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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浩飞
圆通速递海淀学院路地区快递员

□本报记者 余翠平

一有时间就去敬老院献爱心

今年42岁的洪浩飞来北京快10年
了， 他干快递也快10年了， 如今是圆
通速递海淀学院路地区的负责人， 他
所在的地区快递员有80多人， 在繁忙
的工作之余， 他还是一名义工， 常到
敬老院做公益献爱心。

在2017年5月份的时候， 参加活动
时洪浩飞来到了工作区域附近的玉福
敬老院和永福敬老院，当时玉福敬老院
有80多名老人， 永福敬老院有70多人，
而玉福敬老院还有不少的智障老人，洪
浩飞会理发，就每周都去敬老院，周六
去玉福敬老院，周日去永福敬老院。 虽
然很辛苦，但是洪浩飞非常开心。

每次去敬老院， 洪浩飞都要给老
人理发 ， 陪老人聊天 ， 陪老人打牌 ，
让老人度过其乐融融的一段时光， 时
间久了， 不少老人都很依恋他。

今年70多岁的郝阿姨， 以前曾是
主持人， 退休后下半身就瘫痪了， 如
今已过去10年 ， 她的手能正常活动 ，
头脑也非常清晰， 每个周末去的时候，
洪浩飞都会给郝阿姨放放红歌， 听她
讲讲以前工作上的事， 所以每个周末，
都是郝阿姨特别期盼的日子。

今年73岁的白阿姨如今患有高血
压， 子女工作都很忙， 平时来看她的
时候少 ， 白阿姨在退休前全国出差 ，
人特别健谈， 所以特别喜欢找洪浩飞
聊天， 每个周末过去的时候， 她都会
拉着洪浩飞的手， 跟他讲自己家里的

事情， 以前的工作经历， 自己的人生
感悟什么的， 聊的非常开心。

“老人年龄大了， 身上又有这样
那样的病， 虽然敬老院里有不少同龄
人， 但是内心还是很孤独的， 他们特
别需要陪伴， 需要倾听， 我们很多时
候就是静静地听， 这对老人来说， 都
是莫大的满足和幸福， 你说， 我们周
末抽出一段时间， 陪陪老人， 让他们
生活得更愉悦， 又何乐而不为呢？” 洪
浩飞感慨地对记者说。

洪浩飞在敬老院还认识一对双胞
胎兄弟， 名字洪浩飞没具体问过， 但
是敬老院的人们都叫他们： 大宝、 二
宝， 这名字亲切， 洪浩飞也就跟着这
样称呼他们了。

每次去的时候， 洪浩飞都会给大

宝 、 二宝理发 ， 有时候陪他们聊天 ，
有时候又给他们唱歌什么的， 和两位
老人的关系非常好。 因为工作忙， 一
段时间不过去， 再去时老人都会拉着
洪浩飞的手说： 你好长时间没来了呢。
2017年底的时候 ， 二宝生病去世了 ，
这对于和二宝相伴了一生的大宝来说，
是非常残酷的事实， 大宝开始变得沉
默、 忧郁， 不再跟外人说话。

洪浩飞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 每
次去敬老院时 ， 都会和其他志愿者
一起主动和大宝聊天， 开导他， 还会
给他唱歌 ， 逗他开心 ， 时间久了 ，
大宝慢慢从二宝去世的阴影中走了
出来 ， 话多了 。 看到洪浩飞过来 ，
也会主动拉着他的手 ， 跟他讲生活
里的各种事情， 洪浩飞的心也终于放

下了。
洪浩飞说来敬老院多了后， 自己

都会 “上瘾”， 因为他和老人已经建立
了深厚的感情。 有的时候他没来， 但
是其他志愿者过来了， 有的老人就说，
“我这周不理发， 等洪师傅来给我理。”
有的老人爱玩魔方， 每周末都心心念
念等着他过来和他们一起玩， “我过
来了， 他们亲昵拉着我的手， 跟我说
家长里短， 说他们的人生感悟， 我要
回去了， 他们又非常不舍， 千万次叮
嘱我下次早点来。 真的， 他们对我的
那种依赖， 让我感动， 而听他们讲人
生感悟， 又受益匪浅， 所以我会一直
坚持下去的！ 在公益的路上， 自己在
奉献， 也在奉献中不断得到心灵的净
化！” 洪浩飞深情地说。

董文焦
品骏快递北京房山城关站点快递员

□本报记者 闫长禄 文/摄

投递商品，也传递温情

清晨６点半， 在静悄悄的街道上，
品骏快递北京房山城关站点门口已是
一片忙碌场景。 屋里屋外堆满了大大
小小的快递包裹， 10余个快递员神情
专注地蹲在地上分拣包裹。

经过早晨忙而不乱的分拣， 早晨８
点前， 快递员陆续骑上电动三轮车出
发送货。 刚才还挤得水泄不通的屋子，
一下子就腾空了。 这样的日子， 对品
骏快递北京房山城关站点快递员董文
焦来说再寻常不过。 卸车、 入站、 分
拣、 投送……日复一日， 从2018年成
为一名快递员开始， 董文焦便用 “责
任心” 三个字浇筑投递路， 成为了同
事们眼中公认的 “拼命三郎”。

“任务量最多时， 我要送200多个
件， 遇到电梯出现故障， 我一口气要
爬到18层的高楼， 真是挺累的。” 但不
管多累， 董文焦都要把负责的投递点
内派发的快递交付到客户手中。 同事
们劝他休息时， 董文焦却说， 这些快
递都是对客户很重要的东西， 咱们早
一刻送达， 客户就可以少一刻等待。

“他每天早晨6点左右到公司， 最
晚的时候要12点才回家， 从家到公司
需要40分钟 。 每天他都要这样往返 。

这份辛苦对许多人来说难以坚持， 可
他却习以为常， 并乐在其中。” 董文焦
的同事、 品骏快递北京房山城关站点
经理任正松对记者说。

在从事快递员之前， 董文焦曾在
一家石化企业里担任消防员。 七年的
准军事化的训练环境和工作环境让董
文焦养成了不怕苦不服输的性格 。
“既然从事了这份职业， 就要有这种责
任和担当。” 董文焦说。

今年三月初， 董文焦像往常一样
装好货物便开始出发派送， 在配送过
程中 ， 联系其中一位客户的电话时 ，
对方许久都未接听， 董文焦的心里犯
起了嘀咕。 于是， 他便上楼为其配送。
然而， 眼前的这一幕更加让董文焦满
腹狐疑。 “当时， 我看到客户家中的
门没有关， 敲门询问也无人应答。” 董
文焦便下楼等待。 就在此时， 他接到
了客户打来的电话。 董文焦接到电话
后， 马上告知了客户家的情况。 客户
请董文焦帮忙把门关上， 并将快递送
到了对方指定接收处。 事情过了几天
之后， 这位事主为了感谢董文焦的帮
助， 特地为他制作了一面 “敬业正直
品如金， 侠义相助暖人心” 的锦旗送

到了品骏快递北京房山城关站点。
一时间，董文焦成为了同事们学习

的榜样。“我觉得这是举手之劳，是我应
该做的。”董文焦坦言，快递员要面对各
种问题件的处理，派送不成功等与客户
打交道的各种复杂情况。平时还会遇到
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不会收发快递，他
都会亲自上门为老人服务。遇到快递单
上地址和电话填写有误的事主，他都会
想尽各种办法一一核实清楚，即使往返
多次也要将快递送到。

“干一行， 就要爱一行， 并且干
就干好。” 董文焦告诉记者， 由于这一

行业工作辛苦收入不高， 社会认可度
也较低， 因此人员流动性很大， 不是
每个人都能坚持到最后的， 而且大部
分时间都花费在送取件的路上， 对家
庭照顾很少。 谈及到家人， 董文焦这
位 80后 “快递小哥 ” 的眼圈红了 。
“照顾家里老人和儿子的担子都交给妻
子一个人， 她成了家里的顶梁柱。”

谈到将来， 董文焦说： “我将继
续努力干好这个本职工作， 为每一名
客户提供最优质的服务， 同时也希望
社会对快递员多一分包容， 送上一个
笑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