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版2018年11月9日 星期五

Http://www.hbnews.net 看 点
KANDIAN

编辑/版式 穆军 /孙维维 hbck_mj@126.com校对 杨素侠

编者按

11年，一个人，一辆车，没有假期，累计行程12万公里，投递

报刊430万份、信件25万件。

刘雷锋坚持着“宁让我等用户十分钟，不让用户等我一分钟”。

刘雷锋摸索整理

出了一套系统全面的

投递方法。

用心服务赢得了客户的信赖。

11 月 1
日，记者到濉溪
县南坪镇采访
刘雷锋时，他正
在中国邮政濉
溪分公司南坪
镇运营中心熟
练地分拣当天
的报刊，初见便
给记者留下干

练的形象。
1978年出生的刘雷锋，在

乡邮路上已经坚守了 11个年
头，由于长期在基层农村工作
的缘故，整个人看起来显得十
分黑瘦。

能不黑吗？ 乡村风大，紫
外线强，一年 365 天，几乎天
天都行进在十里八村，冬天风
雪，夏天烈日，再好的皮肤晒
褪好几层皮，冻伤数不清的裂
口，也好不起来了。

能不瘦吗？ 11 年， 一个
人，一辆车，没有假期，累计行
程 12 万公里， 投递报刊 430
万份、信件 25万件，从未发生
过缺报少刊、丢村甩点、捎转
邮件等情况 ， 邮件妥投率
100%……这样的运动量抵得
过任何减肥法。

入行 11年， 没睡到过自
然醒，没休过节假日，从本单
位的“积极分子”到全市服务
窗口和邮路普查 “明星投递
员”，从本系统的“服务之星”
到全市“最美快递员”再到首
届全省“最美快递员”……满
满一摞 20 多本荣誉证书，见
证着刘雷锋在乡邮路上的责
任与热爱。
当天上午 10时，刘雷锋来

到南坪镇运营中心，作为上任
半年多的运营中心主任，他要
把当天的投递工作安排下去。

他告诉记者，南坪镇包
裹、快递、信件、报刊每
天从濉溪县城送过
来两趟， 分别是
上午 10时和下
午 2 时，他们
的工作主要
集中在这两
个 时 段 之
后， 晚上有
时要忙到七
八点钟。

“中心共
有 5 名工作人
员，南坪镇村庄、
学校、企业多，投递

任务较重， 虽然当了
主任，但自己仍在一线投

递。 ”刘雷锋说。
南坪镇运营中心分发室

里，100多种报纸、杂志，出发
前都要一一归类。 翻、抽、卷、
插……一连串动作，几秒钟完
成，熟练利落。

“每个格眼对应哪个投递
点都记在心里了， 所以就快，

大概一个小时就能完成分
拣。 ”说起工作，刘雷锋黑瘦的
脸上充满自信。 谁能想到，11
年前， 面对眼前的报刊杂志，
他也曾手忙脚乱。

刘雷锋是土生土长的南
坪镇桃花村人。曾经在外打工
多年的刘雷锋，看到城市的快
速发展， 再想想自己的家乡，
因为缺少知识， 因为信息闭
塞，还比较落后。

“把外面的信息带回去
吧，让家乡人通过邮递开拓眼
界。 ”有了这样的认识，刘雷锋
萌生了回乡的念头，这种感情
像野草一样疯长，势不可当。

2007年 10月，刘雷锋毅
然辞掉了在外的工作，回到家
乡当了一名乡邮快递员。

原本想着，自己年轻，有
力气，能走村串户，肯定能把
这份工作做好。 谁知，上班第
一天，光是一张十多个村的路
线图就把刘雷锋绕了个晕头
转向。

“记得刚走上工作岗位
时， 由于投递工作太辛苦，加
上没有工作经验和好的工作
方法，每天都累得腰酸背痛。 ”
面对这样的苦差事，刘雷锋也
有过犹豫， 但每每想到偏远、
闭塞农村的父老乡亲，他就给
自己鼓劲：“别人能做到的，我
必须做好； 别人不愿做的，我
要坚持做下去! ”

为了尽快熟悉业务，刘雷
锋不仅虚心向老职工请教，还
慢慢地摸索出了一套自己的
工作方法。他用笔记本边投递
边记用户的地址、 联系电话、
画上用户家庭的住址草图，晚
上还要复习当天的工作笔记，
不到一个月，就熟悉了所投递
区域的所有信息。

工作中，他深知只有在报
刊分发上减少时间，才能挤出
时间出去投送。为了提高分发
效率， 他想出了自己的招数，
即每天提前半个小时到岗，边
学边练，以工带练；每天归班

后，再抽出半个小时进行专门
训练。他还总是随身携带一个
小本，上面记录了各项业务的
操作流程及要点、在具体操作
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难以及
解决方法。

不到半年， 刘雷锋通过
自己的努力和用心， 熟练地
掌握了投递工作的各项技能
和相关理论知识， 摸索整理
出了一套系统全面的投递方
法。

刘雷锋始终坚持“迅速、
准确、安全、方便”的服务宗
旨，给用户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坚持使用礼貌用语， 耐心
周到地向用户宣传各项邮政
业务， 及时向用户解决邮政
方面的问题，从不推脱责任。
他的一部分用户是矿上离退
休职工， 他们每天都在等待
着报刊，盼望着远方的来信，
刘雷锋仿佛看到了老年人那
双期待的眼神。 他们有的在
上面寄托着丰收的希望，有
的在上面牵挂着升学的风
帆， 有的在上面写着望子成
龙的慈母之爱……为了使他
们能及时看到报刊、阅读到信
件，刘雷锋就把所有离退休老
人的地址按路线顺序排列一
遍，为了方便老人，他采取了
上楼入户的投递方式。老人们
都夸他是“邮政的好职工”，但
他的心里认准了 “一封信、一
颗心，一份报纸见真情”的信
念。

刘雷锋服务对象包括南
坪镇境内的任楼矿工人村和
任楼煤矿以及附属单位，面对
100多栋工人村住宅楼， 他没
有退缩，抓住每天中午工人上
班前和晚上下班后的时间，楼
上楼下一件件把邮件送到用
户手中。 11年间，无法计算他
走过多少层楼梯。由于他不畏
困难，认真负责，热情周到，加
上细致、及时、想方设法查投
“死信”，做到不错投、不漏投，
多年来他的投递质量和服务

质量在濉溪邮政行业始终名
列前茅。

为做好每年的报刊收订
工作，从每年 10月起，刘雷锋
就开始发放宣传单页、订阅通
知。为了能在计划时间内完成
任务，他每天除了完成自己的
本职工作， 常常利用休息时
间，上门服务，挨家挨户，地毯
式收订报刊和介绍宣传报刊
业务。 功夫不负有心人。 在收
订期间，由于他宣传早，动员
早，又有联系方式，给用户吃
下了“定心丸”，电话订阅的用
户比较多。他白天按时投递报
刊，就和用户约定晚上上门收
订。 每到一个用户家，他都耐
心地讲解订阅报刊的作用和
意义，并保证投递到户。 他的
服务原则是：“宁让我等用户
十分钟， 不让用户等我一分
钟。 ”

刘雷锋在工作期间，正如
他名字一样， 还是出了名的
“活雷锋”。2015年 11月，刘雷
锋到南坪镇老家村投递时，遇
见老家村祝圣申老人正在家
中订窗户，由于老人的子女不
在身边， 老人的手脚十分不
便，订窗户十分吃力。 刘雷锋
送邮件到他家时正看到这一
幕，二话没说就帮助老人订好
窗户擦干净玻璃。祝圣申老人
十分感动，刘雷锋又和老人聊
会儿家常，向老人介绍了邮政
其他业务。用心服务赢得了老
人信赖，不到一个星期，老人
就把他在其他银行的存款转
存到邮储银行。 祝圣申老人
说：“就冲刘雷锋的服务，邮政
肯定错不了，刘雷锋真是好样
的！ ”

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无
私地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刘雷
锋将自己的真诚全部奉献给
了邮政， 也奉献给了广大用
户。这也验证了他常说的一句
话：“在这平凡的工作岗位中，
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虽然平
凡但却无悔一生。 ”

冬天，寒风凛冽。有人端

一杯热茶，坐在暖和的办公

室；有人围坐在火炉边，话着

家常。但也有这么一群人，不

顾酷寒，骑着三轮车，穿梭在

大街小巷，匆匆忙碌着，他们

就是———快递员。

今年7月，安徽省邮政管

理局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首

届“寻找最美快递员”活动。

淮北市邮政管理局高度重视，

精心组织实施“最美快递员”

寻找推荐工作，其中推荐的中

国邮政集团公司濉溪县分公

司快递员刘雷锋，今年10月

成功当选首届全省十佳“最

美快递员”，为淮北邮政快递

行业增了光。为传播行业正能

量、弘扬榜样精神和工匠精

神，本报今天特推出刘雷锋事

迹报道，以飨读者。

漫漫乡邮路 浓浓鸿雁情
———记首届全省十佳“最美快递员”刘雷锋

■记者 吴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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