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邮局真伟大！ 小田救了我
的命， 我一定要好好谢谢！” 4月
14日， 当见到 “救命恩人” 投递
员田秀峰时， 86岁的杨玉枝老人
仍然难以平复激动的心情， 紧紧
握着她的手说道： “那天幸好是
你来了呀， 要不然我真的不知道
会怎么样……” 说到激动之处，
杨奶奶不禁有些哽咽起来。

“小田你来了，我就
有救了”

一切都源于3月21日的一场
“虚惊”。 那天上午10点多， 北京
市朝阳区邮政分公司楼梓庄投递
部的投递员田秀峰骑着电动车投
送完东坝东泽园小区C区的报纸
之后， 和往常一样来到了B区5号
楼402室， 一边从报兜中取出老
用户杨奶奶订阅的 《中国电视
报》 和 《北京广播电视报》， 一
边轻轻敲了两下门。

有点反常的是， 等待了几分
钟之后， 杨奶奶并没有像平时一
样出来开门， 可是屋内似乎又有
人在走动的声音， 知道杨奶奶平
时有心血管方面的一些慢性病，
田秀峰不禁有些担心， 在门口喊
道： “杨奶奶， 您在家吗？ 我是
投递员小田， 来给您送报纸了，
您没事儿吧？” 几分钟之后， 杨
奶奶把门打开了一条缝儿， 气息
微弱地说： “太好了， 小田你来
了， 我就有救了！” 听到这， 田
秀峰赶忙将杨奶奶搀扶到屋中坐
下， 一番询问后得知， 杨奶奶吃
过早饭后便感到胸口发闷， 呼吸
困难， 女儿又因为工作一时间脱
不开身， 正在为难之际， 她听到
了与投递员小田的 “开门暗号”，
知道是田秀峰来了， 便扶着椅子
挪到了门口。

田秀峰看到老人脸色不好，
呼吸也有些急促， 便帮助老人测
量了血压 ， 看到数值高达 100/
150mmHg， 赶忙电话联系老人

的女儿岳女士， 在征得对方同意
后， 带着老人打车来到了附近的
东坝中西医结合医院， 自掏腰包
挂号、 缴费、 找大夫， 急得满头
大汗 。 值得庆幸的是 ， 经过诊
疗， 医生判断杨奶奶是因为前一
夜休息不好导致血压升高带来的
身体不适， 没有大碍。 田秀峰一
颗悬着的心这才落了地， 带着杨
奶奶打车回到了家中， 安顿好老
人之后， 赶忙带着剩余的报纸继
续投递去了。

温暖服务之约，叩响
希望之门

杨奶奶在邮政订阅报纸3年
多以来 ， 一直是田秀峰负责投
递。 杨奶奶家的单元楼安装有正
规的信报箱， 按照邮政部门的规
定， 投递员只需要将每家用户的
报纸插入信报箱由用户自己取出
就可以。

细心的田秀峰在一次投递过
程 中 发 现 杨 奶 奶 家 的 信 报 箱
前 经 常停放有好几辆电动自行
车， 她担心老人开取不便， 就主
动 提 出 为 老 人 送 报 纸 上 门 ，
并 且 约好了在每周四上午10点
左右不影响她休息的时间过来，
还约定好每次只敲两下门的开门
“暗号”。

这一 “约 ” 就是3年 ， 3年
里， 每个周四上午， 田秀峰都会
风雨无阻地来杨奶奶家叩响开门
“暗号”， 也正是如此， 杨奶奶身
体不适的那天， 才能一下子就从
敲门声中得知是 “小田” 来了。

“我们全家都特别感谢田师
傅， 那天幸好有她在才没出什么
危险。 我妈妈平时总和我念叨田
师傅服务态度好 ， 人也特别热
情， 所以虽然没见过面我也一直
知道投递员田师傅， 当时一听到
是她在 ， 我就放心了一大半 。”
说起当天的事， 杨奶奶的女儿岳

女士也很激动： “田师傅还体谅
我妈妈腿脚不方便， 每次来送完
报纸总会悄悄地把门口的垃圾帮
忙带走， 不是一天两天啊， 这三
年多一直这样 ， 我们都非常感
动。 我一直都想当面感谢她， 没
想到还没找到机会， 这次她又帮
了我们家这么大一个忙！”

真情服务感动用户

在楼梓庄投递部工作了15年
的田秀峰， 早已和道段上的用户
们成为了朋友、 亲人， 她已经记
不 清 自 己 曾 经 多 少 次 替 用 户
捎 东 西 、 为行动不便的老人送
报纸上门、 顺手带走用户门口的
垃圾， 所以那天帮助杨奶奶的事
情过后， 没有对任何人讲， 继续
投入了自己的投递工作， 但深受
感动的用户没有忘记亲人一般的
“小田”。

4月12日， 一封字里行间充

满着感激之情的感谢信邮寄到了
北京市邮政分公司， 杨玉枝老人
的女儿岳女士在信中真挚地表达
了对田秀峰的谢意， 还对北京邮
政多年来秉持 “人民邮政为人
民” 服务宗旨、 视用户为亲人的
教育引导给予了高度评价： “田
秀峰多年来的热情周到服务从未
间断， 我们始终体会着这份难能
可贵的善举， 更被投递员的这种
为民服务精神所打动 。” 由此 ，
田秀峰不计得失、 助人为乐的事
迹才被同事们得知， 大家也深受
感动。

“这事儿发生在田师傅身
上， 我们其实一点儿都不意外，
因为她平时就是一个特别爱帮助
别人的人， 别看她自己身体也不
好， 治胃病的药一把一把地吃，
可是每次一遇到用户有困难， 她
都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 据
楼梓庄投递部主任李凤祥介绍，
多年来， 已经记不起多少次听到
周边投递道段上的用户向他反映
田秀峰师傅服务热情、 乐于助人
的事情了。

作为一名普通的邮政投递
员， 田秀峰非常平凡， 四十多岁
的年纪， 利落的短发鬓角已染上
星星点点的白霜， 不善言辞的她
嘴角总是带着一丝朴实的微笑。
而在用户眼中， 他们的 “小田”
却极其不平凡： 她热情、 无私、
乐于助人， 她让用户们感受到了
邮政行业的 “真善美”。

提起用户， 田秀峰也充满了
感情： “我们邮政投递员经常和
用户接触， 所以碰到用户有些小
事需要帮忙的情况特别多， 这都
算不上啥事儿， 是我应该做的。
我们穿着中国邮政的制服， 代表
着邮政的形象， 就要以邮政的服
务宗旨———‘人民邮政为人民 ’
严格要求自己。 其实用户给我的
感动也很多， 不少熟悉的老用户
一见到我就会热情地打招呼， 天
热了让我喝口水解渴， 天冷了也
会请我上屋里暖和一会儿， 我对
他们也充满了感恩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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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榜样

谭正岩， 男， 1979年8月出
生， 北京京剧院青年团演员， 谭
门第七代嫡传人。

他把京剧带上各种艺术舞台
尝 试 融 合 跨 界 ， 他 打 造 京 剧
体 验 馆 、 在全球各地演出传播
京剧文化。

推荐榜样人物请登录北京榜样官方网站，或关注“北京榜样”微信公众号。

陈云霁张小路裴志飞

（2019年8月月榜）

为雪域高原
留下“带不走的医疗队”

赵鑫史光柱

裴志飞 ， 女 ，1975年12月出
生，西城区妇幼保健院副主任医师。

她请缨援青， 为玉树创办了
宫颈疾病诊疗中心建立起三级诊
疗模式， 为当地留下了 “带不走
的医疗队”。

李晶波

张小路， 男， 1988年10月出
生， 美团外卖骑手。

刚兼职 “小巷管家” 的他送
外卖遇居民楼二层失火， 立即停
车攀爬上去拽出燃烧物迅速将火
扑灭随后驾车而去。

陈云霁，男，1983年2月出生，
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研究员。

他领衔合作研发出全球首款
深度学习专用处理器， 被国际权
威期刊称为中国在硅谷之外的颠
覆性进展。

史光柱， 男， 1963年10月出
生， 解放军77283部队原副政委
已退休。

双目失明荣获一级战斗英雄
称号的他， 退休后扶危救困帮助
了1.7万人 ， 还投身音乐文学创
作获鲁迅文学奖。

赵鑫， 男， 1983年5月出生，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执
行实施二组组长。

他探索出 “简案快办难案精
办” 的快捷执行模式， 近三年执
行到位金额超13亿， 圆满执结重
要民生案件。

芦静肖壮 谭正岩汪维信

李晶波， 男， 1972年2月出
生， 中国银行总行信息科技部项
目管理团队经理。

他费尽周折为小区免费安装
了车辆管理系统， 组建志愿者队
伍承担1400余车辆的管理及多项
公益工作。

肖壮 ， 男 ， 1999年 10月出
生， 已被北京工商大学生物科技
专业录取。

先天性成骨发育不全的他自
强自立， 手提袋减压器等多项发
明获新型国家专利； 论文被国家
级期刊刊发。

芦静 ， 女 ， 1984年 12月出
生， 北京西站地区志愿服务协会
副秘书长。

三年间， 她将北京西站志愿
者从几十人壮大到三千人， 服务
旅客500余万人； 参与项目两获
国家大赛金奖。

汪维信， 男， 1947年3月出
生， 建国门街道站东社区党员义
务指路队队长。

他带领队员编写服务指南每
年更新， 学习各种地图APP实现
“科技指路”， 十余年服务过客80
余万人次。

外卖小哥徒手爬楼救火 从“芯”开始，
研发出全球首款深度学习处理器

铁血英雄做公益帮扶上万人 公正为民的“执行尖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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