性高涨，
仅两个月的时间就兑换3万多元
的商品，实现了员工收入的增加。

2013年10月， 京石路开始大
修 。 修路势必影响加油站的销
量， 从而影响员工的收入。 怎样
才能使员工的收入不下降或较少
下降， 从而保持队伍的稳定， 成
为摆在张松梅面前严峻的现实。

“我一方面积极想方设法创
新思路， 尽量将因修路影响的销
量损失降至最低； 一方面积极向
区域寻求支持。” 张松梅说， 很
快她发现因为高速封路， 许多车
辆行驶到附近的时候， 会到加油

站问路。 于是， 她自己动手制作
指路卡片， 上面清楚地指示出附
近相通的高速路。

同时，区域领导了解情况后，
经充分论证，在2014年年初，针对
因修路而影响销量的大站， 调整
了绩效考核办法。政策出台后，张
松梅第一时间传达给站上的员
工， 鼓励大家在销量受损的同时
抓好服务，要更上一层楼。

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 2014
年京石路加油站虽然受到修路的
影响 ， 但仍然完成了1.8万吨的
销量， 员工的收入也没有因此受
到影响， 反而在管理和服务更上
了一个台阶。

集体是事业成功的源泉

加油站是个销售窗口， 怎么
才能增加销售量， 是张松梅一直
在琢磨的问题。 张松梅服务的京
石路加油站是京石高速进京第一

站， 也是出京最后一站， 加油站
里经常是车满为患。

张松梅发现， 在节假日出行
高峰时因为加油速度慢， 有些顾
客不愿排队等 ， 就驶离到下一
站。 为了留住这一部分客户， 张
松梅带领大伙集思广益， 认真分
析加油机泵岛和车道设置， 查找
影响效率的原因， 制订出了一套
加油站 “合理布局” 效率法， 即
在不同季节针对不同车型的客户
提供专用通道。

原来加油车辆接龙似的头挨
尾， 尾接头， 前方车辆不走， 后
面就无法加油， 后来改成按倾斜
45度排放 ， 汽油和柴油车道分
开， 由专人根据车型和油箱口不
同直接引车到位。 同时， 张松梅
还提出延长加油枪线， 从原来的
8米延长至现在的12米， 这样可
以使前后两辆车同时加油。 这些
小小的改动， 不仅大大提高了加
油效率， 而且增加了出库量。

除了创新经营手段， 为顾客
提供细致热情周到的服务也是提
升加油站销量的重要措施之一。
为使顾客来到京石路加油站真正
感受到一种 “家” 的温暖， 张松
梅首先从站容站貌抓起， 要求加
油站的环境必须做到整洁明亮，
使顾客到站后有一种神清气爽的
感觉。

京石路加油站地处高速服务
区， 来往的司机大多都是跑长途
的，为使他们能在站上歇歇脚，张
松梅经请示公司同意， 在已经很
紧张的站房里挤出一间房间，放
置了桌椅等设施，方便司机休息。
冬天提供热水、夏天提供绿豆汤，
帮长途司机交违章罚款、 给忘带
钱的顾客垫付油款……这些点点
滴滴看起来不起眼， 却温暖着每
一名来站顾客的心， 也拉近了张
松梅与每一名顾客的距离。

“如果说是我的努力成就了
现在京石路的辉煌， 不如说是我
和站上员工共同的努力成就了京
石路的辉煌。” 采访中， 张松梅
几次这样说。

作为一个长年拼搏奋斗在经
营第一线的女同志， 张松梅说自
己也有辛酸和不如意。 有时候干
得实在累了 ， 心里真想好好歇
歇； 有时候被顾客骂急了， 也想
跟对方吵一架。 可是， 她知道自
己身上肩负的责任 。 心情不好
时， 她就一个人找个角落悄悄地
掉几滴眼泪， 怕员工看见， 又赶
紧擦干眼泪忙碌起来。

员工的一举一动被张松梅看
在眼里记在心上， 其实张松梅的
举动也被他们看在眼里、 记在心
上。每到这个时候，这些只有十八
九岁的孩子们就变得特别的懂
事，事事都主动抢着干。还没等她
说话， 大家就主动把工作做得井
井有条，还变着法儿地逗她开心。

一个大年三十儿 ， 由于车
多， 加油车辆排起了大长队， 一
位司机因为着急回家过年， 便冲
着张松梅大骂起来。 待加油车辆
逐渐变少时， 她一个人心情低落
地回到了站长室。 到夜班时， 一
名员工给她带来了一盒巧克力。
“我听上白班的同事说您白天挨
顾客骂了， 大过年的， 您肯定心
情不好。 我就想买盒巧克力， 让
您吃了心情好一些， 开开心心地
过个年。” 听完后张松梅的眼泪
一下流了出来， 积压在心里的委
屈释放了出来。

还有一件事同样让她印象深
刻。 一次， 神秘顾客检查的成绩
与她的预期有很大差距。 好强的
她受到打击， 心情有点低落。 从
区域开会回来， 她发现已经下班
的员工都还没有走， 正在大声地
练习 “八步法”。

原来， 交班时班长知道站上
神秘顾客检查的成绩不理想， 下
班后就带着自己班的员工一个一
个练习 “八步法”， 从手伸得直
不直、 声音洪亮不洪亮， 一遍遍

地练， 累了一天的员工脸被太阳
晒得红红的， 全身已经被汗水打
透。 看到员工们训练的场景， 张
松梅被他们深深打动。 她振作精
神 ， 快步走上前加入他们的行
列， 一起训练。

既是严师也是慈母

都说张松梅工作起来要求严
格， 那是因为在工作中她制订的
标准都高于公司规范。 记账出身
的她， 对这项工作更加重视。 公
司要求一页中可以出现三个改动
之处， 可张松梅不答应。 “五星
级站就得有五星级的标准， 账本
中不许出现一处涂改。”

大到加油 “八步法” 服务标
准执行、 账表册的填写， 小到衣
服扣子怎么扣、 领子怎么翻、 徽
章戴哪里， 张松梅每天都要一一
考核提问 、 检查 ， 凡是不到位
的， 不仅要立即整改， 还要在站
务会上点名批评。 刚开始员工不
理解， 但看到站长要求员工做到
同时自己也首先做到表率， 慢慢
就习惯了， 并形成自觉的行为。

“要求员工做到的， 作为站
长首先要做到。 这样才能使制度
要求真正落地。” 张松梅说。 顾
客进站招呼怎么打， 欢迎词怎么
说， 声音应该有多大； 交接班账
表册单怎么填 ， 要注意哪些问
题； 卸油时如何计量， 流程上应
注意哪些问题……虽然加油员上
岗前都经过培训， 但张松梅还是
手把手为每一位新员工做示范，
强化对每个环节、 流程的重视。

张松梅还特别关心站上员工
的职业发展， 总是鼓励他们多学
习专业知识 ， 宁愿自己加油替
班， 也不让任何人失去参加学习
培训的机会。 在她的鼓励和督促
下， 站上的31名员工全部取得了
初级工、 中级工和高级工资格，
还为其他站输送了6名站长、 8名
记账员。

张松梅既是员工成长路上严
厉的导师 ， 也是员工心目中的
“慈母”。 每位员工的家庭情况、
脾气秉性、 生日爱好等等， 张松
梅都了如指掌。 谁要过生日了、
谁与顾客产生摩擦了、 谁的销量
下滑了、 谁想家了、 谁家里有困
难了……这些事情都逃不过张松
梅的眼睛， 她总是第一时间来到
员工身边嘘寒问暖， 帮助员工解
决生活上的困难和问题。

“来到京石路加油站的13年，
我最亏欠的就是家人。 虽然我与
员工一起度过了13年的春节，但
孩子的生日我没有陪他过过一
次。 虽然我经常与员工一起下厨
房包饺子， 但我很少亲手给孩子
做饭。 ”张松梅说这话时，眼中泛
着泪光。 好在张松梅的孩子很懂
事，从来没有埋怨过妈妈。在她表
示歉意时反倒安慰她说：“妈妈，
没关系。 我知道您这么拼命也是
为了我和咱们这个家。 ”

北京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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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民给了我 ‘全国劳动模范’ 的荣誉称号， 我要肩负起 ‘模范’ 的责任， 带领大家一起进步， 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这是张松梅的
心里话。

2015年， 张松梅被评为全国劳模， 近年来还获得 “中央企业劳动模范” “中国石化劳动模范” “北京市劳动模范” “全国技术能手”
等荣誉称号。 2016年1月， 北京石油把她所在的京石路加油站命名为张松梅加油站， 这是中国石化系统第一座以劳模名字命名的加油站。

在众多荣誉面前， 张松梅时刻提醒自己， “我要不忘初心， 坚守一线， 不吃老本， 再立新功， 带领大家向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