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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5日，是成都市中小学新学期
正式开学第一天，也是“成都商报教育
发布”与你的初次见面。说是初次见
面，但我们彼此并不陌生。早在多年
前，商报教育其实已通过成都商报跟
这座城市的每一个你相识已久。

商报教育团队
为家长们提供多元教育理念

1994年1月，成都商报社创刊，以
大容量、高密度、新形式的新闻资讯迅
速占领市场，深受广大市民朋友喜爱。
打那时起，对教育的关注便是商报不
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深厚优
良传统的商报教育团队，用媒体从业
者的责任与担当，做教育的观察者，做
时代的见证人，记下成都教育前进的
每一个脚印，用充满理想、责任和坚守
的文字，陪伴超百万位成都师生家长
们走过一个个春秋。

20多年弹指即逝，不变的是商报
教育人的赤诚初心。在几代商报人的
辛勤打拼与广大读者的鼎力支持下，
成都商报从一页薄薄的报纸，成为一
个权威媒体平台。

在全媒体时代，商报教育也不再
简单满足于写出独家新闻报道，更致
力于为家长们提供多元教育理念，为
娃娃们提供一流研学活动。早在2015
年11月，即成立成都儿童团，将为民便
民之服务宗旨，将教民育民之思想理
念，从纸媒延续到互联网，用不忘初心
的情怀与坚守，用敢为人先的勇气与
决心，影响大家的教育观念、育儿观
念，甚至生活观念，推动成都教育不断
蜕变升华。

成都儿童团
成都200万个学龄家庭的智囊团

为此，我们日夜奋进。我们知道知
识不应是因循守旧的照本宣科，于是
联合市教育局共同打造天府学堂，广
邀16位不同行业专家走进16所学校，
为全市百万中小学生同上开学第一
课，让书本里每一个呆板的方块黑字
变得灵动有趣，让孩子生出创造的冲
动，收获学习的趣味。网络直播累计观
看人次超过1100.2万人次。

我们知道童真童趣不该在兴趣班
与培训班的催逼中迅速流失，于是聚
合社会各方资源，推出天府文化系列
研学活动。在短短两个月内，持续开通
8条16趟免费研学大巴，带着孩子们走
进博物馆、大学实验室、世界500强企
业……童眼所见，既是风光景色，也是
学问知识，用一场场富有诗意的精彩
活动，装扮童梦，寓教于乐，解放孩子
的天性。16场研学活动，直接报名人数
上千，间接影响数万市民。

我们知道教育是一座城市安身立
命的软实力的生动体现，于是倾力打
造“教育影响城市”年度盛典，以主流
媒体的号召力及影响力，盛邀全城22
个区（市）县教育局、教育集团、学校、
教育机构代表，及文化界、科技界嘉宾
齐聚一堂，将各方力量凝聚为强大发
展动力，让每一份对教育的思考，都能
更好碰撞迸发。短短一小时的典礼，网
络直播累计观看人次即达136万。

一个个实实在在的数据，都是对
我们的努力无声胜有声的赞美与注
脚。在众志成城，齐心合力之下，成都
儿童团迅速发展壮大，短短两年时间，
已成为成都200万个学龄家庭的智囊

团、欢乐团，用户满意度常年高居本地
学游平台榜首。

成绩虽然可喜，但我们还在憧憬
更远的远方。从曾经根基深牢的纸媒
团队，到后来成立的全媒体亲子平台，
经过上百次直播，上千场活动，上万篇
稿件的不断打磨锤炼，我们积蓄了足
够的能量，积累了足够的经验，调整好
了冲刺的状态！

成都商报教育发布
持续推动成都教育蜕变升华

于是，2018年阳春三月，全新的平
台——成都商报教育发布与你如期见
面了。

成都商报教育发布，将以权威快
讯、独家资讯、校园新闻、行业报道为
内容主阵地，有针对性地为老师、家
长、学生等不同用户群体量身定制专
门栏目。例如，“政策解读”将盛邀行业
专家对相关政策进行深入浅出的解
读，以供教师和家长们把握行业趋势；

“名师专栏”则会广邀名师名校开坛讲
学，传授教学诀窍，以供学生查漏补
缺，自我提升；“教育问答”互动平台，
将聚集各类教育行家，针对育儿难题
答疑解惑，以供家长取经……

栏目分门别类，样式丰富，一言概
之，即：成都商报教育发布是商报教育
在新时代的新起点，新征程。我们将以
更加强大的名师资源、更加有料的政
策信息，更加前沿的教育理念，为广大
师生家长提供及时、海量、多元的教育
信息，让新闻立体化，让教学场景化，
让老师有成就感，让学生有获得感，持
续影响大家的教育观、育儿观，生活
观，持续推动成都教育蜕变升华。

多年来，成都商报创新与务实并
重，理性与开朗齐举的理念，指引商报
教育从筚路蓝缕走到今天，我们深信，
在“成都商报教育发布”这个新起点
上，它也将指引我们，从时间的汪洋
中，用一个个扎实而稳定的脚印，抵达
梦想的彼岸。

而你，正是这路上不可或缺的好
伴侣。欢迎扫描左边二维码一键关注

“成都商报教育发布”，期待与你相约
教育新时代，为孩子提供更好的未来。

成都儿童团记者 沈兴超

相约教育新时代
共谋孩子好未来

“成都商报教育发布”正式上线，欢迎关注
■成都商报教育发布，

将以权威快讯、独家资讯、校
园新闻、行业报道为内容主
阵地，有针对性地为老师、家
长、学生等不同用户群体量
身定制专门栏目

■栏目分门别类，样式
丰富。我们将以更加强大的
名师资源、更加有料的政策
信息，更加前沿的教育理念，
为广大师生家长提供及时、
海量、多元的教育信息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环保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但高素质环保人才紧缺，一直是制
约环保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3月5
日下午，四川首所环保类高校——
四川环境科技职业学院落地签约仪
式在资阳市雁江区举行，意味着四
川从此告别无专门的环保类高校的
历史。四川环境科技职业学院投资
方三秦投资集团董事长龚雨在签约
仪式上也明确表示：“我们为环保而
来，并将为环保而战！”

为环保而来
培养高素质人才，明年开始招生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龚雨表示，环境保护的触角已经
延 伸 到 经 济 社 会 生 活 的 方 方 面
面，环保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
性产业。但现实情况是，环保技术
开发滞后、环保人才的紧缺已经
不能满足环保事业、产业的需求，
创办专门的环保学校已是迫在眉
睫。“四川环境科技职业学院历经
多年筹办，就是要为四川、为全国
培养更多的环保类专业人才，为
我 们 共 同 的 绿 水 青 山 而 努 力 奋
斗。我们为环保而来！”

据了解，四川环境科技职业学
院于2017年列入四川“十三五”高校

教育规划。校园规划面积1200亩，首
期建设用地600亩，将突出环保特
色，把海绵学校、生态循环、节能环
保等理念融入学校建设中，打造成
具有浓郁环保特色的校园。

四川环境科技职业学院将以
环境工程、环境管理等专业为主设
置专业，针对大气、土壤和水资源
的治理、保护，培养高素质的专业
人才。学院将于2019年正式招生，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内办学规模达
到6000人。

学院将依托先进的教育理念
和雄厚的师资力量，将学生培养成
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高端技能
人才，将学院打造成为四川乃至西
部环境产业重要的高端技能人才
培养基地，成为国内知名的环境科
技职业学院。

环保院士坐镇
雄厚师资培养环保专业人才

随着3月5日签约仪式的隆重举
行，投资15亿元的四川环境科技职
业学院在资阳市雁江区拉开建设序
幕，资阳市副市长周齐铭热烈欢迎
学院落户资阳雁江，他表示学院的
落地将为资阳的发展带来强大的支
撑，市级各部门要全力支持学院的
落地建设，争取学院早日建成。雁江

区委副书记、区长文勇表示，雁江将
全面支持学院的落地建设工作，努
力把学校建设好。

四川环境科技职业学院由四川
三秦投资集团独资投入，坚持开放
办学、合作发展理念，将与哈尔滨工
业大学、四川大学、西南交通大学等
高校科研院所展开合作，运用高校
环境科技人才和高校教育专家迅速
提升办学水平。

目前四川环境科技职业学院已
经聘请了三位环境保护方面的院士
作为学校的教育科研顾问，还将建
设环境科技研发中心、环保科技成
果转化中心、环保企业孵化中心以
及环保类、高新技术类人才培养的
实习实训基地，为环境类高端技能
型人才培养，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提
供坚实支撑。

不仅在国内抓紧建立强大的师
资、教育资源队伍，四川环境科技职
业学院还广泛开展国际间交流与合
作。对于未来，四川环境科技职业学
院信心满满，力争通过5年的努力，
把学校建成环境类本科院校。龚雨
告诉记者：“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毕
业后将成为环保一线生产、建设、管
理、服务的高端技能性人才，为四
川、乃至全国的环保事业、产业提供
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成都儿童团记者 王勤

川内首所环保类高校落地资阳
四川环境科技职业学院：为环保而来，为环保而战

人才培养：
学院将依托先进的教育

理念和雄厚的师资力量，将
学生培养成为国家战略性新
兴产业高端技能人才，将学
院打造成为四川乃至西部环
境产业重要的高端技能人才
培养基地。

明年招生：
以环境工程、环境管理

等专业为主设置专业，针对
大气、土壤和水资源的治理、
保护，培养高素质的专业人
才。学院将于2019年正式招
生，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内办
学规模达到6000人。

川内首所环保类高校落地资阳（效果图）

“我无数次想过要辞职，但放下
工作就没法养家”，薛向兵的笑容里
略带着一丝无奈。薛向兵是中通快
递成都市龙泉驿区网点的快递员。
在快递员里，他的收入可排在第一
梯队。2月28日，成都商报记者一早
就来到该网点，跟着薛向兵体验了
一天的快递员生活。

早上6点过起床
每天工作15个小时

今年35岁的薛向兵，住在离龙泉
网点不远的大面街道，个儿差不多一
米七高，留着寸头，脸型偏圆，衬衣搭
配牛仔裤，外加中通统一的外套是他
常年不变的搭配。从记者见到薛向兵
起，他脸上就时常挂着笑容，同事们
都说他是一个乐观的人。

2月28日，见到记者后，薛向兵第
一句话便是，“靠派件就能挣一两万
元的工资，这些都是不了解行情的人
想象的，与现实的差别较大”，薛向兵
告诉记者，“月收入上万的快递员都
有自己的固定客户，且每天工作的时
间基本都不低于12个小时。”

早上6时20分起床，20分钟洗漱，
6时40分出门，7点达到网点，开始一
天的分拣、派送工作。“早餐在骑车去

网点的路上就解决了，我一般就吃一
个馒头加一瓶牛奶”。到达网点后，已
有不少同事也到了，薛向兵迅速进入
角色，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薛向兵负责龙泉驿中心区两个
小区、学校以及周边部分街道的派
件工作，龙泉城区共有4人负责揽派
件工作，为了大家能获得更多的休
息，每天早上由4人轮流值班。

薛向兵每天要派300多票快件，
这在业内代表着最高派件量。上午的
件量多一些，揽件主要集中在下午。

一天3次往返网点
日派300多票快件

2月28日，正值薛向兵值班分拣
工作，因为要分拣同区域4个快递员
的快件，从网点出发的时间比平时
晚了一些。初春早晨的天依然微凉，
而薛向兵的额头满是小小的汗珠，
他花了两个半小时才完成分拣。随
后，来来回回三趟，他将200多件快
件搬上三轮车，朝着自己负责的区
域出发。

早上从网点出发后，薛向兵大概
用了一个小时分别将150多个快件放
到两个不同的小区，剩下近40个散
件，需要一件一件送货上门。“配送40
个散件大约花了一个多小时，打了20
几个电话，有几个散件是附近施工单
位的，有时候打电话对方不一定能接
到，只能发短信，然后在门口等取件
人，比较耽误时间”，薛向兵告诉记
者，“剩余部分散件都是老客户的，直
接送到他们手里就行了”。

送完最后一个快件已经是中午
12点，薛向兵就近吃了碗面后，迅速
赶往网点，开始分拣下午的快件。从
中午12时30分开始，分拣工作持续
到下午2时，薛向兵将下午要派送的
快件陆续搬上车后，又返回负责的
区域开始派件工作。

面对不理解
他主动和客户沟通

记者下午在征得薛向兵的同意
后，同他一同搭乘三轮车前往他负
责的区域进行再次派件。前往派件

的路上，薛向兵开心地向记者介绍
自己的快递员生涯，“我在龙泉这边
当快递员已经4年了，才开始时基本
赚不了钱，每天一个网点的快件量
还不及现在我一个人分派的件量，
每个月的工资还不够基本的生活，
坚持两年后，快件量才逐渐增多，收
入也慢慢高了些。”“曾经无数次想
过要离开快递员岗位”，乐观开朗的
薛向兵此时的表情有些凝重，“我们
干点重活累一点都还好，关键是心
累，得不到一些人的认可与尊重”。

“让我记忆犹新的一次是在小
区派件时，有位大姐不顾小区规定，
取件时硬要从收件室后门翻阳台栏
杆进来取件，但当时小区明文规定
不允许从这里进入。我阻止那位大
姐后，她就站在门口骂我。但我不敢
和她吵。如果她投诉，我一天的件都
白送了。”

薛向兵沉默了大约一分钟后，又
笑了起来，“但最后因为我主动给这位
大姐把大件送到她收件地址外的其他
地方后，我们之间的关系变好了。现
在，她有快件都通过我来收寄。”

薛向兵告诉记者，自己通过主
动和客户维护关系，目前已经发展
了很多寄件客户，收入比之前提高
了不少。而这背后，是他一次又一次
的忍耐和主动与客户沟通的结果。

一辆三轮车
撑起一家八口的生活

全年基本无休，同时，每天工作
约15个小时，你是怎样坚持下来的？

“我只有高中文化，起点低，工作辛
苦，但这是目前最好的选择”，薛向
兵告诉记者，他们夫妻俩要照顾4个
老人，自己还有两个小孩，“这是一
笔不小的开支啊。”

到达驿站后，薛向兵一边搬运
快件一边向记者介绍，这个驿站是
中通网点授权，由他自己经营打理

的，主要是寄放每天的快件。另外也
可存放其他公司没派送出去的快
件，每件收取0.3元左右的寄存费。这
些收入加上派揽件的收入，薛向兵
每个月的收入可达15000元，除开驿
站经营成本后，剩余1万元左右供一
家大小开销。

薛向兵告诉记者，快件到达后
会挨个给收件人发短信，每天一条，
直到取件人将快件取走。2时40分左
右，第一个小区的派件已全部放进
驿站，随后赶往两公里外的下一个
小区派件，将三轮车停在地下停车
场后，他将快件仔细摆放在手推车
里，每一件的收件地址都要再核实
一遍，避免送错。大约3时10分，小区
的快件分别放入两个驿站后，薛向
兵开始派送散件。

下午的散件较上午少了一些。
对周围环境熟悉的薛向兵沿途配送
了菜市场、加气站、学校、小区商铺
等地方。送完后，他还收取了几个散
件，此时，已接近下午4时。

薛向兵将沿途收到的快件装好
后，往自己的驿站出发，到达驿站
后，连水都来不及喝一口就开始收
寄件录入系统的工作，“6点左右还
要赶回龙泉网点，将收件打包发
出”，薛向兵说，“等到当日揽件打包
送往运转中心后，我还要回到驿站
等客户取件、寄件，一般要忙到晚上
10点才能回家。”

“第二天小孩要上学，等我到
家，老婆和小孩都睡了，早上我出门
时他们都还没起床”，薛向兵感慨
道，“虽然每天都回家，但见到他们
的时间却很少”。

在跟随薛向兵的一天里，记者
体验到快递员的工作不仅辛苦，同
时也非常繁琐。而就是这样一群人，
每天奔波于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
落，小心翼翼且忙碌地重复着相同
的工作。每一次服务后，他们希望得
到的是社会更多的尊重和认可。

2 月初，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
并通过了《快递暂行条例》，这是快
递业首部行政法规，《快递暂行条
例》实施后，行业关注的快递车辆通
行难、企业用地难等问题都有望得
到缓解，进一步减少快递员末端配
送的阻力。

自2007年以来，我国快递业由
小到大，发展迅猛，2017 年全国快
递业务量超过 400 亿件，十年间年
均增幅 42%。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连
续 4 年位居世界第一。快递业的发
展离不开万千快递员在背后的默默
付出，快递员队伍的稳定直接影响
着快递行业健康稳定的发展。记者
在调查过程中，快递员面临压力大、
从业环境有待提升等问题，造成了
快递员较高的流动性，部分网点快
递员返岗率较低，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了快递行业的稳定发展。

西南财经大学社会发展研究院
院长邓湘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服务行业向来比较辛苦，尤其是快
递行业。近年来我国快递业发展迅
速，社会对快递的需求日益增加，相
对于其他行业，快递员依旧以体力
活为主，在大部分消费者认同快递
员工作的情况下，依然存在“社会认
同感低”的问题。

他认为要改善目前的现状，让
快递员更好地融入社会，可从几个
方面进行相应的工作。首先，行业应
成立相关协会，通过协会对快递员
的生活进行关怀，让社会更好地认
识并理解快递员的工作。另外，快递
企业应加强对员工的关心与关爱，
积极处理快递员在工作期间遇到的
问题等。

四川省邮政管理局相关负责人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应给予快
递员更多的关怀”，要强化基层员工
的权益保障，改善一线工作环境，健
全工资支付保障制度，提升社保等
基本权益保障水平，提高职业发展
保障。同时，该负责人表示，还将引
导企业进一步提升设施设备智能化
水平，进一步减少快递员的体力活，
使末端派件更加智能化。
成都商报记者 费成鸿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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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快递员
就业稳定
专家呼吁：多关注快递员的生活

薛向兵正在联系客户

每天工作15小时，日派300多票快件
月入过万元，一辆三轮车撑起一个家

一名快递员的24小时

通过主动和客户维通过主动和客户维
护关系护关系，，目前已经发展目前已经发展
了很多寄件客户了很多寄件客户，，收入收入
比之前提高了不少比之前提高了不少。。而而
这背后这背后，，是他主动与客是他主动与客
户沟通的结果户沟通的结果。。

早上早上66时时2020分起床分起床，，
2020分钟洗漱分钟洗漱，，66时时4040分出分出
门门，，77点达到网点点达到网点，，开始开始
一天的分拣一天的分拣、、派送工作派送工作。。
一般要忙到晚上一般要忙到晚上1010点才点才
能回家能回家。。

他主动沟通客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