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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元旦，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年贺
词里称赞“快递小哥”是美好生活的创
造者、守护者。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
更是亲切看望了工作在北京小巷里的
“快递小哥”，指出“快递小哥”工作很辛
苦，起早贪黑、风雨无阻，越是节假日越
忙碌，像勤劳的小蜜蜂，是最辛勤的劳
动者，为大家生活带来了便利。 这北京
这座特大城市中，数以万计的快递员们
每天不仅像勤劳的小蜜蜂一样奔忙在
路上，为市民提供海量的服务，他们还
同时是这座大城的文明使者，像活雷锋
一样，一路传递着爱心和温暖。 午报记
者近日深入“小蜜蜂”群体，采集了一批
暖心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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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白莹

千千万万的快递小哥中 ， 他站到了马云身
旁。 能够被马云选作中国快递代表参加阿里纽约
上市的敲钟仪式。 他是一名北漂儿， 也是他们村
里第一个出国的人， 百万存款投身公益事业的他
就是窦立国。 在众多人眼中， 送快递或许是一份
再普通不过的基层职业 。 然而 ， 对于窦立国来
说， 这份职业， 却改变了他的人生。

窦立国的微博名是 “快递哥窦逗”， 在采访
过程中，窦立国给人的感觉就如同他的昵称一样，
朴实、乐观、爽朗。 或许很多人会说快递员月入过
万甚至数万的背后， 肯定充满了艰辛和委屈。

他来自农村， 刚到北京第一份工作是在酒店
当大堂保安， 每月600元， “交完房租， 连饭都
吃不起。” 窦立国说， “有时候， 一天就啃过一
个干馍。” 那个时候他和老乡挤在一间湿冷的地
下室， 夏天闷热， 一身湿疹， 冬天寒冷， 手脚冰
凉， 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 但这并不影响朴实的
他努力寻找表现自己的机会。

窦立国靠自己的努力得到了幸运女神的恩
赐———他在雨中接送客人的情景被他的经理看
到， 被感动的经理不仅满足了窦立国当厨师的心
愿， 还涨了工资。 那是作为一名北漂的窦立国第
一次尝到了 “成功” 的喜悦。

2008年， 窦立国放弃厨师， 转行做快递。 那
个时候， 快递业还没有什么规模， 窦立国也就没
什么业务， 经常取不到件， 也没人寄。 他就印了
一万张名片跟小广告。 每天早上八点半， 到小区
几个楼门口， 见着人就发。 “您好， 给您发张名

片， 以后发快递找我。” 用心的他在圣诞节穿上
圣诞老人装， 给每一个拿件的人送一个苹果， 每
个苹果上都有一张名片。

也就是从那时候起，他为自己的梦想掌舵，最
终实现了：五年挣到两百万，最高月入二十万的目
标， 而且受到老板青睐， 接手了一家分公司。

窦立国成功以后并没有迷失方向。 2010年开
始， 窦立国跟一个客户，筹办了第一所“乡村图书
馆”。 “我就是农村的孩子，所以深知农村教育的重
要性。 ”2014年，窦立国跟4个朋友联合发起“吾心
为爱”项目，集合各界力量收集图书、衣物， 分拣
出适合老乡和孩子们的， 把它们送到农村去。

3月30日， 窦立国和小伙伴们来到河北省涿
鹿县献爱心。 9年来， “吾心为爱” 项目已经在
全国各地建立了150余所乡村图书馆， 每个图书
馆藏书3000-5000本， 光运费就花了十几万。 窦
立国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是从哪里来的， 他自己没
有好的文凭可能是自己人生的一大遗憾， 但能够
让自己的同乡后辈拥有更好的学习环境则是他最
大的满足与愿望 ！ 自己努力半生体验了人间疾
苦， 不论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 他不希望年轻的
同乡们未来像他一样走过多的弯路。 这些年轻人
的成长， 无疑是对他最大的慰藉， 更是他心灵上
的止痛药。

为公益事业
不停奔跑的“窦逗哥”

任建旺
北京苏宁物流公司亚运村快递员

□本报记者 白莹 文/摄

随手行善
已经成为一种习惯

3月8日晚8点左右， 北京苏宁物流公司亚运
村快递点快递员任建旺送完最后一单， 正准备回
到车上， 却在路边捡到了一个绿色见方的箱子，
上面贴着一张空白快递单据， 没有留电话等任何
信息。 任建旺就想这一定是谁落在这里的。 在等
了十几分钟后， 没有失主来领， 于是他便询问了
物业， 仍然无果。 于是， 他猜想这一定是被丢失
的包裹。

由于当天的送货量很多， 任建旺和快递点经
理电话沟通后 ， 决定带回去 ， 稍后处理 。 第二
天、 第三天……任建旺每次去事发地的小区送件
时， 都会问问物业管理员或保安员， 有没有发现
丢失包裹的人。

3月12日， 他来送件时， 刚好碰到了中通快
递小哥， 由于他们是按区域划分的工作范围， 很
多都是相识， 于是说起了此事， “正好， 他说他
同事前几天丢了一个包裹， 赔了1000多块钱， 然
后我就联系了他的那个同事， 核实以后把那个包
裹还给了他。 他要请我吃饭我拒绝了， 其实我也
挺不好意思的， 举手之劳， 我相信谁遇见了都会
这样做的。”

还有一次是前几年的七八月间， 在惠新里小
区， 任建旺碰见了一位腿脚不方便、 拄着拐棍的
大爷滑到了， 有位女士想把大爷扶起来， 但她没
有那么大力气， 他看见后， 停下车把大爷扶到车
上， 联系老大爷的家人最后把他送回了家， 用了
一个多小时。 那天送件一直到晚上11点多， “其
实还是很感谢， 那天那么晚还支持我工作的顾客

们。” 任建旺说。
任建旺告诉记者， 有的时候他在外面碰到买

了很多东西自己带不了的人， 他会开快递小车载
他们回家并且帮忙把东西送到楼上。 平时送件遇
见超市、 饭馆进货搬东西， 他也会停下手头的工
作去帮忙， 不忙的时候他也会去苏宁易购门店、
苏宁小店， 帮忙给顾客送电器或者搬搬东西。 工
作之中也会遇见要求很多的顾客， 任建旺也会尽
全力满足顾客的一切要求。 在任建旺的心里， 只
要能帮到其他人， 再辛苦也是值得的。

“早上7点之前打卡上班， 晚上10点多下班
回家， 虽然每天都很累， 但是觉得生活很充实。”
说起来轻松的一句话语之中透露着快递小哥们辛
苦劳累的一天。 任建旺说： “从去年苏宁年货节
开始到现在， 我已经3个多月没有休息了， 过年
也没有回家。”

从事苏宁物流两年半的任建旺， 从未收到客
户投诉， 任建旺说： “从事我们这个职业， 一定
要有耐心， 而且要非常细心， 所以我一直严格要
求自己， 杜绝出现任何差错。” 900多个日夜， 配
送60000余件， 任建旺是北京苏宁物流公司亚
运村快递点众多一线快递员中的一员 ， 今年
初， 27岁的任建旺下定决心， 要在今年努力工作
完成自己的心愿———在山西吕梁老家给自己买
套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