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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骄傲，复工复产有我
李贞 周杨瑞娟

在乡村的田野上，农人们为春耕忙碌；在城市的工厂里，
机器已开足马力轰鸣作响；在居民区的大街小巷间，外卖员、
快递员们穿梭不停……春日的阳光带来生机活力，各行各业复

工复产快速推进。每位投身其中的劳动者，也都在为社会生活
恢复正轨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在“五一”劳动节来临之际，我
们来看一看劳动者们的复工故事。

图③：3 月 23 日晚，湖北省荆州
市浩瀚物流园内的一家快递公司分拨
中心，返岗员工在连夜分拨快件。

黄志刚摄 （人民视觉）
图④：4 月 25 日，湖南省永州市

道县一家电子商务公司的销售员通过

直播卖夏橙。
何红福摄 （人民视觉）

图⑤：4 月 25 日傍晚，在合安高
铁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万山镇段，工
人们正忙着施工作业。

王 闽摄 （人民视觉）

图①：4月8日，在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马市
圩镇，维修人员趁夜抢修农机，保障农户春耕生
产。 邓和平摄 （人民视觉）

图②：4月 26日，在河北省唐山市，中国石油
冀东油田电网春季检修正在进行，一名供电员工
在线塔上紧固耐放线夹。杨 军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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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复工，“新农人”直播带货

“宝宝们，今天的直播就要开始了。”4
月20日下午，李旭瑛走进木耳大棚，像往常
那样开始了自己的直播。

“90 后”女孩李旭瑛的家在陕西省商洛
市柞水县。去年下半年，淘宝直播在陕西当
地组织了村播培训。李旭瑛参加培训后意识
到，直播卖货能有机会让全国各地的消费者
了解到柞水县土特产木耳，肯定能帮助乡亲
们增收脱贫。

说干就干，李旭瑛拿起手机做起了“村
播”。通过她的镜头，网友们看到了阡陌交通
的美景，李旭瑛会很自豪地向大家介绍家
乡：“我们柞水山清水秀，水质特别好，所以
长出来的木耳口感也都很好。”在直播间里，
很多网友也是第一次直观地了解到木耳的生
长过程，纷纷下单订购。不到一年的时间，
李旭瑛的直播越做越红火，柞水木耳的美名
也传遍了全国各地。

3月以来，李旭瑛的淘宝店中，有85%的
销售额来自直播。同李旭瑛一样，今年春耕
季，全国有 6 万多的新农人主播们，忙着通
过刷手机、开直播的方式进行复工复产，对
他们来说，这就是一项“新农活”。

河南小伙刘飞也是一名老乡眼中的“卖
货小能手”。“2 吨白萝卜，一场直播就卖完
了。没做直播之前，这些卖一个冬天还卖不
完，只能眼睁睁看着都烂掉。”除了刘飞自家
种的蔬菜，老乡们也都纷纷把家里的产品拿
到刘飞的直播间里卖。冬天卖萝卜、红薯、
粉条，夏天就卖莲藕、桃子、橙子……细数
自己直播间里卖过的产品，刘飞笑着说：“老

乡们地里头有啥，咱就卖啥，啥都能卖，主
要是应季农产品。”

上午打包发货，下午直播卖货，这是刘
飞每天固定的安排。作为一个网店店主，即
使是在疫情期间，刘飞仍然每天忙得团团
转。他直播间里的订单甚至比往常还要多，
帮老乡卖的红薯几次断了货。

数据成为新农资、手机成为新农具、直
播成为新农活，直播带货也为农产品销售带
来新活力。据统计，截至 3 月底，在淘宝直
播平台上，与农产品相关的直播已达 140 万
场，覆盖全国31个省 （区、市） 的2000多个
县 （市、区），田间、大棚、仓库、渔船都成
了农村主播的直播间。

4 月 19 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
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一级
巡视员陈萍介绍说，近年来，新零售和新业
态快速发展，利用网络直播、短视频等形式
促进农产品销售已经成为了新潮流，是农产
品营销的创新，也补上了传统农产品营销的
短板，对于助力产业发展和促进农民增收都
发挥了积极作用。特别是疫情期间，全国上
万间的蔬菜大棚瞬间变成了直播间，市长、
县长、乡镇长纷纷带货，还有网红带货，让
直播成为新农活，也让农产品的销售找到了
新的出路。

提升产能，接下“烫手的订单”

疫情期间，如何保障按时完成订单？不
少企业面临挑战。

春节后不久，浙江龙生汽车部件科技有
限公司接到了一份加急订单——提供1300余
套负压救护车的汽车部件。彼时，员工尚未
返岗，企业复工还需要严格审批。面对这样
的压力，这份“烫手的订单”，接还是不接？

“接！”龙生公司董事长俞龙生当机立
断，“战疫当前，我们做企业也要有企业的
担当！”

龙生公司所在的浙江省桐庐县富春江镇
也向复工复产开了“绿灯”——为20名第一
批复工人员发放了通行证。这 20 名工人中，
有的是党员，有的是企业的技术骨干。接到
企业复工通知后，无一人推诿，无一人犹
豫，大家都表示：“大事来了绝不含糊，我们
一定完成任务。”

时间紧迫，客户要求10天内交付第一批
500 套负压救护车座椅产品。很快，公司就
有 9 名员工到岗复工生产。虽然活还是那些
活，环境还是那个环境，但手里的产品关乎
战疫大事，大家都感到光荣极了，甚至吃完
午饭都舍不得多休息一分钟，一路小跑就回
到生产线上。

没想到，在大家的齐心努力下，当天就
完成了 160 套产品，加上年前公司的存货，
仅用一天时间，第一批 500 套产品就装车发
往了江西。

同样面临压力的还有浙江传化化学集团
有限公司。

公司主要生产环保型阻燃剂，用于手
机、充电桩以及5G新材料等领域，春节前就
已经收到了不少订单，年后产品需求更是达
到了数十吨，不少客户翘首以盼。然而受疫
情影响，员工返程困难，生产一线工人严重
紧缺。2 月上旬企业获批复工时，17 名生产
员工只有6名到岗。

看到这种情况，公司的资深工程师乔涛
心里清楚：要是按照这样的进度，生产远远
满足不了客户的订单需求量。乔涛觉得“不
能耽误任何一个订单”，于是他主动请缨，脱
下白大褂，换上灰工装，从实验室来到生产
车间，“我要到一线车间去支援生产”。

“在车间工作，体力活儿比想象中辛苦得
多。”乔涛和工人们每天要搬运十几组钢瓶集
装格，合计重达 1 吨多。身体虽然疲惫，但

看到产能每天都在提升，乔涛既骄傲又兴
奋：“与其在实验室、办公室里干着急，不如
用实实在在的行动来缓解生产压力。在一线
人员共同努力下，现在公司已经生产了数十
吨阻燃剂产品，大大缓解了订单压力。”

在深入生产一线的日子里，乔涛还对产
品的生产操作和工艺设计有了更多思考：“要
做生产线上的工程师，而不仅是实验室里的
工程师。”在亲自上手搬运钢瓶、与师傅们一
起运投物料的过程中，乔涛意识到优化生产
流程的重要性，他说：“在车间干上一天的体
验，是在办公室里坐一年也没法领悟到的。”

保障供电，“不让医务人员摸黑过夜”

还有这样一群人，无论是抗疫任务最重
的时刻，还是复工复产的当下，他们从未离
岗，始终“在线”。

“同志们，再加把劲，争取早点把电恢复
上。医务人员辛苦一天了，绝不能让他们摸
黑过夜，咱们得快点！”3 月 3 日傍晚，在不
足三平方米的电缆坑里，正在进行抢修作业
的几名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柘城县供电公司
工作人员相互鼓励着。

当天下午，公司接到故障报修电话称，
河南省柘城县人民医院的专用电缆被不慎挖
断，导致跳闸，造成医院内部药房、餐厅以
及附近1000多户用户用电受到影响。

战疫当前，医疗单位用电保障是重中之
重。“县人民医院出现停电，在值的党员服务
队同志赶快集合！”为了尽快恢复正常供电，
运维检修部主任兼党支部书记路富强立即带
领“共产党员服务队”登上紧急救援车，赶
往抢修现场进行支援。

这支“共产党员服务队”是疫情期间为
服务抗疫工作特别成立的。服务队建立了24
小时值班制度，以班组为单位，4 班 32 名队
员轮流值守，开展全天候驻点保电。“我们服
务队的目标就是确保医院等重点单位用电万
无一失。”路富强说。

下午14时20分接到电话通知，党员服务
队在 2 分钟后就集结完毕。路富强告诉大
家，医院已经启动了紧急发电设备，短时间
内还不会影响到医院的正常供电，但肯定坚
持不了太久。“大家必须抓紧时间，努力克服
困难，咱们争取在第一时间恢复供电。”

到了事故现场，找准了事故位置，为避
免二次破坏，党员服务队小心翼翼地用机械
剖开硬化的路面，挖好电缆坑。下到狭窄的
坑中，队员们就忙碌起来：剥电缆皮、压连
接管、打磨、清洁电缆、涂抹绝缘脂……随
着夜幕降临，光线逐渐减弱，加上工作场地
狭小，维修的难度又增加了。

在连续 4 小时的紧急抢修后，电缆中间
接头终于制作完毕。经电气试验检验，电缆
达到运行标准，停电区域于晚上20时许恢复
正常供电。“从下午一直到晚上 11 点维修彻
底结束，服务队全体抢修人员都没来得及吃
上一口热饭。”供电公司的同事说，“都累坏
了，但没有影响医院的正常运作，大家也长
出了一口气。”

疫情防控期间，还有更多坚守在一线的
工作人员，默默为保障人们正常的生活秩序
付出着。

在河南省郑州市，郑州自来水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的罗津博在大年初三连续奋战23个
小时，不顾严寒，只为保障居民安全用水；
在河北省张家口市，中油金鸿天然气公司的
管道巡检员们每天巡查着近 900 公里的管网
和 300 多座调压站，毫无怨言；在江苏省东台
市，公路管理站的 200 多名养护人员在零下 5
摄氏度的室外铲除路面积雪，确保公路安全畅
通……这些身在一线，为基础设施服务保障做
出贡献的劳动者们，是我们最安心的后盾。

快递小哥，为千家万户坚守

李顺是湖北省武汉市京东物流的一名普
通快递员，但今年，他在岗位上度过了一个
极不平凡的春天。

大年二十九这天，刚刚办了婚礼的李顺
陪着妻子回门。就在一家人准备开心过年的
时候，他接到了站长通知紧急返岗的电话。
站长告诉他，疫情发生以后，不少员工赶不
回来，希望家在本地的李顺能早点返岗上班。

李顺觉得，出现疫情这么大的事，每一
个人都不可能置身事外。“快递员毕竟要帮助
大家解决民生的问题，这是很重要的工作，
我肯定要去的。”说服了替他担心的家人，当
天晚上，李顺就返回了工作站点。

平时，李顺负责派送的区域是四个小
区、一个城中村以及一条大街，涉及到两三
万人的网购需求。但疫情初期，公司人手短
缺，为了让人们安心在家隔离，他服务的片
区增加了一倍，一天下来就要跑 100 多公里
路。这意味着，工作中李顺要面临更大的风
险和压力。

李顺一边忙碌着，一边心中揣着不安和
害怕：“老婆刚怀孕，我万一被感染了怎么
办？”但是一想到那么多隔离在家的客户，都
等着他的敲门声，李顺还是坚持了下来。

这一干就是不停歇的 80 多天。“疫情期
间他们肯定更需要我，生活物资没有，防护
物资没有。不管怎么样，他们下单我们就给
他们配送，我就抱着这唯一的信念，服务到
每个客户。”李顺说。

为了不影响家人和怀孕的妻子，工作
时，李顺只能一直住在京东物流武汉江夏营
业部里。偶尔路过岳父母家的小区时，他就
停下快递车，在楼下远远地看一眼那扇熟悉
的窗户，就又重新上路。

最近这些日子，李顺依然没能休息，穿
梭在大街小巷里他觉得，工作越干越开心
了，因为他正亲眼见证着武汉生活气息的回
归。“大家网购的东西不一样了，之前买的最
多的就是口罩、酒精，现在比较多的是衣
服、鞋子。”

来自中通快递北京市网点的快递员李
杰，作为快递小哥的代表出席了 3 月举行的
一场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因为
在发布会上紧张到舌头打结，他被网友们亲
切地称为“紧张哥”。

今年春节期间，李杰主动要求留守岗
位，承担了好几个小区的快递业务。穿着一
身蓝色工装的李杰，每天都要从早晨 7 点一
直工作到晚上8点，他说：“过去这只是一份
工作，疫情期间真是有一种使命。我送的每
个包裹，也许就是大家急需的口罩或者生活
必备用品，再累也要坚持。”

李杰觉得全国 300 万快递小哥应该和他
想得一样，“我从事快递行业 11 年了，面对
疫情这么大的事情，每个人都要出一份力。”
他最朴素的想法就是自己多跑路，让客户少
出门。

4月 24日，国家邮政局发布 2020年一季
度行业经济运行情况的通报。数据显示，一
季度，全国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完成125.3亿
件，同比增长 3.2%。3 月，快递业务量增速
重回 20%以上，增量达到 11.2 亿件，日均业
务量已经接近2亿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