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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凭着对工作的热爱和执
着，做好 25000 多名村民的信使。
截至目前，累计行程60多万公里，
投送报纸 120 多万份、杂志 30 多
万本、平信 70 多万件，从没出过
一次差错，忠实践行了快速、准
确、安全、方便的邮政服务理念。
为了让每一封“死信”复活，他千
方百计查找，成功将一封封“死
信”投递到收信人家中，使失去联
系的亲人通上了音讯。

刘大方

天津市蓟州区邮政分公司
投递员

他揽投服务的段道是盘锦市
服务区域最大的一条段道。他日
投递里程达 41 公里，日均揽收邮
件 545 件。工作 10 年来，他始终
牢记身上的责任和使命：“我是邮
政人，要坚守投递岗位，履行普遍
服务义务。”在平凡的邮路上，他
经常对客户施以援手，被客户称为

“贴心小张”“好人小张”。他用 10
年的爱岗敬业、默默奉献书写了一
个普通投递员的无悔人生。

张东洋

辽宁省盘锦市邮政寄递事业部
双台子营业部揽投员

每趟出班行程达 140 公里，
30 年雨雪无阻，总投递里程达 70
万公里，投递邮件共计 24.6 万余
件，他被称为“北疆寒区鸿雁”。

他还是“草根讲师”，经常向村
民宣传国家新出台的方针政策和
重大新闻事件，介绍先进的种植养
殖技术。30 年的跋涉与坚守，换来
的是乡亲们对他的信任与期盼，为
了那份信任、那份责任，他义无反
顾地在这条邮路上一直走下去。

韩帮绪

黑龙江省呼玛县邮政分公司
北疆支局乡邮员

他对工作满腔热情，对业务
精益求精，对责任勇于担当，为社
会积极奉献。在急重险难任务面
前，他不畏困难，勇当先锋。今年
初，他主动请战，带领 14 名青年
到防疫物资转运一线，保障了防
疫捐助物资绿色通道顺利启用。
他还积极发动身边的青年和自己
一起参加上海市青联组织的防疫
志愿队，一起守护复工复产后城
市的美好生活。

柴闪闪

上海市邮区中心局
邮件接发员

这些年他参与建设的邮政信
息化建设项目有 60 个 , 负责的项
目有 30 多个，项目涵盖邮政的金
融、寄递、报刊、办公管理等多个
领域。

他在邮政信息化建设、技术
创新、管理创新等工作领域均取
得了优秀成绩，极大提高了企业
劳动生产率和管理效率，为邮政
等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和改革发展
作出了突出贡献。

楼丁阳

浙江省邮政信息技术中心
班组长

他奋发进取、拼搏奉献，团结
带领安徽省邮政干部职工，以永不
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
斗姿态，在坚定不移履行好普遍服
务和特殊服务职责的同时，加快建
设创新型企业，积极转变发展方
式，树立“从增长向发展转变”理
念，坚持不靠高成本拉动，以服务
水平、营销能力和时限质量提升，
实现速度、规模和效益并重，推动
安徽邮政实现高质量发展。

陈洪涛

安徽省邮政分公司
党组书记、总经理

吴义阳

他行走的邮路是号称“太湖
第一邮路”的桐山邮路。20 年来，
每天出班归班，翻山越岭，蹚溪
过河，风里来雨里去，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他自费为山区 10 名
孤儿和贫困孩子订阅学习报刊，
还指导村民利用邮乐网等平台开
店，让 30 多户村民实现了脱贫致
富。他爱岗敬业、甘于奉献、情系
山区百姓、坚持优质服务的先进
事迹在百姓中传扬。安徽省太湖县邮政分公司

北中支局投递员

宋现生

24 年前，他成为一名徒步
登泰山送邮件的邮递员；24 年
来，他徒步上下泰山 8500 余次，
上下台阶 10970 万阶，累计行程
17 万多公里，磨烂了 200 多双
鞋子。他常说：“为人民服务，就
要不怕累，坚持、坚持、再坚持。”

24 年邮路万里，24 年递信
传心，在“五岳之尊”的泰山上，
宋现生步量出一段鸿雁传奇！

山东省泰安市邮政分公司
营业局投递员

熊桂林

30 年来，他恪尽职守，每天在
偏远的乡村邮路上为民服务，累计
行程 58.5 万公里，投递邮件总重
350 余吨，无一差错。在这条平凡
的邮路上，他长年义务帮扶 300 多
位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在默默的
奉献中打造了一条乡村“爱心邮
路”，成为乡亲们身边的“邮差儿
子”。在当地，他不仅是一名投递
员，更是惠民政策宣传员、家门口
的服务员、贫困儿童辅导员。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邮政分公司

舒安支局投递员

龙金云

29 年来，他行程 30 万公里，
投 递 报 刊、信 件、包 裹 250 余 万
份（件）无差错。他还为用户做了
1000 多件力所能及的好事。新冠
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他将“爱心邮
路”化为“抗疫邮路”，用投递时限、
服务质量“两个不打折扣”，党报党
刊、防疫物资上门投递率“两个百
分之百”，宣传防控知识、传播社会
正能量两个一以贯之，诠释了“人
民邮政为人民”的拳拳之心。湖南省凤凰县邮政分公司

腊尔山支局投递员

黄晓青

25 年来，他共投递报刊、信函
数百万件，无一差错、无一丢失损
毁、无一有理由申告、无一安全事
故，实现“零差错”及“零投诉”。
他的认真负责共让 375 封“死信”
起死回生，送到收件人手中。

为山里的老人捎东西已成为
他的习惯。背包里的小本子记满
了孤寡老人、空巢老人需要购买的
药品、日用品等信息。他的爱心付
出，让老人们生活得舒心。湖南省桂东县邮政分公司

寨前支局投递员

韦艳梅

13 年来，她默默地做着中山
邮政服务质量的守门人，并勇于
创新，改进工作方法，提升邮政服
务水平。

她成立创新工作室，主持研
究服务质量相关创新课题；她主
持邮政服务质量后台系统的开
发，适应电商时代变革邮政客服
体系，用信息技术的力量提高工
作效率和服务客户的能力，赢得
客户的交口称赞。广东省中山市邮政分公司

服务部质监员

黄宁伟

一个人，一条邮路。每周出班
6天，服务52个自然屯、3.8万人口，
日投递邮件 25 公斤以上……34 年
来，他在山难越、水难蹚、路难走，
森林覆盖率达 65% 的边境山区坚守
至今。他 34 年初心不改行走在边
境一线，用身上的邮包和骑坏多辆
的邮车为边境地区的群众传递了
亲情、家音，用 100% 的投递准确率
在边境山区书写着新时代人民邮
递员的芳华。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邮政分公司

城区营业局那隆镇营业所客户经理

王忠

他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
感，在工作中勇挑重担，敢于创新，
利用自己扎实的计算机专业知识
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创造性地解决
了邮政生产和科研中的许多重大
难题。他担任项目负责人、系统构
架分析和技术负责人的多个科研
项目，取得良好的企业效益和社会
效益。他给团队成员配备了各有
专长的师傅，让他们快速地成为独
当一面的软件开发骨干。海南省邮政信息技术局

技术开发部副经理

其美多吉

他从事川藏邮路甘孜—德
格段的长途邮运驾驶工作，坚守

“雪线邮路”30 年。仅 2019 年，
他就带领班组安全行驶 63.37 万
公里，向西藏运送邮件 101.27
万件，运送省内邮件 226.44 万
件。

30 年来，他只在家里过了 5
个除夕，平均每年行驶近 5 万公
里，行驶总里程达 140 万公里，成
为“雪线邮路”上的幸福信使。四川省甘孜县邮政分公司

邮运驾驶组组长

益西卓嘎

在“生命禁区”，她团结带领
职工，甘于奉献，履行着邮政普遍
服务的神圣使命，因地制宜发展
邮政业务，走出了双湖邮政多年
停滞不前的怪圈。

她始终用爱心和热心对待职
工和用户，起早贪黑跑业务，一门
心思谋发展，使双湖邮政走上了
良性发展的快车道，各项业务从
接手前的全地区倒数变成了名列
前茅。西藏自治区双湖县邮政分公司

总经理

桑南才

32 年来，一条路、一个人、一
份坚守，是他的人生轨迹。他在
这条“绿色生命线”的末端默默
行走，无论寒冬酷暑，风雨无阻，
他用坚强的身躯、崇高的敬业精
神，履行着一个普通邮政职工的
责任，诠释着边疆邮政人对祖国
的忠诚和对人民群众的热爱，他
把青春和汗水留在了高山邮路
上，把希望、欢笑、温暖带给了深
山里的群众。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

泸水市称杆乡邮政所所长

莫富元

42 岁的他已经在邮政投递员
的岗位上奔忙了 24 个年头，在工作
中被称为“神行太保”“拼命三郎”,
累计服务用户 1000 多万人次。以
其名字命名的“莫富元劳模创新工
作室”完成的包快业务工作流程简
化、操作方式调整、人员分工优化方
案等项目，提高了劳产率，使分拣效
能提升 40% 以上，让当地邮政用户
服务满意度从 2017 年的 95.3% 增
长到 2019 年的 98.2%。贵州省龙里县邮政分公司

投递员

张忠海

他热爱邮政事业，在单位需
要的时候，总能挺身而出，以一名
优秀党员、先进工作者的责任担
当完成一次又一次艰险任务。

从 事 驾 驶 工 作 28 年 来，他
安全行驶 260 万公里无事故，成
为邮政运输战线的先锋。新冠肺
炎疫情发生后，他主动请缨，先后
两次踏上前往武汉运送医疗和抗
疫物资的征途。他说：“只要疫情
不解除，我就一天不离开武汉邮
路。”	陕西省邮政分公司西安邮区中心局

邮件运输中心驾驶员

赵清龙

24 年 来，他 骑 坏 了 6 辆 自
行车、4 辆摩托车，平均每天往返
100 多公里，投送邮件 100 多公
斤。他把党的声音和群众的需要
及时送进大山深处，累计投递报
刊、邮件 500 余万件无一失误。

他年年超额完成工作任务，
还帮助山里群众销售土特产助农
增收；24 年来，他热心助人，真情
服务，使一名名群众渡过难关，
被乡亲们亲切称为“雷锋式邮递
员”。

甘肃省镇原县邮政分公司
方山所投递员

拜丽

她始终自觉执行金融政策，
维护金融秩序，爱岗敬业、恪尽
职守，在遇到苦、脏、累的工作或
碰到特殊情况时，总是抢在前面。
她连续多年取得个人业绩全疆邮
储第一的好成绩，并一直保持着
零投诉率。

以其名字命名的“拜丽劳模
创新工作室”在她的示范引领下
甘为园丁，善培新人，前后培养出
多位支行长、营业部主任和优秀
理财经理。

邮储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支行理财经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