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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特别累 常被人误解

快递员盼多点理解与宽容
“身着快递工装，脚骑电动三轮，穿过大街小巷，一年四季奔忙，投送邮件包裹，自寻就业门路，最怕客户投诉。”这段网上流传的顺口溜，是对快递员生活的真实写照。
记者采访发现，在西安从业的“快递哥”大多是来自农村到城市的打工者，他们居住在简陋的出租屋，每天工作时间在10到12小时，平均一天要派送100—150件快递。

每天早出晚归，一年四季奔波在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的城市的大街小巷，成为古城一道独特的风景。然而在这背后却是快递员冒着风雨，忍受严寒，顶着烈日的辛勤劳作。他们
没有节假日，没有归属感，常常遭到误解和歧视，他们迫切希望得到社会的理解和尊重。

闻提示新

“干快递这一行，累点苦点
倒没啥，就怕被人误解被人歧
视，有时受了委屈都没处讲理
去。”今年27岁的张小远是西安
一家快递公司的快递员，高中
毕业后，他没有考上大学，便从
老家商洛到西安打工，找了几
份工作都不太满意，最终应聘
到他所在的这家快递公司，从
分拣操作、处理客服到驾驶电
动三轮投送快递，从事快递工
作已整整 4年时间。每天骑着
电动车送快件，一天工作 10到
12个小时，每月平均收入 4000
到 5000元，他比较满意这份工
作。但是，现在他必须选择离
开，重新寻找工作。

小张离职的原因是，去年12
月24日，有一位男客户下单，让
他从花店买一大束玫瑰花代他
送给收件人李女士。那位男客
户说收件人收到花后会给他确
认码确认签收的。当晚 7点接
单后，他不敢耽误，就近到一家
花店买了一束鲜艳的玫瑰花，
用玻璃纸包装好了，然后，骑着

电动摩托，从西安南郊一路飞
驰来到了北郊凤城六路收件人
所在的小区。他打电话给收件
人李女士让她下来取礼物，可等
李女士收到花束后，却称她不认
识送花人，也不知道这花到底是
谁送的，她把确认码告诉了小
张，但却拒绝在收货单上签字，
只是把花还给了他，让他自行处
理。恰好这时公司打电话让小
张接新的单子，他便随手把花
放到小区门口的座椅上，就忙
着接活去了。本以为这事就这
么过去了，不料刚过元旦，他接
到送花人的投诉电话，说收件方
没有收到礼物，让他公开道歉并
赔偿损失。

“你们两个发生矛盾，为啥
让我顶包？再说了，那束花价值
300元，凭啥让我赔偿 600元？”
张小远不肯接受客户提出的苛
刻条件，结果被对方投诉到了快
递公司。公司客服经理找他谈
话，劝他尽量满足客户的要求，
否则后果自负。他觉得特别委
屈，一气之下写了辞职报告，从

公司职工宿舍搬了出去。
“干快递这一行没受过委

屈，没受过气是不可能的，但人
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干了四年
快递工作，风里来雨里去，张小
远尝到了做快递员的酸甜苦
辣，他身边年轻的同事走了一
拨又一拨。一般年轻人，没人
把做快递当作长久职业的，大
都是在城市里过渡的谋生出路
罢了，快递行业除了能及时拿
到工资、进入门槛低，没有其他
可以让人留恋的地方，也没有
一点成就感。

张小远的经历并非个例，据
记者调查，在西安的众多快递员
中，来自西安周边乡村以及安
康、商洛、渭南、宝鸡、咸阳等地
的快递小哥占 85%以上，其中
20—38岁人员占主流，他们大部
分第一份职业就是快递员。由
于电商物流工作繁忙，没有节假
日，是流动性较大的行业，45%
的快递员干不到一年就离职了，
在这个行业像张小远那样能干
满4年以上的只有15%。

一束鲜花致快递小哥离职

根据国家邮政局最近发布
的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快递
业务量突破400亿件，达到400.6
亿件，连续 4年稳居世界第一。
2018年1至11月，全国快递服务
企业业务量累计完成 452.9亿
件，同比增长26.3%，业务收入累
计完成 5429 亿元，同比增长
22.3%。这些骄人的数字凝聚了
快递员们的心血和劳动，但是，
他们的工作并不被世人所理解
支持，歧视甚至殴打谩骂快递员
的事件时有发生。

2018年10月19日，在北京
市大兴区，一位快递员在派件过
程中，发现有一份文件须本人签
收。双方相约到村委会门口附近
见面。在等待10分钟后，取件人
并未到场领取，一名自称是取件
人妻子的人赶来要求取走。快递

员表示必须本人签收，如代为签
收，要登记代收人的身份证。

该女子觉得快递员故意刁
难她，随即拨打丈夫电话。其丈
夫赶到后对快递员一顿暴打。
此事经媒体报道后，引起社会关
注，市民热议。

无独有偶，2016年 4月 19
日，圆通速递西安劳动路公司业
务员小徐在正常派件时，遭到
一辆由西向东快速行驶的银白
色轿车撞击，撞击位置为电动
车前轮位置。被撞后，男性驾
驶员及同时乘车的一名女性摇
下车窗，辱骂业务员小徐：“你长
没长眼？”而后这二人对业务员
辱骂更激烈，暴打快递小哥30多
拳，打完后二人开车逃逸。

2016年4月23日，殴打快递
员小徐的男子张某向公安机关

自首。根据《治安处罚法》，警方
令张某赔付治疗费，并处以拘留
10日的行政处罚。

2015年6月22日，快递员小
宋在位于西安市鱼化寨某学院
东门收快递时，校门卫与其发生
口角，之后遭到校门卫的群殴追
打，快递员三轮车丢失，殴打致
使小宋头部及身体多处受伤。
事后，殴打小宋的校门卫被警方
予以行政拘留的处罚。

以上案例，尽管殴打谩骂
快递员的肇事者受到法律的惩
处，但也从另一方面折射出，社
会上个别单位个别人对快递行
业以及快递员的偏见和歧视，
应引起社会的重视。试想，如
果没有这些快递小哥日夜奔
忙，人们递送物品哪有这么方
便快捷？

暴力事件凸显偏见和歧视

“我干快递工作7年时间了，从没
有和客户发生过任何口角，有时遇见
难说话的客户，咱多说两句好话赔个
礼道个歉，这事就过去了。”

今年45岁的孙师傅是西安东郊
一家国企的下岗工人，2011年开始从
事快递工作，主要负责百世快递公司
太白路沿线4个投递点的快件包裹投
递工作。每天早上6点，孙师傅骑着
电动车到公司分派邮件包裹，7点开
始按照投递点投送邮件，到上午11点
多，第一批快件送完了，他顾不上休
息，马上到库房接车，然后，载着快递
邮件继续分送投递，一直忙到晚上8
点半下班。到了“双十一”“双十二”
快递旺季，常常工作到晚上9点半到
10点才下班回家。

老孙家有两个孩子，大女儿上高
中，小儿子上初中，妻子是一名家庭

妇女，家里就靠他每月挣的5000元工
资维持生计。他非常看重这份工作，
服务态度非常好，每次送快递都尽量
把邮件放到车顶或者在地上铺上塑
料纸，保持邮件干净整洁。从业7年
时间，他一直保持零投诉。

去年夏天，孙师傅送最后一个快
件时，已经晚上8点半了，他当时感觉
又累又渴，在西斜七路一个小区门口
等客户签单时，一个女孩拿着一瓶饮
料递给他说：“叔叔，你送了一天邮件
够辛苦的，给你喝瓶饮料解解渴。”老
孙说，当时他感觉眼睛酸酸的，心里
暖暖的，连声说谢谢。在老孙所在的
快递公司有100多名快递员，像他这
么大年纪的人有八九个，由于年龄偏
大跑不动了，再过两年，他就不干了，
但现在要干就一定要认真负责把快
递工作干好。

客户与快递员应换位思考

据记者了解，市民以及快递客户
对于快递行业的不满和非议，主要集
中在三个方面：第一，为了赶时间避
免客户投诉，一些快递小哥驾驶电动
三轮，不顾交通安全，给行人和车辆
造成不安全因素。第二，由于快递公
司内部管理不善，导致邮件不能按时
送达，客户频频投诉，问题却迟迟不
予解决。第三，快递的货物丢失或者
损坏，在赔偿方面，快递公司不能达
到客户满意，从而对簿公堂，打官司
讨公道。

为此，从去年11月起，西安市启
动为期三个月的“快递小哥文明行”
活动。西安交警部门与西安快递行
业协会建立了交通违法抄告制度。
交警部门将每月纠处的快递员交通
违法行为反馈给协会，由协会通报各
个企业。

除了交通违规之外，业内人士认
为快递行业所存在的短板有四块：第
一，快递员工作强度大，每日投递量
在100-150件，高峰期甚至达200件，
平均每3-4分钟要投出一件快递，也
造成服务质量有所下降。

第二，快递员的基本权益得不到

保障，多数快递企业采用承包制，不
签订劳动合同。有的公司即使签订
劳动合同，也不缴“五险一金”。第
三，内部处罚太多，而且无内部申诉
和救济机制，一旦货物丢失或者损
坏，快递员只能自认倒霉。第四，社
会认知度较低。快递员工作的艰苦
程度和受到的关怀程度、重视程度不
对等，稍有派送不及时或未按照收件
人指定的地点方式投递，客户就可能
反映投诉。

不过，随着电商以及网络的快速
发展，快递行业仍具有较大发展潜力
和空间。据西安市邮政管理局公布
的数据显示，2018年 1至 9月份，全
市快递服务企业业务收入累计完成
33.90亿元，同比增长16.30%;全市快
递 服 务 企 业 业 务 量 累 计 完 成
27251.61 万件，同比增长 14.35%。
其中，同城业务量累计完成12213.03
万件，同比增长24.36%；异地业务量
累计完成 14730.16万件，同比增长
6.65%。在互联网的推动下以及智
能配送、无人机配送等技术的不断创
新下，快递行业将成为市场新的增
长点。

西安快递业发展瓶颈与提升空间

文/图 祝捷 本报记者 杨立每到快递旺季，堆积如山的货物，令快递小哥应接不暇

今年45岁的孙师傅从事快递工作7年，至今仍保持零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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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长眼？”而后这二人对业务员
辱骂更激烈，暴打快递小哥30多
拳，打完后二人开车逃逸。

2016年4月23日，殴打快递
员小徐的男子张某向公安机关

自首。根据《治安处罚法》，警方
令张某赔付治疗费，并处以拘留
10日的行政处罚。

2015年6月22日，快递员小
宋在位于西安市鱼化寨某学院
东门收快递时，校门卫与其发生
口角，之后遭到校门卫的群殴追
打，快递员三轮车丢失，殴打致
使小宋头部及身体多处受伤。
事后，殴打小宋的校门卫被警方
予以行政拘留的处罚。

以上案例，尽管殴打谩骂
快递员的肇事者受到法律的惩
处，但也从另一方面折射出，社
会上个别单位个别人对快递行
业以及快递员的偏见和歧视，
应引起社会的重视。试想，如
果没有这些快递小哥日夜奔
忙，人们递送物品哪有这么方
便快捷？

暴力事件凸显偏见和歧视

“我干快递工作7年时间了，从没
有和客户发生过任何口角，有时遇见
难说话的客户，咱多说两句好话赔个
礼道个歉，这事就过去了。”

今年45岁的孙师傅是西安东郊
一家国企的下岗工人，2011年开始从
事快递工作，主要负责百世快递公司
太白路沿线4个投递点的快件包裹投
递工作。每天早上6点，孙师傅骑着
电动车到公司分派邮件包裹，7点开
始按照投递点投送邮件，到上午11点
多，第一批快件送完了，他顾不上休
息，马上到库房接车，然后，载着快递
邮件继续分送投递，一直忙到晚上8
点半下班。到了“双十一”“双十二”
快递旺季，常常工作到晚上9点半到
10点才下班回家。

老孙家有两个孩子，大女儿上高
中，小儿子上初中，妻子是一名家庭

妇女，家里就靠他每月挣的5000元工
资维持生计。他非常看重这份工作，
服务态度非常好，每次送快递都尽量
把邮件放到车顶或者在地上铺上塑
料纸，保持邮件干净整洁。从业7年
时间，他一直保持零投诉。

去年夏天，孙师傅送最后一个快
件时，已经晚上8点半了，他当时感觉
又累又渴，在西斜七路一个小区门口
等客户签单时，一个女孩拿着一瓶饮
料递给他说：“叔叔，你送了一天邮件
够辛苦的，给你喝瓶饮料解解渴。”老
孙说，当时他感觉眼睛酸酸的，心里
暖暖的，连声说谢谢。在老孙所在的
快递公司有100多名快递员，像他这
么大年纪的人有八九个，由于年龄偏
大跑不动了，再过两年，他就不干了，
但现在要干就一定要认真负责把快
递工作干好。

客户与快递员应换位思考

据记者了解，市民以及快递客户
对于快递行业的不满和非议，主要集
中在三个方面：第一，为了赶时间避
免客户投诉，一些快递小哥驾驶电动
三轮，不顾交通安全，给行人和车辆
造成不安全因素。第二，由于快递公
司内部管理不善，导致邮件不能按时
送达，客户频频投诉，问题却迟迟不
予解决。第三，快递的货物丢失或者
损坏，在赔偿方面，快递公司不能达
到客户满意，从而对簿公堂，打官司
讨公道。

为此，从去年11月起，西安市启
动为期三个月的“快递小哥文明行”
活动。西安交警部门与西安快递行
业协会建立了交通违法抄告制度。
交警部门将每月纠处的快递员交通
违法行为反馈给协会，由协会通报各
个企业。

除了交通违规之外，业内人士认
为快递行业所存在的短板有四块：第
一，快递员工作强度大，每日投递量
在100-150件，高峰期甚至达200件，
平均每3-4分钟要投出一件快递，也
造成服务质量有所下降。

第二，快递员的基本权益得不到

保障，多数快递企业采用承包制，不
签订劳动合同。有的公司即使签订
劳动合同，也不缴“五险一金”。第
三，内部处罚太多，而且无内部申诉
和救济机制，一旦货物丢失或者损
坏，快递员只能自认倒霉。第四，社
会认知度较低。快递员工作的艰苦
程度和受到的关怀程度、重视程度不
对等，稍有派送不及时或未按照收件
人指定的地点方式投递，客户就可能
反映投诉。

不过，随着电商以及网络的快速
发展，快递行业仍具有较大发展潜力
和空间。据西安市邮政管理局公布
的数据显示，2018年 1至 9月份，全
市快递服务企业业务收入累计完成
33.90亿元，同比增长16.30%;全市快
递 服 务 企 业 业 务 量 累 计 完 成
27251.61 万件，同比增长 14.35%。
其中，同城业务量累计完成12213.03
万件，同比增长24.36%；异地业务量
累计完成 14730.16万件，同比增长
6.65%。在互联网的推动下以及智
能配送、无人机配送等技术的不断创
新下，快递行业将成为市场新的增
长点。

西安快递业发展瓶颈与提升空间

文/图 祝捷 本报记者 杨立每到快递旺季，堆积如山的货物，令快递小哥应接不暇

今年45岁的孙师傅从事快递工作7年，至今仍保持零投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