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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顺丰速运有限公司中关
村大街经营分部丹棱街速运营业
点， 现有快递员79名， 因优质服
务多 次 收 到 客 户 送 来 的 锦 旗
和表扬信， 连续两年被北京顺
丰速运有限公司评为 “北京区优
秀服务网点”。

□周怡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 北
京顺丰速运有限公司中关村大街
经营分部丹棱街速运营业点的79
名快递员 “逆风前行”、 假日无
休 、 风雨无阻地穿梭在丹棱街
巷， 将居民们日常所需的蔬菜瓜
果、 生活用品、 防疫物资等送到
千家万户 ， 生动演绎着 “小人
物” 的 “大担当”。

无声的行动 只为把
客户服务好

疫情防控期间， 城市的街道
冷清了许多， 但是快递员赵建超
每天要运送的快递却在成倍的增
加。 从春节开始， 这个皮肤黝黑
的80后快递小哥， 一直奔波在工
作岗位上， 抗疫期间难免会遇上
个别客户因为快递紧急而态度急
躁的情况， 他都会耐心地挨个儿
给客户解释。 “这些快递都是客
户急需的物资， 得尽快安全准时
送达， 把客户服务好。” 赵建超
坦言道。 他对此并没有任何怨言
和委屈， 更多地是用行动体现出
对客户的理解和服务。 据介绍，
赵建超还是一位及时救助倒地老
人的 “无名英雄”， 面对老人家
属的致谢， 他腼腆一笑。 在送件
中， 赵建超也会经常得到客户们
的帮助， 收到客户们赠予的防疫
物资， 这让他更加干劲儿十足，
坚守在抗疫一线。

在丹棱街营业点， 像赵建超
这样的快递员还有很多。 疫情防
控期间， 辖区内的大河庄苑接连
出现几例新冠肺炎疫情确诊病
例， 这让负责此区域的收派员王
旭春心急如焚。 考虑到居民的日
常生活需求， 除了正常的寄送件
外， 他主动询问客户的需求， 义
务帮助客户代买蔬果、 药物等生
活必需品， 王旭春此举得到了居
民的一致好评。 回想起当时的状
态， 王旭春坦言： “当时疫情防
控形势严峻 ， 我每天从早忙到

晚， 有时候心里确实有点紧张，
但是想到疫情防控中， 我们多走
动， 客户就能少出门， 也算为疫
情防控出一份力， 再苦再累也要
坚持下去。”

为了提升服务质量， 营业点
的快递员们勤练内功， 练就了肉
眼测距、 快速打包、 极速分拣等
“十八般武艺”， 快递员刘猛可以
单手在20秒内截断胶带50次， 党

斌斌、 连勇、 张京德3名快递员
48小时内打包1.5万件快递 ， 第
一时间保障物资运送。 这些在平
凡岗位上默默奉献的快递员们，
为居民送上的不仅是生活必需，
更是人间温暖。

多重措施抗疫 只为
把安全底线守好

如何在确保 “顺丰速度” 的
同时， 守好 “安全底线”， 顺丰
中关村大街负责人表示， 要做到
疫情防控和日常运营两手抓、 两
手硬， 决不能因为保障效率而忽
视安全。 疫情防控期间， 营业点
坚持疫情防控全流程标准化， 积
极做好疫情防控宣传， 严格执行
收寄件验视和日汇报制度， 统一
为快递员配发口罩、 消毒液、 手
套等防疫物资， 每日监测快递员
体温， 对仓库、 快件、 车辆都明
确了消毒要求 ， 坚决守好配送

“最后一公里”。 据相关负责人介
绍，“按照公司要求 ， 营业点对
所 有 快 件 在 揽 收 和 派 件 前 都
要进行严格消毒 ； 转运中心对
快件经过的车辆、 场地和设备严
格消毒； 网点营业场所、 操作场
地、 宿舍、 厕所等地每隔2小时
消毒一次。 每日岗前、 岗后都要
对各类设施 、 设备进行严格消
毒， 快递员每天要固定监测3次
体温。 不少客户接收快递多少都
有点恐慌心理， 所以我们对每一
个经手的快递都按照标准流程进
行消毒。”

为了加快安全复工复产， 营
业部还及时为3名入住集体宿舍
的 疫 情 防 控 重 点 区 域 返 京 快
递 员 免费安排酒店作为观察周
转房， 降低集体宿舍发生聚集性
疫情风险。 有效的措施和贴心的
安排， 使顺丰丹棱街营业点已全
部复工， 寄送件业务量也恢复到
正常水平。

在抓好疫情防控的同时， 营
业点不断优化调整服务模式， 积
极推广定点收寄、 定点投递、 预
约投递 、 智能箱投递等经验做
法， 并全力协同丹棱街社区做好
小区快递取件点的日常管理， 推
广 “无接触投递 ” 和 “固定区
域、 固定人员” 投递模式， 守护
配送人员和用户的安全， 为社区
“零感染” 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强
有力的保障。

———北京顺丰速运中关村大街经营分部丹棱街速运营业点抗疫纪实
79名快递员扛起“大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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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小松李超李辉
医生夫妻国旗下救心脏骤停老人解决精准就业 百姓公仆功在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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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辉 ， 男 ， 1985年 11月出
生， 朝阳区心之源艺术康复服务
中心负责人。

因车祸截瘫的舞蹈演员李
辉， 是轮椅健身舞的开创者， 2018
年4月， 他成立了北京市朝阳区
心之源艺术康复服务中心， 并组
建了一支残障人士舞蹈队， 已骑
行2万多公里， 帮助残障伙伴艺
术康复近8000人次。抗疫期间，他
“线上舞动”， 在抖音等上传了大
量原创舞蹈教学视频，带领学员
们居家强身健体， 广获赞誉。

李超 ， 男 ， 1989年 10月出
生， 北京首钢气体有限公司京唐
作业区职工。

2019年7月12日晚，一辆轿车
失控冲入双龙河中， 李超见状下
车跃入河中，他先安抚司机，随后
游回岸找到石头， 再次游回砸碎
车玻璃将司机救到岸边， 导致左
手割伤； 司机说车内有个存放35
万元的现金箱， 李超再入河中携
箱子返回， 此时他左手已鲜血淋
漓。谢绝司机谢意后，他自己驾车
就医，伤口深达两公分缝了5针。

巩秀枝， 女， 1965年5月出
生， 门头沟区文联民间艺术家协
会剪纸艺人。

因一次探望， 单身母亲巩秀
枝与被火车压断双腿的江颂结下
姻缘。 她端水喂饭、 抱上抱下照
顾残疾丈夫已经16年。 为了丈夫
晒太阳， 尽管经济拮据的她坚持
租住楼房、 靠兼职保洁和剪纸的
收入补贴家用。 面对这一切， 她
脸上永远洋溢着幸福微笑， 她的
剪纸作品多次入展， 还在学校社
区等处授课培训传承技艺。

石卫东，男，1970年8月出生，
朝阳区太阳宫地区社保所所长。

对惠民政策烂熟于心的石卫
东， 最看重入户走访， 每户必做
详细记录还留下自己的电话号
码。 他为出狱人员的小孩子送玩
具、 送书， 为李大妈垫付4000多
元， 遇到特殊困难户， 总会出钱
出力。 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 “能
帮一把是一把”， 为此被同事笑
称 “冤大头”。 2018年和2019年
的两年间他走访了257户 ， 95%
实现了就业。

钱小松， 男， 1988年8月出
生， 北京朝阳医院泌尿外科主治
医师； 田夏秋， 女， 1989年7月
出生， 北京安贞医院心脏外科危
重症中心主治医师。

今年1月11日清晨，夫妻二人
在天安门广场等待升旗时， 田夏
秋发现一老人倒地不起， 她立即
跑过去，钱小松也随后跑来。二人
判断老人意识丧失、心脏骤停，轮
流为老人做心肺复苏直到救护车
赶来。 这对医生夫妻还定期义务
献血，在单位各担重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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