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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中通做快递已经快7年了，我
们回龙观地区送快递的一共有60多人，
其中有三名快递员是残疾人！ ”中通快
递回龙观地区主管蔡玉林对记者说。

今年43岁的蔡玉林老家在吉林长
白山， 以前搬过砖、 当过工人， 后来
转到快递行业 。 一般人都知道送快
递是不折不扣的体力活， 一年365天，
休息的时候很少， 每天要送200多件，
而且还有时效性 ， 对健康的人来说 ，
尚且非常累， 对残疾人来说， 就更辛
苦了。

“大约是三四年前吧，几个残疾人
来我们回龙观地区应聘，他们穿得破破
烂烂的，看着很可怜，我们回龙观地区
的负责人吴智灵就同意招收他们了 。
我作为主管，在工作中，也是尽量照顾
他们，包括其他快递员，也是能帮一把
是一把。 ”蔡玉林对记者说。

来自东北黑龙江省的李辉就是一
名有残疾的快递员。 李辉40岁， 只有1
米55的个子， 腿有点瘸， 走路一颠一
颠的， 以前在社会上找不到合适的工
作， 后来来到回龙观地区做了快递员。

“李辉腿不方便， 而回龙观地区
有很多老小区， 没有电梯， 需要爬楼

梯， 一天送200多件快递， 上午10点多
要有20%的签收率， 中午12点有40%的
签收率， 下午2点上午所有快递必须全
部送完， 件数又多， 又要求速度， 这
对李辉来说， 就很吃力。 我在分派快
递时， 基本就不安排他送回龙观社区
的， 安排他送商场的、 有电梯的楼宇
的快递， 这样他相对就轻松多了。” 蔡
玉林笑着对记者说。

今年30多岁的王帅老家在河南 ，
他的左手只剩下了小拇指， 右手是健
全的， 对于他来说， 从箱子里拿快递，
或者往快递车上装快递时， 就要不方
便的多。 每到这个时候， 蔡玉林或者
其他快递员， 就会搭把手， 帮忙装一
下， 遇到特别大件的行李， 也会帮忙
抬一下。

“李辉和王帅都有家有妻有孩子，
需要养家， 出来干快递也不容易， 所
以我们快递员看到他们干不了的活 ，
都会主动去帮一下。”

残疾快递员张罗也30多岁， 还没
有结婚， 以前受过伤， 整个左手都没
有了。 无论是分拣快递还是搬运快递，
都要靠右手和左胳膊的力量。 在要求
体力和速度的快递行业， 对张罗来说，

是不小的挑战。
“所以快递件数多的时候，我们都

会帮忙装车什么的，此外他们有什么难
处了，我们也都会尽量帮忙，毕竟他们
非常不容易。 ”蔡玉林告诉记者。

刚开始来干快递时， 李辉、 王帅、
张罗干起来有些吃力， 在快递员们的
帮助下， 他们越来越顺手， 精神状态
也越来越好。

经过几年的适应和历练， 如今李
辉、 王帅、 张罗这三名身有残疾的快
递员越干越出色了， “他们刚来送快
递的那段时间， 我们帮衬的多， 但是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量， 而且工作
量也不轻， 所以他们三人尽量自己克

服身体的缺陷， 按质按量完成送快递
任务 。 快递行业主要靠发快递挣钱 ，
很多人看到他们身有残疾， 还按时送
到了快递，发快递找他们的时候就会多
些，你知道吗，他们每个月送快递都能
有1万多元收入呢。 ”蔡玉林感慨地说。

蔡玉林说， 残疾人其实内心更渴
望尊重， 也更不愿意麻烦别人， 所以，
他们都特别注意这一点。 在李辉、 王
帅 、 张罗工作能应付得了的范围内 ，
他们尽量不主动伸手， 只有在快递实
在太多、 太重时， 才伸手帮帮忙， 尽
量不让他们感觉到不自在， 让他们靠
自己， 实现 “体面就业”。 （文中残疾
人为化名）

蔡玉林
中通快递回龙观地区主管

□本报记者 余翠平

“能帮助残疾快递员体面就业，
我非常开心”

张体水
宅急送北京分公司机场仓配中心分拣理货班长

□本报记者 白莹 文/摄

劳模“水大爷”是个热心肠

“水大爷， 您看看我这个怎么分
装啊？” “水大爷， 我下午得接孩子，
您能帮我盯一会儿么？” ……大家口中
的 “水大爷” 名叫张体水， 是宅急送
北京分公司机场仓配中心分拣理货班
长。 2016年5月20日， 他作为全国物流
行业的劳动模范， 还在人民大会堂受
到表彰。

1971年生人的张体水， 2000年进
入宅急送 。 每天重复着收货 、 包装 、
分拣、 送货等枯燥乏味、 又脏又累的
工作， 但他干起来却很起劲。 每天需
要包装七八百个包裹 ， 从没喊过累 。
在工作中， 张体水也练就了一手绝活。
其他同事利用胶带器、 小刀、 剪子等
工具才能把胶带断开， 张体水用手指
就能掐断胶带。

今年3月20日， 记者亲眼见到了这
一 “绝活”， 只见他用胶带粘好箱子顶
端左侧， 没看到剪断胶带， 他就开始
用胶带粘对侧 ， 没有借用任何工具 ，
胶带已经断开， 整个过程没有任何停
顿。 也正凭借着过硬的基本功， 他在
2013年全国包装分拣技能比武大赛上
获得了包装比赛第一名。

工作中， 他还善于发现问题、 总
结经验。 包装用的纸箱， 别人用过一
次就不再使用了 ， 他总是收集起来 ，
二次回收利用， 他说： “挺好的纸箱

就不用了， 多浪费。” 每次客户批量发
货， 或返货回来， 他都对一些旧纸箱、
旧木箱进行收集， 在不影响保装质量
的前提下， 进行二次利用； 他所在的
单位机场仓配中心， 包材收益率是公
司最高的， 与张体水带领的分拣班进
行节约把控、 二次利用、 创新使用包
材有很大关系。 据统计， 他每年能为
公司节约包材费用近万元。

工作上的一把好手， 生活中还是
个热心肠。

2016年3月的一天晚上， 下班回家
的张体水， 在北京地铁线15号线孙河
站附近， 拣到了一个黑色钱包， 里面
有社保卡、 住房基金卡、 银行卡等10

多张卡， 还有400元现金。
“当时我想： 丢钱包的人一定很着

急 。” 于是他便决定等丢钱包的过来
找， 可是等了两个小时， 晚上12点了，
始终没有人过来找， 于是他决定先回
家， 明天再找失主。 第二天一早， 他
把钱包交给了单位经理， 张体水和经
理想办法打电话到相关机构， 包括派
出所， 一直没有结果。

三天过去了，他决定拿着社保卡到
顺义区社保所去查， 终于有了结果，找
到了失主赵先生。 赵先生见到张体水
后，二话没说 ，激动地紧紧地拥抱着 。
拿过钱包的赵先生，当场就把钱包里的
400元钱交给张体水，以示感谢，但张体

水断然拒绝了， 并对他说：“这不算什
么，这是咱做人的基本准则。 ”

一时间 ， 这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
在公司内广为传颂。 自此，“水大爷”热
心肠的形象深入人心 ，“劳模 ”“好人 ”
“骨干”，这样的赞誉成为了他的标签。

当谈到为何收获这么好的口碑 ，
张体水一掩平日的豪爽， 他感慨地说：
“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 可以从一名没
有上完学、 不懂事的青年转变成现代
物流企业的员工， 我很知足， 也很感
恩。 只有踏踏实实做好本职工作， 为
客户着想， 为公司着想， 以更高的标
准、 更高的要求、 更高的热情投入到
我平凡的工作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