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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0年年““河南省十大最美货车司机河南省十大最美货车司机””名录名录
为展现货车司机风采，营造关爱货车司机的社会舆论氛围，提升货车司机的职业归属感和荣誉感，促进道路货运行业健康稳定发

展，河南省交通运输厅、公安厅、总工会联合开展了2020年“河南省最美货车司机”推选宣传活动。经过企业推荐、地市初选、专家初

审、网络投票、专家终审等程序，确定于新荣等100人为“河南省最美货车司机”，王晓伟等10人为“河南省十大最美货车司机”。

我省是道路货运大省，有超过140万的道路货运从业人员，他们每日平均在途时长约13个小时，是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力军，

维持着关系国计民生的物资流通，特别是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作出了突出贡献。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我们要加大对货车司机群

体的关注与关爱，引导和激励广大货车司机在新时代有新担当新作为，逐步形成全社会关爱货车司机群体的良好氛围，为道路货运行

业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
河南省交通运输厅
2020年9月 14日

1 于新荣 一拖（洛阳）物流有限公司

2 马卫杰 洛阳市方向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3 马立峰 郑州长通实业有限公司

4 马建勋 河南中油洁能销售运输有限公司

5 马祥涛 濮阳市南乐县超越货运有限公司

6 王晓伟 平顶山鸿伟运输有限公司

7 王卫华 信阳市化工运输有限公司

8 王东升 舞钢市海通运输有限公司

9 王甲平 洛阳市德发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10 王记功 新乡县永通运输有限公司

11 王成栓 郑州利来运输有限公司

12 王延涛 河南中州集团南阳时运运输有限公司方城分公司

13 王武卫 个体运输户

14 王佳雷 宝丰县浩鑫盛泰运输有限公司

15 王勇智 一拖（洛阳）物流有限公司

16 王振军 洛阳铜加工集团物流有限公司

17 王 涛 信阳飞宏油品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18 王富河 开封交运集团物流公司

19 王鹏伟 夏邑力达建材有限公司

20 牛顺利 济源市富睿运输有限公司

21 方二鹏 郑州长通实业有限公司

22 计军杰 许昌万里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3 白孝立 三门峡市阳光油品储运服务有限公司

24 纠守军 开封市腾飞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25 刑振虎 濮阳市万泰物资有限公司

26 巩呈祥 河南省开封汽车运输总公司能源分公司

27 朴号亮 开封市阳航运输有限公司

28 成占奇 汝州市三洋道路运输服务有限公司

29 朱 建 信阳飞宏油品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30 刘永武 信阳市鑫通运输有限公司

31 刘存海 焦作市交通运输有限公司

32 刘红胜 洛阳铜加工集团物流有限公司

33 刘进京 林州市新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34 刘忠军 河南长通运输有限公司

35 齐建臣 河南令达物流有限公司

36 闫卫东 济源环球第一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37 闫全胜 焦作市骏马物流有限公司

38 关建军 孟州市第一汽车运输公司

39 祁红岩 商丘市中通物流有限公司

40 孙凤卫 巩义市易达运输有限公司

41 孙灵飞 洛阳旭阳燃气有限责任公司

42 孙营武 栾川县全顺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43 严胜前 漯河市裕宏众汇运输有限公司

44 李广磊 河南省鸿泰物流有限公司

45 李永昌 林州市源通汽贸运输有限公司

46 李 闯 南阳市安诚运输有限公司

47 李国岭 平顶山市旺捷物流有限公司

48 李剑锐 洛阳铜加工集团物流有限公司

49 李瑞刚 禹州市益安爆破有限责任公司

50 杨兴华 商丘市金源物流有限公司

51 杨来鹏 河南心连心深冷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52 杨俊峰 平顶山市旺捷物流有限公司

53 时 成 方城县第一运输公司

54 余国峰 洛阳同泰物流有限公司

55 邹晓刚 易达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56 冶义杰 许昌弘翔运输有限公司

57 沈向杰 中国石油运输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

58 宋书芳 河南省豫鑫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59 张世涛 开封交运集团十公司

60 张庆彬 焦作市宏达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61 张 宝 柘城县运发物流有限公司

62 张 宾 安阳市恒丰运输有限公司

63 张银山 孟州市汽车运输公司

64 陈庆涛 濮阳市聚鑫运输有限公司

65 陈国胜 开封交运集团危货三公司

66 陈宝玉 万基控股集团运输有限公司

67 陈前进 新蔡润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68 陈 辉 洛阳洛捷运输服务有限公司

69 罗胜利 宝丰县通达运输有限公司

70 周红涛 郑州利来运输有限公司

71 庞丽明 巩义市永泉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72 郑军超 焦作市交通运输有限公司

73 赵天才 济源市富睿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74 赵领领 焦作市泰来运输有限公司

75 胡小前 郑州华夏易通物流有限公司

76 胡作辉 信阳畅达运输服务有限公司

77 祝玉桥 濮阳市清丰县华中物流有限公司

78 姚玉根 安阳市路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79 姚景文 济源环球第一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80 贺钰熙 禹州市益安爆破有限责任公司

81 贾光磊 郑州长通实业有限公司

82 顾 新 个体运输户

83 候焕力 漯河市裕宏众汇运输有限公司

84 高 林 济源市珑泽物流有限公司

85 高 杰 河南中油洁能销售运输有限公司

86 郭丙山 漯河市泰运物流有限公司

87 郭再胜 郑州长通实业有限公司

88 郭秋喜 焦作市泰和物流有限公司

89 郭献伟 信阳市化工运输有限公司

90 唐忠明 信阳市化工运输有限公司

91 黄永青 安钢集团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92 黄海峰 河南心连心深冷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93 常海山 安钢集团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94 崔广伟 郑州华夏易通物流有限公司

95 崔俊国 濮阳市清丰县华中物流有限公司

96 董卫卫 洛阳市环岭医疗废物集中处理有限公司

97 韩丙佳 河南省豫鑫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98 韩连芳 三门峡顺昇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99 韩 珂 许昌金利石油综合发展有限公司

100 翟国良 中国石油运输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

附：2020年“河南省最美货车司机”名单

序号
司机
姓名

所在单位

王晓伟，男，平顶山鸿伟运输有限公司1
年龄：42岁 驾龄：23年

在今年抗击疫情战役
中，王晓伟谢绝了他人给予
的 2 万元运输费用，倒贴油
钱数千元，千里驰援湖北，为
武汉火神山医院送去了紧缺
物资。返乡后，不仅捐款捐物，
还到疫情卡点义务值班值守，不幸因
公伤造成右腿粉碎性骨折，至今拐杖不
离身。2008年汶川地震，他放弃餐馆
的红火生意从深圳赶往四川，义务参加
汶川抗震工作，当了近 3 个月的志愿
者，期间身负重伤，差点儿献出生命。
他不顾个人安危，不顾家人亲友反对，
逆行千里，驱车入楚，参加武汉战“疫”

工作。一次次奋勇逆行、无
所畏惧，他把卡车司机为人
民的志愿精神融入骨血里，
也把内心的朴实善良诠释得
淋漓尽致。孝顺父母、团结

邻里、爱岗敬业的王晓伟，为了
让奔波于天南地北的司机师傅们有更

好的落脚点，成立了许昌禹州、平顶山
郏县卡车协会，在同行司机遇到困难、
急需帮扶时，他牵头捐款，为其募集生
活帮扶金20余万元。他说：“成立卡车
协会的宗旨就是做好人办好事、互帮互
助。”王晓伟一直义无反顾地走在公益
的道路上。

王武卫，男，个体运输户2
年龄：53岁 驾龄：33年

从事卡车司机工作30余
年，王武卫和他的货车“完美
合作”日夜相伴。他在运输路
途上自觉遵章守纪，劳逸结合
不疲劳驾驶，在他的精心维护
下，车辆保持安全稳定的工况，全
年行驶里程约15万公里，无任何责任
事故发生。今年疫情期间，作为卡车协
会汝州分会副会长的王武卫，得知协会
招募卡车司机为疫情严重地区义务运送
抗疫物资的消息，大年初三就走出家门，
积极参与防疫物资的紧急运送。时间紧

迫时，他一夜未眠，开车往返
1000多公里，安全顺利将消
毒液运达目的地，缓解了某地
无消毒液防疫之急。平时他
诚实守信真诚待人，总是尽自

己所能去帮助卡友，分享好的驾
驶经验技能，做到有求必应。遇到卡友

碰到老赖货主拖欠运费不给的时候，他
两次三番打电话据理力争讨要回这来之
不易的血汗钱；遇到卡友在道路不明、生
路不好走的时候，他耐心指引，仔细叙述
合适的道路交通给卡友，让其顺利到达。

王勇智，男，一拖（洛阳）物流有限公司3
年龄：51岁 驾龄：32年

王勇智从事货运行业
18 年 ，驾 车 行 遍 全 国 各
地。在他的运输职业生涯
中，一直视安全如生命，严
格遵守交通法规，杜绝超速
超载、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违
法违规行为。作为公司的调度兼司
机，疫情期间，他不辞辛苦、冲锋在前，
尚在春节假期中，主动请缨到岗，将50
桶消毒水送至东方医院；1月 30日晚
上 10时，王勇智和同事连夜出发奔赴
北京，克服途中大雾、无处食宿等困
难，用时 26小时往返近 1700公里，完

成了为一拖集团公司运送防
护物资的紧急任务。在人员
紧张情况下，他还主动顶岗
完成三批次共 75 台散件的
提货清点工作，不影响一拖

公司的生产进度全力备战春耕
服务，想方设法调配车辆满足生产需
要。春季三包服务月期间，他主动对
接协调各个环节，使备货提货环节平
均节省 7个小时以上，确保三包服务
备件的发运及时性，累计发运服务三
包件 32000 余件，为春耕生产贡献了
力量。

计军杰，男，许昌万里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4
年龄：44岁 驾龄：22年

计军杰是公司货运的
精算能手，联合100多名货
车司机共建微信群学习交
流、互助友爱。在抗击疫情
斗争中，他办理应急保供车
辆通行证，自购个人防护用品，
免费向有关单位配送急需防疫消毒
物资、医用口罩等并协助发放到位。他
还带领妻子和15名司机伙伴志愿参加
应急保运，至 2月 29日许昌市新冠肺
炎确诊病例清零，依法承运防疫口罩专
用无防布等生产物资280吨，奶粉、生

猪、蔬菜和水果等生活物资
74吨，累计发车配送 376辆
次。计军杰在 2019 年全国
道路运输安全行车百万公里
驾驶员劳动竞赛活动中获得

“全国道路运输安全行车三百万
公里优秀驾驶员”荣誉称号；在 2008
年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志愿参加公
司抗震救灾车队，深夜出发赶往灾区，
凌晨到达指定灾区卸货地点，所支援救
灾物资主要为安置房，用于灾区重建家
园的过渡房建设。

朴号亮，男，开封市阳航运输有限公司5
年龄：36岁 驾龄：14年

娴熟的车技和良好的
习惯，使朴号亮在 14年行
车过程中从未发生过交通
安全事故。他总是主动帮
助同事免费配货、修理、检
查车辆，排除一切可能出现的
隐患。今年面对突发疫情，朴号亮
说，“宅家隔离，不如上一线做事”。他
主动召集公司其他司机朋友，自发组
织车辆向武汉运送捐赠物资，日夜兼
程以最快的速度，将开封当地爱心企

业家组织收集的新鲜蔬菜，定点
配送到中国人民解放军中

部战区医院、华中科技大学
同济医学院等 10 家医院。
和同事开车抵达汉口站，大
家都清楚，只要下高速就意
味着“什么时候回河南”是未

知数。朴号亮说：“作为一名司
机，把物资安全送达，开好车就是出

了一份力。”物资安全送达武汉，他和
驾驶员们回到家乡自行隔离，不给社
会添麻烦，这就意味着他们无法与家
人团聚，但朴号亮不后悔，“只要有需
要，我依旧会积极参加；疫情面前，我
们货车司机不后退。”

刘进京，男，林州市新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6
年龄：41岁 驾龄：25年

刘进京从业 25年来，行
驶 350万公里无任何安全事
故、责任事故。安全行驶数
十年或数百万公里的背后，
除了高超的驾驶技术，也离
不开刘进京爱车如命的责任意
识，过硬的基本技能和良好的职业素
养，使得他对所驾车辆的车况了如指
掌。货车司机的辛苦不言而喻，他们
常年在外工作，和家人聚少离多，刘进
京却能数十载如一日，始终坚守运输
一线，以路为伴、以车为家。2020 年

疫情期间，防疫物资、生产
生活物资短缺，刘进京积极
参加公司组织的“疫情防控
志愿者”活动，向物资短缺
地区运送蔬菜、大豆、水果

等各种生活保障。在不出车期
间，积极配合小区物业对出入人员做

好登记、体温测量、消毒等各项防疫工
作。刘进京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的货车
司机，但他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爱岗
敬业、热心奉献，他无疑是货运行业的
驾驶员标兵。

胡作辉，男，信阳畅达运输服务有限公司7
年龄：34岁 驾龄：11年

作为一名普通的驾驶员，
胡作辉严格要求自己并且经
常救卡友于水火之中。2017
年3月，驾驶员郭某驾驶一重
型货车，在信阳西泸陕高速口
附近107国道边上翻车，车内拉
运的是电器，约有8吨货，需要找一辆
9.6米的车把货转到南昌；人生地不熟、
正感无助之时，郭某在卡友信息平台发
布了一条求助帖，胡作辉看到帖子，马上
联系了解情况后，和朋友来到事故现场，
帮忙联系吊车倒货、找交警处理事故做

记录、安排拖车帮忙倒货等，
一 直 从 早 上 忙 到 了 下 午 。
2017年9月，胡作辉帮助不慎
从车上掉下来造成两腿脚骨
折的驾驶员孙某；2020 年 6

月，胡作辉又前往信阳罗山县帮
助冲入 S219路边树林里的驾驶员唐

某……这样的事情还有许多，哪里有需
求，胡作辉就奔赴哪里。面对突发疫情，
他不顾自身安危，响应政府号召，多次参
与信阳市应急物资运输，为全面打赢疫
情防控阻击战贡献自己的力量。

姚玉根，男，安阳市路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8
年龄：41岁 驾龄：13年

姚玉根安全行驶超过
150万公里，其间无超速超
载、疲劳驾驶等行为，无重
大交通事故、酒后驾驶等，
严格遵守交通法规，运输过
程中无出现货物丢失及受损等
情况。2020年疫情突然暴发，身在
长沙的姚玉根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在
做好自身防护的前提下，他主动承揽
下往武汉运输医疗物资及捐赠物资的
任务。整个疫情期间，他历时 60天进
出武汉 24次，行程近 20000 公里，为

武汉输送了近 1500 立方米
的医疗物资，可以把一个标
准篮球场堆满 4 米高。其
间，他风餐露宿，既当司机又
当搬运工，每日以方便面充

饥。“能在决战之时，在武汉留下
自己的脚印，此生无憾。”姚玉根说，抗
击疫情，作为一名货车司机能够参与
进来作出自己的贡献备感骄傲，今后
也将脚踏实地立足岗位服务好社会各
界，以平凡的工作不断为交通运输事
业发展添砖加瓦。

顾新，男，个体运输户9
年龄：52岁 驾龄：17年

因他能把一条重达 25
公斤的钢鞭甩得出神入化，
更因数次空手夺刀制服歹
徒而出名，顾新也被称为

“钢鞭哥”。火海救人保平
安、智慧勇救轻生女、路遇跌倒
扶得起……“钢鞭哥”不怕危险见义
勇为的事迹在当地广为流传，但他仍然
每日脚踏实地安全驾驶、文明营运，本本
分分扮演着一个货车司机的角色。疫
情期间，顾新人在太康心系武汉，数次
为武汉捐款，积极组织人员参与街头宣
传、村头布防、购买慰问品慰问一线布防

人员等，纵然自己不富裕，但仍
然伸以援手。2018年6月，顾
新去安徽送货途径商丘，高速
应急车道一满载货物的大货
车燃火，他立即停车抄起车内

灭火器，直奔大火而去；灭火器用
尽后，他又拿出水桶和脸盆，从自己车
的水箱里取水灭火，过往司机受其影响
也纷纷停车帮忙，大火被扑灭，最大程度
减少货车司机和货主的损失，顾新也被
熏得“灰头土脸”。遇到麻烦敢于上前、
舍弃小我回报社会、面对弱势群体乐于
奉献，顾新大爱在心间。

郭再胜，男，郑州长通实业有限公司10
年龄：48岁 驾龄：27年

郭再胜这样形容自己
的工作：“公路是社会的血
管，我们就是勤劳搬运的
红细胞。”2020 年 1 月 27
日，省交通运输厅、郑州市
疫情防控指挥部下达需18台厢
式货车开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应急
远程会商系统设备”运输的工作任
务。在接到公司招募司机的消息后，
郭再胜第一批报名。他义不容辞地投
入疫情防控运输的工作中去，和其他
17名同事一起，在 5天时间里合计行

程一万多公里，将物资安全
运送到指定地点。2月 6日，
在接到去往武汉火神山医院
运送污水处理药剂的任务
后，郭再胜再一次主动报名，

与同事贾光磊一起，将6.5吨污水
处理药剂安全运送至武汉火神山医
院。2月 20日，郭再胜又一次前往武
汉方舱医院运送物资，在接下来的 16
天内，发车 10余次，为湖北 12个省辖
市提供民生物资运输保障，运输爱心
企业捐赠的生活物资超过200多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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