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2年，刘红丽进入中国
电信淮北分公司工作，先后担
任过营业员、值班经理、客户服
务投诉处理员、行业客户经理
等职务。 2015年年初，通过竞
聘，担任濉溪县淮海路旗舰店
店长。

以身作则

刘红丽虽然工作十多年，
经历多个岗位，但担任领导还
是第一次，深感压力重重。 她
通过观察、调研、思考，结合营
业厅实际情况，制定了具体的
工作方法。 针对营业厅“基础
管理弱、服务意识差、凝聚力不
强”等问题，刘红丽想方设法抓
规范、促提升、凝人心、聚合力。
每天上班她来的最早、走得最
晚，自己做不到的事绝不要求
别人去做。 不断加强自身业务
技能学习，碰到问题时她主动
请教业务熟练的老员工，营造
学习的好氛围。 每天晨会上，
都会大力推行“礼仪服务、礼貌
用语、异议处理、场景评选”为
内容的标准化管理。 遇到前来
投诉的顾客，她都会主动协助
营业员处理，让用户怒气而来，
满意而归。为更好地服务客户，
她让每位营业员接触到的用户
都加微信并留下自己的手机号
码，承诺 24小时接受咨询投诉
“一站式服务”，赢得好评。

尽心服务

2015年 8月的一个早晨，
营业厅没到上班时间，门还没
开，一位老人拄着拐杖在外面
焦急地等待。 提前上班的她，
立即将老人扶进大厅，原来老
人是一位“老革命”，想看纪念

抗战胜利 70周年大阅兵。 老
人说装机师傅把机顶盒装好
了也教使用了，但等师傅走后
又忘记了， 孩子又不在身边，
这才到营业厅寻求帮助。 了解
这些情况后，刘红丽立即开车
送老人回去， 手把手地教，一
遍又一遍直到老人可以熟练
操作为止。

2017年冬天的一天，下着
大雪， 一位老人独自来营业厅
缴费，刘红丽担心她路滑摔倒，
亲自开车将老人送回家里，搀
扶进屋。

顾客家中的宽带出了问
题，不能上网，她安排好手中的
工作，开车带着营业员行驶 10
多里路上门服务，排除故障，受
到顾客的赞许。

爱岗敬业

工作中， 刘红丽虽然取得
了一些成绩， 但为人女、 为人
妻、为人母，却愧对家人。 2015
年，父亲肺癌重病期间，由于忙
于前期与某单位谈的合作业
务，为兑现客户承诺、为了营业
厅的服务和发展， 她未能守在
父亲身边见最后一面，这，是她
一辈子的遗憾。

为了处理好工作， 晚下班
一两个小时也是常有的事情。
爱人和她一个单位， 每天也很
忙，6 岁的孩子常常在家自己
用温水泡方便面，煎荷包蛋，小
手烫出水泡。回家看到这一幕，
刘红丽心里真不是滋味。 如今
这个 10岁多的孩子已经能娴
熟地做出一家人的简餐了。

2016 年暑期正值销售旺
季，她和她的团队连续作战。由
于过于劳累，她腹疼三天，本以
为是胃疼吃点药就行， 直到高
烧 39度疼得受不了时才到医

院检查， 确诊为急性阑尾炎。
医生建议立即做手术，术后才
五天她就投入到工作中。

热心暖心

2016年 2月 14日，一个 3
岁左右的孩子在营业厅门口
拼命哭喊，刘红丽和同事们见
状立刻上前询问，原来孩子找
不到妈妈了。 孩子由于年纪小
记不住爸妈的电话，一直不停
地哭。 刘红丽抱起孩子到厅
内， 一边安慰孩子一边打 110
报警。10分钟后得知孩子的父
母也已报警，刘红丽心里的一
块大石头才算落地，孩子逐渐
停止哭泣，紧紧地搂住她的脖
子。 半小时后，孩子的母亲来
到营业厅，见到孩子，说了很
多感谢的话， 还要现金酬谢，
都被她拒绝了。 刘红丽说她只
是做了一个妈妈和一个电信
人应该做的事。

刘红丽感人的事例感染
着周围每一位同事。 近年来，
她带领的团队， 通过共同努
力，收获了荣誉，赢得了赞许。
她个人先后荣获“全国五一劳
动奖章”、 “全国用户满意服务
明星”、 “安徽省第十三届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安徽省质量
信得过班组建设先进个人”、
“安徽消防形象代言人”、中国
电信集团公司 “巾帼风采”优
秀店长、 安徽电信 “服务明
星”、淮北电信“服务标兵”等
称号。

虽然取得很多荣誉，得到
用户的认可，但刘红丽说：“在
今后的工作中，我依然会把服
务顶在头上、放在心里，用情服
务暖人心、撸起袖子加油干，做
一个充满正能量的人，带出一
个充满正能量的队伍。 ”

有一种旅行叫单车旅行，它
没有奢侈准备， 只需要备起勇气
和一颗想走就走的心， 就能让你
的梦想走得很远。如今，“十一”已
过， 人们在享受美好假期之后开
始纷纷投入到自己的工作中去。
但淮北师范大学一个“红色骑行”
的话题却在师生中引起了热议。

据了解， 为了庆祝新中国成
立 70华诞，弘扬革命先辈不畏困
苦、勇往直前的奋斗精神，淮北师
范大学单巍、侯俊钦、何良波师生
三人通过红色骑行的特殊方式感
受新中国变化。 他们行程 700公
里，途经徐州、连云港、临沂、枣
庄，参观了当地历史文化纪念馆。
在路上， 他们用车轮丈量毅力与
艰辛，加入为祖国庆生的队伍。

“他们都是有活力的人，有耐
力的人，是深沉的爱国者。 单巍、
侯俊钦、 何良波三人是我们物电
学院的先进知识分子。 他们这种
红色骑行活动获得师生们的赞
赏。”淮师大物电学院党委书记吴
云告诉记者。“单巍发起多次红色
骑行活动，发展多名优秀党员，工
作认真负责； 侯俊钦是学校公派
留美的优秀教师，学成归来，立志
为我校奉献，扎根教育事业；何良
波是我院优秀学生代表， 他以身
作则，学习成绩优异，有着良好的
学生影响力。 ”

据单魏介绍，10月 1日一大
早，红色骑行三人组在院校领导、
朋友及同学们的欢送下， 开启了
这次“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活动的旅程。 三人来到的第
一站点是淮海战役总前委蔡洼会
议旧址， 浓郁的历史情怀以及对
党的崇敬之心瞬间再次涌上心
头，单巍与何良波宣誓 ：“我志愿
加入中国共产党， 拥护党的纲领
……”表达心中的自豪之情。

途经游客服务中心， 大屏幕
正在播放阅兵直播现场， 三人不
约而同前去观看。礼炮轰鸣，歌声
嘹亮；整齐的队伍，威严的军容；
晴朗的天空，欢呼的人们，无不显
现出国庆 70周年阅兵庆典的隆
重与壮观， 三人被阅兵直播深深
震撼。 第一天观看阅兵直播时间
较长， 故而前往徐州淮海战役纪
念馆让三人为期五天的行程安排
有些紧张，三人加足马力，奋力前
往下一站点连云港。

700公里五日的行程， 平均
下来每日需骑行 140公里， 长途
奔波，让三人时感腰酸腿疼。骑行
第四天，三人进入枣庄，却恰逢该
地区下着大雨， 三人浑身上下湿
透，又冷又饿。接连着何良波遇到
扎胎，三人只能忍寒挨饿，在雨中
给车换上备用轮胎继续前行。 骑
行途中多有辛苦坎坷，他们说，这
一路走来，三人互相扶持照顾，始
终牢记此次活动的初心， 坚持前
行。

“作为教师， 作为党务工作

者，我深知照本宣科无效果，因此
我也在提升自己，锻炼自己，并带
领学生走进历史遗迹，亲身体会。
这次红色骑行活动让我们重温了
革命烈士先进事迹， 更深刻地了
解历史。 骑行之程的心境就像革
命先烈征战胜利一样， 每一个历
史迹点就是我们这段路程的目
标。 我们的心路在不断追逐目标
中越来越宽广。 ”单巍讲道。

“我认为今年能以一个特殊
的方式为祖国 70华诞献礼是我
人生宝贵的财富。 作为一名大
学生，应当去了解历史，亲身去
感受祖国的历史， 只有切身感
受才能弘扬继承革命精神，才
能不辜负党的培养。 ”何良波高
兴地说。

三人从不同的角度讲述了自
己在这次骑行过程中的心得体
会。 70周年来，各地政治经济文
化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在出国
留学两年归来的侯俊钦看来，单
是看淮北的新面貌就发生了极大
的变化， 曾经坑坑洼洼的路变成

了平整大道， 街道门户前处处可
见五星红旗， 时常可听见歌唱祖
国的歌声，浓郁的爱国情，翻天覆
地的新变化，在这次旅途中，让他
更加深刻了解党史，增长了见识，
锻炼了忍耐力。

“我也好想参加侯良波他们
的红色骑行活动啊”，在侯良波的
微信朋友圈里， 同学樊璐瑶感叹
道。“看着侯良波每日在朋友圈的
定期打卡，我也好羡慕。通过这次
活动不仅能够了解沿途地区的历
史文化，更能亲身体悟革命精神，
锻炼自己的意志力。 在同学相处
中， 侯良波总能让我们感受到满
满的正能量， 在每次开展主题党
日活动时， 他总能带给我们新的
认知，获得新的体验。 ”

“师生三人为我们党务知识
教学提供了新的模式， 我们不仅
仅按照学校部署扎实推进 ‘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还将
广泛动员学生， 将红色文化深深
植根于学生的业余生活中， 广泛
开展各类活动。 ”吴云说。

10月 11日， 刚从北京阅兵
村回到家乡双堆集镇邹圩村丁胡
庄的胡阿龙，家里迎来两位特殊
的客人，他们是双堆集镇人武部
部长张永利和退役军人服务管理
站站长王闯成，两人代表镇党委、
政府登门慰问，并送来了写有“展
退役军人风采 为家乡父老争光”
的锦旗和牌匾。

当天，濉溪县双堆中心小学
还邀请胡阿龙回到母校，为师生
们示范升国旗仪式，分享参加阅
兵感受，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受到
全校数百名师生的热烈欢迎。

双堆集镇位于濉溪县东南
部，地处解河、浍河中游之间，是
举世闻名的淮海战役主战场之
一， 境内建有淮海战役双堆集烈
士陵园，为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
地。 胡阿龙就出生在这片红色的
土地上，从小经常听老人们讲双
堆集歼灭战中涌现的感人事迹，
尤其对大王庄战斗中孔金胜排长
的英雄事迹印象深刻。 加上受到
参加过抗美援朝的爷爷熏陶，小
时候就立下志向长大要参军报
国。

2004年冬季，从双堆职业高
中毕业的胡阿龙应征入伍，在顺
利通过政审关和体检关后，当年
底被武警北京总队选中，从此开
启了军旅生涯。

在武警北京总队二师，胡阿
龙发扬革命老区精神，每天训练
都比其他战友刻苦，从不怕苦怕
累，很快就从一名新兵转变为合
格的武警战士。

2009 年逢国庆 60 周年，这
一年国庆节举行了盛大的阅兵
式。胡阿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第一次参
加的就是国庆 60周年阅兵，当时
我能被选中， 战友们都无比羡
慕。 ”

身高 1.85 米的胡阿龙凭借
过硬的军事素质，被挑选到武警
国旗护卫队，参加了国庆 60周年
阅兵。

胡阿龙说，在国庆 60周年庆
典中，伴随第一声炮响，由 200名
武警官兵组成的国旗护卫队，从
人民英雄纪念碑北侧平台出发，
寓意新中国是由无数人民英雄的
牺牲换来；下台阶变成纵队，遇到
孙中山像，队伍分队绕行，踏上中
轴路再合成纵队变正步向国旗杆
行进。 所有官兵要走三种步法，
下台阶时的齐步，到达平地后的
正常齐步和最后的正步。 整个过
程一共 169步，寓意从 1840年至
2009 年的 169 年来中华民族的
不平凡历程。 护卫队到达国旗杆
基座后列队站好，枪放下。 同时，
最后一声礼炮结束。 升国旗时，
护卫队官兵行举枪礼，国旗升起
后，护卫队站立直到庆典活动结
束。

第一次阅兵给了胡阿龙荣
耀，也给了他动力，他从一名懵懂
青年很快成长为副班长、班长、代

排长。当 2015年纪念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周年阅兵来临时，他再次被选
中并参与阅兵，仍然是武警国旗
护卫队排面长兼排头兵。

2016年 12月， 三级士官的
胡阿龙从部队光荣退役了。 退役
后他回到家乡，为了不给国家添
麻烦，选择了自主创业。

“今年春节过后，我在家接
到原部队领导的电话，问我愿不
愿意再来北京参加阅兵，我毫不
犹豫地答应了。 ”胡阿龙说，“当
时我向领导表示，若有战、召必
回，退伍不褪色，只要部队召唤，
我随时抛下手头一切， 服从命
令、听从指挥，发挥好退役军人
的余热。 ”

那时，胡阿龙在家乡创业还
不满一年，事业刚刚起步，面对部
队召唤，他不仅把创业的事放一
放，就连亲戚邻居准备介绍的对

象都还没来得及见面，就收拾行
囊踏上北上的列车，家里人对他
的抉择义无反顾地给予支持。

“能第三次参加阅兵，接受祖
国检阅，为家乡增光添彩，这个机
会非常难得，个人的事等阅兵回
来还可以从头开始。 ”

春暖花开的时节，胡阿龙回
到了阔别已久的部队，住到了北
京阅兵村， 成为预备役方队一
员。 军姿定型、踢腿定高、操枪定
位、步幅定距、步速定准、转头定
度……胡阿龙很快就找回了感
觉，并和所有受阅官兵一样，对每
一次训练都极尽严苛。

“日均训练 10.5 小时，总共
训练 228天，体重从来时的 77公
斤降到 74公斤， 皮肤晒得黝黑，
被评为所在方队‘训练标兵’。 ”
胡阿龙说。

国庆 70周年阅兵式上，胡阿
龙作为由退役军人、现役军人和

预备役大学生组成的预备役部队
方队中的一员，昂首走过天安门
接受检阅。 那一刻，被远在家乡
的父亲胡志敏、母亲陈翠华和村
民们通过电视直播画面认出，激
动和自豪之情洋溢在大家脸上。

胡阿龙从军 12年，先后荣立
三等功三次，获评优秀士兵三次、
优秀共产党员四次，五次被所在
部队授予优秀士官称号，多次获
得嘉奖，2008年 8月带队执行五
棵松体育馆奥运安保任务时，因
表现出色被破格入党。

胡阿龙向记者表示，下一步，
他打算组建一支由退役军人组成
的志愿国旗班，从军姿、齐步、正
步、升旗专项技术动作、升旗程序
等方面，对家乡及周边各企业、学
校国旗班队员进行培训，以此开
展爱国主义教育，增强民族自豪
感、家国情怀，传递向上向善、爱
国爱家的强大正能量。

客户的贴心人
———记淮北电信濉溪县淮海路旗舰店店长、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刘红丽

红色寻迹
———淮师大三师生骑行700公里庆新中国70华诞

从红色沃土走上庄严阅兵场
———濉溪县双堆集镇退役军人胡阿龙三次参加大阅兵

历经艰辛，三人来到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受访者提供）

在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阅兵式

上，我市濉溪县双堆集镇退役军人胡阿龙

的身影出现在预备役部队方队五排面第十

六位长安街黄线上丁字兵位置，这是他第

三次参加阅兵。退役之前的12年军旅生

涯中，胡阿龙曾经参加过庆祝新中国成立

60周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两次阅兵。

■摄影 记者 万善朝 通讯员 范胜明

参加过三次大阅兵，胡阿龙感到光荣和自豪。

胡阿龙来到双堆中心小学，向学生们讲述参加阅兵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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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吴永生

■记者 邹晨光 实习生 祁卫红

■记者 黄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