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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时空

　　值守辞旧岁，辛勤迎新春。
　　春节，这个中国人最看重的节
日，这个本应阖家欢聚的日子，却
有无数依旧坚守在岗位的党员邮政
人，他们是“快递小哥”、转运员、

押运员、营业员、驻村干部、技术
人员……无论春夏秋冬、寒霜酷暑，
他们像一只只勤劳的小蜜蜂，坚守
着中国邮政365天全年无休的承诺，
将“人民邮政为人民”的贴心服务

送到了客户身边。他们在阖家团圆
与坚守岗位中，义不容辞地选择了
坚守，正是因为有了这些默默坚守、
辛勤付出的邮政人，中国邮政才始
终都在。

为贫困户送“年味儿”
□本报通讯员  张冰冰

2 月 3 日，腊月二十九，年味儿很浓，江西省上饶市邮政分公司
综合办公室副经理、石口镇湖滨村驻村扶贫工作队长兼第一书记徐
小明仿佛听见了远方家中的鞭炮声。可为确保贫困户各项政策落
实到位，让他们能过个好年，徐小明依旧在岗位上坚守。

贫困户朱双连是徐小明一直关注的对象，几年前丈夫因病去世
后，她便外出务工赚钱供孩子上学，今年是她 3 年来第一次回家过
年，也因此，朱双连是徐小明担任第一书记以来唯一素未谋面的贫
困户。这天，徐小明来到了她家，向她介绍近两年来的贫困户政策
落实情况。当朱双连听到二女儿享受的“雨露计划”补助达到 1 万
元时，她紧紧抓住徐小明的手说：“感谢党和政府的好政策。”

此时，朱双连大女儿问道：“我刚刚参加了东南大学的研究生考
试，这种情况有政策资助吗？”“研究生有助学贷款政策，一年 1.2
万元……”徐小明在朱双连家一待就是两个多小时，临走时，朱双
连对徐小明说：“徐书记，我自己书读得不多，我就想让孩子好好读
书，回来前我心里还有负担，现在知道国家有这么好的政策，我觉得
日子又有了奔头，心里充满了干劲儿。”

“2018 年，我在村里的日子过得很充实，定点扶贫工作步子走
得很坚定。习近平总书记发表新年贺词时说我们‘工作很投入、很
给力’，2019 年，我们要继续努力奔跑，努力追梦，做新时代的奋斗
者！”看着年味愈发浓郁的湖滨村，徐小明坚定地说。

扶贫在路上
□本报记者  王圆圆

2 月 4 日大年三十，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扎鲁特
旗鲁北镇渔泡子村处处张灯结彩，村民们忙着贴对联、
堆旺火，孩子们换上了新装，嬉笑声、鞭炮声不绝于耳。
今年回家陪父母过年的老王高兴地说：“这次回来感觉
村里变化挺大，不仅基础设施添置了很多，人们的精气
神儿也比以前旺了。”去年，扶贫驻村工作队帮老王的
父母建了新房子。说起新房子，正在剁饺子馅的程阿
姨喜上眉梢：“工作队可是帮了大忙，你看这新房子多
敞亮，住着心里也亮堂。”

通辽市邮政分公司高级营销经理王玉峰便是渔泡
子村扶贫驻村工作队的副队长，2018 年是他 3 年驻村
扶贫之路的第一年。“户脱贫、村出列、旗摘帽是一项
大工程，作为邮政扶贫工作者，肩上扛着扶贫重任，有
压力，更有动力。”王玉峰说。

在王玉峰的民情日记里，记录着他在渔泡子村的
扶贫工作、村民生活的点滴变化以及自己对扶贫工作
的体悟。“旗脱贫攻坚组织推进会、市县各种政策和工
作落实培训会、养殖种植专业技术培训、电商扶贫知识
讲座等，场场不落。”王玉峰一边翻着日记本一边说，

“做好这个工作，不仅要沉下心，低头走好脚下的路，还
要抬头望远，系统筹划，只有掌握的信息足够全面深
入，才能把扶贫做精准。”

春节假期这几天，王玉峰没有回家，而是留在了
渔泡子村，琢磨需要深入研究的政策和技能以及怎样
将理论转化成老百姓愿意听、听得懂的表达。“快进屋
坐，外面冷”“过年好”……他还陪通辽市分公司副总
经理张洪义走访入户，为村民们送上了米、面、油等慰
问品，每到一处，都被村民们热情地迎进屋。在唠家常
的同时，王玉峰不时询问大家有哪些需求，对 2019 年
扶贫工作有哪些更好的建议。“王队长你看这样做行
不行”“王队长我有个好主意”……在脱贫致富能手
苑文家里，王玉峰和几位村民讨论起新一年的脱贫举
措，好不热闹。

正聊着，一旁的苑文点开微信，里面传出了粗犷的
歌声，这是工作队在村民微信群发起的 K 歌活动。以
歌会友，拉近距离，村民从不敢唱到主动唱，现在歌友
已经发展到 20 多位。“通过这种形式，不仅能及时了解
村民动态，而且探讨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脱贫好想法、
好做法。”王玉峰说。

从苑文家离开，王玉峰脸上洋溢着笑容，他又收获
了好几位村民对脱贫的想法。“新年新气象，2019 年 ,
我也给自己定个方向目标：抓住乡村振兴的机遇，为渔
泡子村脱贫致富贡献自己的力量。”

人勤春来早
□本报记者  陈帅

2 月 4 日除夕这天，在外奔波奋斗
了一年的人们纷纷踏上回家的旅程，
平日里熙熙攘攘的街市逐渐变得安
静。而走进江苏省南通市虹桥邮政支
局，却是一番热闹的景象，恰逢养老金
发放和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客户络绎
不绝，营业不到 3 小时，叫号数就达到
了平日一天的量，支局负责人陈燕嗓
音沙哑，在厅堂来回穿梭，确保服务有
序开展。

“8 点不到，门口就聚集了不少客
户，我们一上午连口水都顾不上喝。”
虽然嘴上抱怨，但陈燕却很骄傲这份忙
碌背后的信任。突然，自助服务区的一
阵异响引起了陈燕的注意。“哎呦，我
的卡被吞了！”原来是住在附近的陈寅
生大爷使用 ATM 取款时，由于操作不

当导致卡片被吞，给孙子准备的压岁钱
都在卡里，陈大爷自责又焦急。陈燕忙
扶大爷坐下，一边通知技术人员前来解
决问题，一边宽慰道：“这卡最迟明天上
午就能取出来，您再回忆下，家里还有
别的卡和存折没有？”一会儿，情绪逐
渐平复的大爷回想起家里还有张存折
能解燃眉之急，便匆匆离去。

“老年客户忘记密码、行动不便、不
会使用自助机具都是家常便饭，但他们
每次进到厅堂，就是对邮政的信任，我
们理应回馈最好的服务。”陈燕说。说
着，她又熟络地和客户打着招呼，很难
想象，去年 10 月她才轮岗至此。

虹桥支局位于老城区，60 岁以上
的客户超过 90%，客户高龄化、同业竞
争激烈、团队士气低落，陈燕坦言，这
是一次棘手的“接盘”，“但作为党员，
这种情况下，我更应该挺在前面、当好

表率”。旺季生产以来，陈燕带着支局
员工积极对接社区、学校等，密集开展
亲子、养生等活动，客户多样性得到显
著提升；在支局内部，科学制定绩效办
法，对服务质量优异或推进关键业务
贡献突出的，在相应物质激励的基础
上，陈燕还另设置了“荣誉休假”，以目
标导向激励团队不断前进。仅用两个
多月的时间，支局发展颓势得到遏制，
至目前，虹桥支局月均储蓄余额位列
南通市城区分公司前列。

频传的捷报也给支局员工增加了
发展信心。“客户满意了，业绩上去了，
我们也收获感满满！”营业员张苏静
说，有这样永远冲在第一线的领导，他
们也不自觉加快了脚步。

“喂，老公，你今天也加班？没事
儿，宝宝有我妈带着呢，你放心工作
吧！”临近中午，陈燕接到了爱人春节
加班的“报备”电话，没有一丝嗔怪与
埋怨，因为她对待工作也怀抱着一份
同样的热忱和尽责。

孤独的年夜饭
□本报记者  崔鹏森  通讯员  宋金秀

除夕这天对山东省东阿县黄屯邮政支局投递员高占喜来说比
平常更忙碌一些。2 月 4 日 6 点 30 分，他早早来到投递部打扫卫生。
高占喜最近一直住在支局的“职工小家”，白天投递，晚上在单位值
班。“我是一名党员，就要在关键时候顶上去。局里年轻人多，我多
干些没什么。”从事了 15 年投递工作的高占喜说。

上午，高占喜先来到耿庄村苏千千家中，苏千千前段时间从
网上给孩子买了些书，当从高占喜手中接过包裹后，她说：“真是
辛苦了，过年都不休息，没想到年前就收到了。”对高占喜来说，
每次投递时，客户暖心的话语就是他坚守在投递岗位上的最重要
的原因。

18 点 30 分，投递完邮件后，高占喜提着生活用品来到了朱集
村付崇明老人家中。今年付崇明的儿女都不回家过年，高占喜一直
想着大年三十去看看老人。在去老人家的路上，他碰到了两个在路
上跑得满头大汗的十四五岁的学生，原来他们上午去县城玩，没想
到，下午从县城回村的公交车没有了，只能徒步回家。高占喜得知
后，先将两个孩子送回了家，再去老人家帮忙贴对联、挂灯笼，高占
喜将一切安排妥当回到支局时已过了 20 点。

高占喜到支局小厨房炒了盘白菜，又把东阿县邮政分公司送来
的炸鱼、丸子热了热，打开电视，一边看着春节联欢晚会，一边吃着年
夜饭。23 点，高占喜的电话响了，是 14 岁的小儿子打来的：“爸爸，新
年快乐！你什么时候回家啊？我们都很想你，妈妈做了一桌子好吃
的……”儿子在电话那边不停地说着。“爸爸今天还有工作，等忙完了
明天就回家和你们一起过年。”高占喜说着，眼睛里含着泪花。为了让
支局其他员工能回家团圆，高占喜这些年总是主动提出过年值班，也
因为此，这 15 年里，他很少和家人一起看春晚、吃年夜饭。听着外面
的鞭炮声，高占喜说：“明年，我把家人接到支局一起过年！”

和邮件过新年
□本报通讯员  苏媛

2 月 4 日 20 点 20 分，满载邮件的 K226 次列车从广州站驶出，
此时在车上的广州邮区中心局转押分局广兰班班长曾超明在认真
核对邮件。待整理好邮件，已近22点，当晚是曾超明和何俊禧守仓，
曾超明拿出用塑料袋加热好的饭菜，说：“这是我老婆提前准备的，
她说今晚虽然不能一起吃团圆饭，也不能亏待我。”饭菜的香气让
两人不再孤独，与记忆中年夜饭的味道重叠。然而这份远程的“团
圆”也只持续了短短十几分钟，随着扫描枪“嘀”的一声提醒，曾超
明和何俊禧迅速起身，开始了新一轮邮件巡查工作。

此刻，广州中心局流花大院也是一派忙碌的景象。“一、二、三，
起！上！”转运三班班长唐海波一边喊着，一边和何百怀、陈友军
一起将一袋大邮包装上车。“吃不上年夜饭你们会不会有遗憾啊？”
笔者问。“习惯啦，再说单位除夕夜有宵夜慰问，大家一起吃也很好
啊。”唐海波说。

2月5日9点30分，从流花大院发往广州东站的邮车准时驶出。
转押分局天河班班长易松林接到信息后，安排相关人员做好准备。
经过紧张而有序的卸车后，10 点 22 分，易松林和班组成员在站台
等待从北京来的 T97 次列车进站。“今天是大年初一，猪年第一天，
大家认真干，开个好头啊。”易松林的话鼓舞了大家的士气。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考虑到 T97 次列车上的北京邮政
押运员错过了吃年夜饭的机会，又熬了夜很辛苦，转押分局调度
员董子华代表工会为他们送去了新春慰问。“这是来自
广州中心局的温暖，网运一家人，这个春节很暖心。”
一位北京邮政押运员说道。收到慰问品的还有 1
小时后到达的 K201 次列车上的重庆邮政押运
员。

送“福”送到家

“老爹，先向您拜个早
年呀，我把对联和‘福’字
都带来了，贴在哪里您告诉
我！”2 月 4 日，江苏省如
皋市邮政分公司城区投递部
投递员陈志勇对季保余老人
说。每年大年三十，陈志勇
都会在老街投递的同时，给
巷子里的街坊邻居送“福”
贴“福”，这是他坚持了 14
年的习惯。“投递员，巷子，
绿制服、红灯笼，每年大年
三十有了这些，我才觉得真
是过年了！”接过“福”字
的季保余说。

 □刘稷  徐慧  摄影报道

护航服务不断线
□本报记者  李巍

2 月 4 日 17 点，即便在这一天还
继续工作的人，此刻也早已收工回家，
准备与家人团聚，一起准备年夜饭、
看春晚。此时，北京市邮政信息技术
局系统运行部的马杏秋正在翻看前
几个班次同事们的巡查记录，并准备
今天晚上的巡查登记表。“今天除夕，
允许你晚点儿睡觉，但别太晚。一会
儿我回去，咱们和姥姥三方微信视频
啊。”20 点，准备开始第一次巡查前，
马杏秋给 8 岁的孩子打了个电话。放
下电话，她说：“今年除夕值班，虽然不
能在家过年，但现在网络和通信这么
发达，孩子老人都能用手机视频了，我
们在线上也能团圆。”

今年是马杏秋连续两年除夕夜在
岗位值守，虽然是过年，但工作却不能
因为节日而放松，所有的巡查记录一

个都不能少，所有的检查一项也不能
遗漏。聊起过年的感受时，马杏秋说：

“我们就在北京西站旁边，可以说是这
座城市最早、最真切感受到‘年味儿’
的地方之一，近 1 个月来，这附近的街
道都特别热闹，我的这个年早在路上
过过了。一会儿五环外还会有烟花呢，
这儿随时都能感受过年的气氛。”

马杏秋所在的系统运行部负责北
京邮政的邮政信息网核心网络和近 50
个业务系统的信息安全和运行保障工
作，她今晚要巡查的正是核心网络机
房的 600 余台服务器、存储器、网络和
安全设备。为确保设备运行和服务网
络万无一失，系统运行部在春节期间
针对重点机房采取 24 小时双人值守，
每日 8 次设备巡查及 2 次业务系统、
网络日常巡检，保证前台网点故障排
查和后台系统保障都有专人负责，出
现问题第一时间解决。

“越是年节假日，咱们就越得仔细
小心，问题不能及时处理会造成大事
故的。”巡查过程中，马杏秋和同班的
马雁互相提醒要仔细检查设备的运行
情况。就在不到一周前的春节前巡查
中，当班的巡检人员发现营业信息系
统数据库一台服务器的硬盘突然出现
故障，随即上报并联系设备厂家，连夜
将备件更换调试完成，保证了生产运
行的稳定。“时下正值业务旺季，我们
这里发生的任何小故障都有可能影响
客户的用邮体验。”马杏秋说。

无论是一个包裹、一封挂号信，还
是一份报纸、一笔汇款，这些看似平凡
而及时的服务背后，是技术人员默默守
护的结果。作为确保“服务全年在线”
的技术支撑团队成员，马杏秋在岗位
上，坚守着“人民邮政为人
民”的初心和
使命。

□本报通讯员  袁文雅

“阿姨过年好，我是邮政投递员小孙，我
已把您的包裹送到楼下了，这是一袋大米，
请问您是否方便？”2 月 8 日大年初四 7 点
20 分，陕西省汉中市寄递事业部城东揽投
部的“80 后”投递员孙岗分拣整理完邮件
后，冒着风雪上路投递。

“小孙过年好，今天家里就我一个人，孩
子们都去拜年走亲戚了，恐怕还得麻烦你
帮我扛上来，大过年的麻烦你，实在不好意
思。”收件人王志英说。“没问题，我马上给
您搬上来。”孙岗投递的滨江路段道，以退
休老人为主，这里老式住宅小区较多，因为

大多未安装电梯，所以大件邮件都需要他扛
到楼上。热情周到的服务，客户有目共睹、
感同身受，他也因此赢得了段道上客户的信
任，大家需要寄东西的时候都会第一时间给
他打电话。在王阿姨拿到邮件后，孙岗又赶
紧跑下楼，开始下一站投递。

8 点 40 分，送完几个大件包裹后，孙
岗抓紧时间返回装载其他需要当日投递的
邮件。“春节期间，各个揽投段道的邮件数
量都变多了，今天揽投部进口包裹达到了
1800 余件，我自己要投递 200 多件，任务很
艰巨。”孙岗边说边将之前整理好的邮件整
齐地装到车上。在给客户打电话时 , 他还
不忘带去新春祝福，“过年好，您的邮件我

已经送到艺苑小区门口”“过年好，您的邮
件我已经送到教师小区门口”……绿色的
邮政投递三轮车在大街小巷往来穿梭。

临近中午，眼看就要完成上午的投递
了，此时孙岗接到一个电话。“有客户需要
邮寄年货，我还得再去一趟。”说着，他又赶
紧前往取件，添加了客户微信、验视过物品
后，孙岗此时才发觉自己的肚子早已饿得
咕噜咕噜直响，一看时间，原来已经 14 点
了。春节期间，很多饭馆没有营业，他狼吞
虎咽地吃了半个随身带着的面包，又赶忙
骑车回去分拣整理自己二频次需要投递的
包裹。

结束了一天的投递工作，回到揽投部
已经是 19 点。华灯初上，孙岗紧锣密鼓地
整理当日出口邮件信息，满足地吃着单位
早已备好的热饭热菜。“今天可把我忙坏

喽！”尽管辛苦，可孙岗还是觉得这份工作
有意义，“当客户面临‘我有钱，你有货，中
间没了快递员’的窘境时，‘幸好有邮政’
是作为一名邮政投递员能给予客户的最好
服务。因此，这个春节我坚守在岗位上，始
终如一为客户服好务。更何况，总书记前
几天还肯定了咱们‘快递小哥’的工作，说
咱们像勤劳的小蜜蜂，是最辛勤的劳动者，
为大家生活带来了便利，我感到特别光荣和
自豪！”

在全心全意投递邮件的同时，孙岗也牵
挂家人。“我也想陪家人过个团圆年，毕竟
父母的年纪越来越大了，可是咱作为党员，
又是邮政投递员，就得对自己严格要求，不
断从思想上、作风上加强自身建设，有担当、
能奉献，就得把客户先放在前面。”孙岗的
一席话道出了许多邮政投递员的心声。

邮政服务不打烊 党员先锋冲在前
我骄傲我自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