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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邮局，从历史到未来

一份担当，从脱贫到致富

一个小家，从温馨到幸福

宕昌：“邮”我书精彩
□周唯  郭述婷 / 文  冉七龙 / 图

一种精神，从创业到转型哈达铺是红军长征北上的里程碑，万里长征

即将胜利完成的转折点，它以其特殊的地位，名载

中国革命的光辉史册，被称为红军长征的“加油

站”。每年暑假是哈达铺一年中最热的红色旅游

季 , 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在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

馆、哈达铺红军街旧址参观学习，回忆那段风云激

荡的岁月，感受伟大的长征精神。

哈达铺红军街旧址由380家保留完整清末民

初历史原貌的店铺组成，长约 1324 米，总建筑面

积 26000 平方米，被上海大世界吉尼斯认证为“保

留遗址原貌最多的红军街道”。在这条街道上，分

布着毛主席旧居义和昌药铺，周恩来旧居同善社

等红色遗迹，只有两间铺面的“邮政代办所旧址”

也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因为熟悉那段历史的人

都知道，这个邮政代办所对于长征、乃至新中国的

意义。

没有哈达铺，宕昌或将默默无闻；因为哈达

铺，宕昌拥有了别样精彩！

主食：米饭；荤菜：红烧牛肉
块、木耳炒肉；素菜：凉拌面筋；汤
类：紫菜蛋花汤；时令水果：圣女
果。这是宕昌县分公司员工食
堂周三午餐的菜谱。12 点刚过，
三三两两的员工来到食堂就餐，
不大的食堂里一派温馨的场面。
在 1 公里开外的县级仓储物流分
拣中心，分发员和投递员打开不
锈钢保温饭盒，热气腾腾地吃了
起来。这样丰盛的一餐，员工只
需要花 4 元钱。如遇业务旺季，
一线员工则是免费用餐。

中国人讲究“民以食为天”，
食堂无疑是提升员工幸福感最直
接、也是最有效的地方。然而在
宕昌邮政困难时期，相对于吃饭，
饮水是更加迫切需要解决的困
难。因此，“饮水难”也被列在“三
难”问题的第一位。各居村的泉
水曾经是一代又一代在哈达铺邮
政所工作过的员工的共同记忆。

每天下班要到距邮政所 2 公里外
的各居村打水。遇到人多的时候，
泉水喷涌不及，只能半瓢半瓢地
汲水，打一桶水要等一两个小时。
冬天遇到桶里的水结冰，就只能
提到营业厅，就着唯一的炉子把
冰化开，然后刷牙洗脸。

在新寨邮政所退休的员工唐
方朝在一次偶然的机会走进了哈
达铺邮政所，看着小食堂里张贴
的菜谱，“职工小家”配备的洗衣
机、乒乓球桌，员工宿舍里的衣
柜、纯净水机、有线电视，感慨地
说：“你们现在条件好多了，可比
我们那时候幸福多了！”

员工人数在 4 人及以上的 4
个邮政所也全部办起了职工小食
堂，解决了员工的就餐难题。开
办了小食堂的邮政所，每个月能
得到县分公司拨付的 10 公斤油、
25 公斤大米、10 公斤面粉，食堂
师傅的工资也由县分公司承担。

宕昌邮政加大投入力度，不
断改善员工的生产生活条件，让
员工分享企业发展的成果。在
2014 年就彻底解决“饮水难、如
厕难、取暖难”的“老三难”，目前
已基本解决了“吃饭难、洗澡难、
洗衣难”的“新三难”。为给新入
职的大学生员工创造良好的居住
环境，宕昌县分公司给员工宿舍
统一配备了沙发、电视、单人床，
既有酒店一样的整洁，又有家一
样的温馨。在老员工的记忆里“忆
苦思甜”，新入职员工也珍惜现在
拥有的美好生活。

一位大学生员工打趣道：“随
着企业的发展，我希望以后还能
给我们年轻人解决‘恋爱难、购房
难、购车难’的‘最新三难’”。一
旁的老员工这样答复：“事实证
明，企业发展才是硬道理，幸福生
活要靠自己创造。只要大家肯努
力，多少难都不算难题！”

“职工小家”建设为邮政员工解决了后顾之忧，提升了邮
政员工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一位退役
老军人在红色
主题邮局寄出
了有意义的明
信片。

一直以来，宕昌县分公司坚持“人民邮
政为人民”的服务宗旨，不畏严寒酷暑，风
雨无阻地将邮件送到每一位用户手中。

1935 年 9 月，一次重大转折
发生在位于甘肃省宕昌县的哈
达铺邮政代办所。中央红军攻
下天险腊子口后，在哈达铺得到
难得的物资给养。在一个偶然
的机会里，毛泽东通过在邮政代
办所里发现的几份报纸，得到了
陕北有红军活动的信息，从而作
出了到陕甘革命根据地落脚的
重大战略决策。

20 年后的 1955 年，哈达铺
镇设立邮电所。之后，邮电所改
成邮电支局，又从邮电支局改成
邮政所。从开办邮政储蓄到提
供农资配送，从代购生活用品到
打造综合服务平台，始终履行着

“人民邮政为人民”的宗旨。
李龙花是曾在宕昌县邮政

分公司哈达铺邮政所工作过的
普通一员。说到服务用户，她讲
起了一件记忆深刻的往事：在吃

水都困难的时期，他们每天会省
出半桶水，下班后趴在地上用抹
布把营业厅的地板砖擦干净，只
为给用户带来更好的用邮环境。

耿霞是哈达铺邮政所的第
十六任负责人。和她的前辈一
样，每天忙碌在集市、商铺、村
庄，笑对每一位用户，把优质服
务带给哈达铺的父老乡亲。

邮政所员工王珽是宕昌县
唯一还在使用自行车投递的邮
递员。进山的路坑坑洼洼，大一
点儿的交通工具根本无法通过。
他数十年如一日，推着自行车行
走在崎岖的山路，把每一件邮
件、每一份托付送到用户手中。

在哈达铺邮政所门前，有一
块不大的广告招牌，上面写着纯
净水配送和联系电话。哈达铺
镇是宕昌县缺水最严重的乡镇
之一，邮政所因地制宜开办了饮

用水配送服务。“人民邮政为人
民”的宗旨不仅体现在坚守与担
当，也体现在点滴之间。

2017 年 6 月，在这个改变过
中国历史的地方，哈达铺红色主
题邮局开业了。作为传承长征
精神、弘扬红色文化的平台，主
题邮局迅速融入宕昌红色旅游
经济，受到广大游客的欢迎。走
进纪念馆的游客，总会被红色主
题邮局吸引。

红色主题邮局里，营业员李
董霞忙着接待一批又一批的游
客，为他们介绍特色产品，加盖
风景日戳和纪念戳。李董霞说：

“毛主席诗词、长征邮票、红军帽
是我们这里销量最好的商品。
每一个走进主题邮局的顾客都
对长征有一种特别的情愫。我
非常乐意为大家提供优质的服
务，让每一位游客把对长征的崇

敬之情、对哈达铺的美好记忆、
对邮政的美好愿景带回家。”

哈达铺纪念馆办公室主任
赵王林是红色主题邮局的常客。
邮局内显眼位置摆放的扇面书
法“情留哈达铺”就是他的作品。
赵王林对发生在哈达铺的历史
如数家珍，他对红色主题邮局的
发展也是关怀备至。在赵王林
的倡议下，纪念馆和红色主题邮
局合作制作的复刻版《大公报》
等文创产品深受游客喜爱。

随着哈达铺旅游的不断升
温，赵王林热切期盼着邮政和
纪念馆有更多的合作。在他看
来，红色主题邮局里关于长征
题材的邮票、明信片和首日封
被来自国内外的爱好者收藏，
这 些 邮 政 产 品 对 于 宣 传 哈 达
铺、传播红色文化、弘扬长征精
神都是一种推动。

如果你在 2003 年前后的一
个冬天走进宕昌邮政的某个金融
网点，或许会看到一个令你瞠目
结舌的景象：破旧的营业厅冷得
像冰窖一样；一名正在点钞的营
业员因为手指被冻得僵硬而显得
动作笨拙；而同样被冻得难受的
用户在柜台外边跺脚边骂娘。

“邮电分营时，宕昌邮政储
蓄余额仅为 1126.7 万元，收入在
陇南市 8 县 1 区邮政中排名倒
数第二，还欠着一屁股账。最糟
糕的时候，两个月才能发一次工
资，办公楼和营业厅连供暖都没
有……”说起宕昌邮政历史上最
艰难的那段日子，宕昌县分公司
总经理贺玉琴不禁红了眼圈。当
时在储蓄所工作的她和大家一
样，觉得很迷茫，感觉没有什么奔
头。“守摊子，混日子”成为大家
的一种默契。

红军长征的历史在哈达铺镇
乃至宕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长

征精神也成为这一方热土的宝贵
财富。从 2006 年开始，宕昌邮政
数任领导人带领全体员工，开始
了艰难的创业之路。由于全县经
济基础差，好不容易成功开发一
个单位的明信片业务，数量往往
就是最低起印量的 100 枚。他们
并不气馁，就这样 100 枚 100 枚地
积累业绩。由于当时邮储尚无法
开办对公账户，要大干金融，只能
靠代发社保、城市低保、退耕还林
款这些被竞争对手瞧不起的“小
业务”。事实证明，这些表面看似

“麻烦”的“小业务”，为邮政积累
用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 2006 年下半年开始，员工
每月能拿到 30 元的月奖。看到
汗水没有白流，看到努力没有白
费，大家坚定了发展的信心：铆足
一股劲，发扬勇于战斗、无坚不摧
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用辛勤的
汗水浇灌出发展之花。

每年冬天，大雪封山，交通不

便。在外忙碌了一年的务工人员
返乡后，往往选择在家猫冬。春
节前的这段时间就成为发展储蓄
业务的黄金季。宕昌邮政班子成
员带头开展扫村营销。汽车开不
动了就坐老乡的三轮车，三轮车
也无法到的地方，就在齐膝盖深
的积雪里一步一步往前挪。到了
中午，随身带的鸡蛋和馒头被冻
得啃都啃不动，只能到就近的农
户家里烤一下再吃。就这样从早
到黑，就这样一天又一天……

乐于吃苦、不惧艰难的长征精
神引领着宕昌邮政的发展。到今
年 7 月，宕昌邮政余额已经达 7.6
亿元，收入规模也从“副班长”的
位置跃居全市邮政排名第二位。

“当前，代理金融转型增效，
推动寄递业务提质增效跨越式发
展，这对我们的工作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我们坚信，长征精神将
指引我们不断前行，争取一次又
一次的胜利！”贺玉琴信心满满。

在哈达铺红色主题邮局的
展柜上，展示着来自罗家村百玉
百味农业合作社的藜麦、燕麦珍
等农产品。这些产品同时出现
在全县 25 个邮政网点和邮乐网
上。8 月 7 日，笔者在县级仓储
物流分拣中心偶遇该合作社理
事长王想平，在交谈中，他讲述
了一段尘封了 84 年的往事。

1935 年 9 月的一天，罗家村
村民王进有、罗文鼠、袁银清从
家出发，去岷州向国民党政府缴
纳公粮。走到哈达铺，他们遇到
了刚到达的中央红军，红军掏钱
买下了他们的粮食，并询问是否
能再组织一批。在得到他们肯
定的答复后，红军战士乔装成百
姓跟着他们回到村里并购买了
猪肉、鸡蛋、小麦、青稞和草鞋。
满载而归的红军战士高兴地称
赞提供帮助的村民：“你们是革
命的功臣！”然而在红军离开后，

国民党反动派残酷杀害了帮助
过红军的村民。王进有在临刑
前叮嘱家人，有机会要把这件事
情公诸于世。但由于种种原因，
王进有的后人却一直没有向外
提及这段往事。

多年来，罗家村没有改变贫
穷落后的面貌。2016 年，王进
有的曾孙王想平带着乡亲成立
了合作社，希望通过种植经济价
值较高的藜麦来实现脱贫梦想。
然而收购商的承诺化为泡影，丰
收的藜麦严重滞销。在他一筹
莫展的时候，进村宣传金融知识
的邮政员工耿霞看到他带领乡
亲脱贫的决心和面对的困境，便
建议把产品装罐后放在包括红
色主题邮局在内的邮政网点销
售。后来，合作社的产品还通过
邮乐网源源不断销向全国各地，
让王想平和村民看到了希望。

现在，罗家村与哈达铺、与

邮政的缘分仍在继续。王想平
这次来到县级仓储物流分拣中
心，就是和渠道平台中心协商新
增牛蒡子等产品，并联合县邮政
分公司开发红军干粮、红军草鞋
等特色产品。

宕昌县分公司的底气来自
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建设，作为
承接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
示范县项目三级物流体系建设
的运营商，该分公司充分利用项
目建设资金，升级建成 1 个县级
仓储物流分拣中心、24 个乡级物
流分拨中心、139 个村级物流服
务点和 38 个邮政便民服务站。
同时，积极购置、填补设备，规划
调整县内邮路作业时间，不断完
善和提升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
为助力精准扶贫提供着源源动
力。

宕昌素有“千年药乡”美誉，
中药材种类达 690 多种。苦于

知名度不高，商家大多属于低端
的原材料供应商。今年 6 月，宕
昌县分公司在政府部门的支持
下推出了旨在推广本地优质农
产品的“1 元邮遍全国”活动。
许多游客进店后了解到“1 元寄”
后不再犹豫，爽快下单。可喜的
变化让合作社总经理温亚兰喜
上眉梢：“进店游客下单率提升
只是一个好的开始，关键在于宕
昌优质中药材通过这个活动被
知晓，购买了产品的顾客不仅复
购率高，还为我推荐新用户，部
分用户甚至成为我的代理商。”

“宕昌邮政加大物流能力建
设投入力度，为农村电商扶贫打
通了物流通道。近期推出的‘1
元邮遍全国’活动更是为宕昌中
药材‘邮响’全国奠定了基础。”
宕昌县电子商务中心主任胡东
鹏对邮政的责任与担当充满信
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