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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色吞没了最后一缕日光，
晚上8：30分，华灯初上的成都
街头,依旧人来人往，非常热
闹。对平安产险四川分公司
人伤查勘岗兰敏文来讲，“夜
班”才刚刚开始。“每天加班到
8、9点已经习惯了，手机也是
24 小时从不关机的。”兰敏文
说。这个身材纤瘦的姑娘，声
音也很温柔，从外表看，是绝
对的“软妹子”，但工作状态的
她，简单利落，仿佛一切尽在掌
握中。

工作的价值在于
可以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兰敏文从中医大护理专业
毕业后，如愿成了一名护士，
2015 年，机缘巧合加入平安。

“以前是帮助别人减轻身体上的
疼痛，现在是帮助别人减轻经济
上的压力，两份工作都很有意
义。”兰敏文语带骄傲地说。

2016年7月，兰敏文接到了
一个车险人伤案件，伤者在一起
两车相撞的交通事故中受重伤，
肇事车主资金紧张，无力承担伤
者的手术治疗费用。兰敏文一
边指导伤者收集相关材料，一边
积极向公司申请，公司的医疗垫

付款很快到账，伤者治疗起来也
安心很多。“伤者出院后，特别
发来真诚的感谢短信，这是对我
工作的肯定，挺有成就感的。”
兰敏文说，“风险无处不在，有效
应对风险是保险存在的意义，也
是保险人的责任。”

我是女生，我会哭
但是我却不服输

保险一线查勘工作很辛
苦。偶尔遇到特别不理解的客
户，或者压力大的时候，也会觉
得委屈。“我们这代独生子女，谁
不是被父母放在心尖上疼的呢？
不过，回家后哭一场就好了，我还
蛮爱哭的，哭完了再找朋友聊聊
天，唱唱歌，心情就好了。”兰敏文
说着自己笑了起来。

眼前这个自称爱哭的年轻
女孩，却最喜欢啃“硬骨头”。她
负责对接的是成都市最好的几
家三甲医院，一般都是伤情较
严重的大案。但她从来没有因
为工作困难打过退堂鼓。“保险
公司的一线查勘人员，大部分是
男性，男生可以干好的工作，女
生也可以，辛苦不算什么，我从
这份工作中的收获远大于辛苦，
绝不轻言放弃！”

那些花儿——致敬保险服务一线的女性
在财产保险服务一线经常活跃在我们眼前的是男性的面孔，然而，有一群默默工作的女性似乎被忽略了。今

天，带你走进平安财险四川分公司服务一线的几名女员工，了解她们的工作与生活。

2月27日上午，平安产险四川分
公司高新门店客服大厅如往日一样忙
碌，大厅宽敞明亮，橙色为主基调的装
修风格，给人几分暖意。刘倩文正在地
给客户办理车险业务，她边敲打键盘，
边与客户交流，这个女孩，一眼望去，就
能让人感到明媚。

标准服务模式下
打造不一样的服务风格

刘倩文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空
乘，这份翱翔在天空中的职业，是刘倩文
的梦想。为什么会告别蓝天，选择“脚踏
实地”的工作，刘倩文有自己的理由。“我
是一个恋家的90后，父母年纪越来越
来，总觉得女儿待在身边才踏实，为了家
人，思量再三，我辞去了空乘的工作，回
到了成都。”刘倩文说。加入平安后，公司
有强大的培训体系，成长很快，温暖有爱
的集体也让她深深地爱上了这份工作。

保险的柜面客服人员从服饰、发
型、妆面到微笑，举手、话术，都有统一
的标准和要求，“这倒是和我以前当空
乘挺像的，虽然服务的标准模式不能
变，但服务风格却是自己可以打造的。”
刘倩文一边麻利地整理单据，一边说。

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客户，刘倩文
总会用她的主动热情来感化他们。“有
时客户因为不理解会有抱怨，我也不会
强行辩解，等他们讲完，再解释，有时也

会把自己的奇葩经历说给他们听，情绪
释放了，也就好沟通了。”刘雯倩爱笑，
看得出客户有被她开朗热情的性格所
感染。“用专业的服务为客户办理保险
业务，用热情与活力让他们感受到有温
度的专业，这就是我的风格吧！”

新一代保险人
传递正能量

“我每天接待量很高，不过工作一
年多一直都是0投诉，而且工作还带
给我很多感动。”有一天上门客户很
多，到了午休时间业务还没有办完，由
于她有低血糖，医生让她一定要按时
吃饭，不然有可能会晕倒。但按照公
司要求，工作时是不能吃东西的。刘
倩文只好趁下一位客户没走到柜台前
的间隙，低着头咬了一口面包，结果一
抬头刚好被这位等了挺久的大姐看到
了。刘倩文红着脸说抱歉，而这位大
姐反而安慰她，没关系，小姑娘你先吃
点东西，别饿着了，我等着你。刘倩文
当时觉得特别感动，她觉得再辛苦只
要能获得客户的理解也值得了。

“现在，保险越来越被大众所接
受，它帮助老百姓应对无处不在的风
险，保障生活不因意外而发生巨大改
变。作为新一代保险人，我热爱我的工
作，并愿用我的专业和微笑化作客户的
信任与温暖，为每位客户带去平安。”

上午9：00，刘懿准时出现在约定
地点，个子不高，语速飞快，热情地与
笔者打招呼。“我们今天要去拜访的
对象，是一位九十多岁的三者受害
方，需要跟她核实一下案情，我们先
上车，边走边聊。”刘懿说着就向停车
场走去，步伐轻快，非常干练。

做喜欢的事情
就不会觉得累

责任保险的适用范围广，保险产
品也多，比如公众责任险、雇主责任
险，食品安全责任险，几乎涉及各行
各业，对保险理赔人员的专业要求非
常高。有时，工作还有一定的危险
性，像爆炸、火灾的案发现场，都得第
一时间赶到。“停尸房经常也是查勘
现场，那也得硬着头皮进去啊。”

刘懿在保险行业待了10个年
头，前8年做案件审核，最近两年才
转为查勘。从办公室走到最一线，
很多人不理解，有家庭、有孩子，干
嘛要换一个更忙碌的工作，还经常
风里来雨里去？

可刘懿就是喜欢查案，以前做
案件审核的时候，遇到疑点重重的
案件，总是干着急，心想这么多疑
问，干嘛不去查清楚？！这个雷厉风
行的女孩儿，想到做到，真正就来到
了查勘岗。

也正因为她的执着，好几个复
杂大案，最后都是在她的细心查勘
下，还原了案情真相。有一次，一个
案件进入僵持阶段，大家都找不到
突破口，刘懿却独辟蹊径从投保人
的口音找到案件的疑点，顺藤摸瓜，
发现了投保人的保险欺诈行为，为
公司成功减损。“该赔的钱一分不能
少，但欺诈的行为，是不能容忍的。”

爱与坚持
一切都可以克服

刘懿的老公也在保险行业，比
她还忙。因为忙碌，夫妻俩只能将
孩子送回邛崃老家，由爷爷奶奶代
为照看。“我儿子2岁了，周末才能回
家看看他，每次道别，儿子几乎都会
哭着说，‘爸爸妈妈不走’，哎，心都
碎了，确实很对不起儿子。”刘懿的
眼角泛起了一丝泪光。

刘懿也曾和老公商量过，要不
她放弃工作，专心在家带孩子吧。
可刘懿终究觉得放弃自己喜欢的工
作不太甘心。

“我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我相信，孩子也更愿意看到认真工
作，努力阳光的妈妈，我会尽可能
地创造条件，多陪陪孩子，困难是
有的，但我相信，爱与坚持，一切都
可以克服！”

用真心守护每一位客户的平安
——人伤查勘岗兰敏文

且行且珍惜，保险人的坚持与执着
——责任险理赔作业岗刘懿

将正能量传递给每一位客户
——客服出单岗刘倩文

八位青年才俊诗聚
最小者生于1994年

这八位诗人，年龄最大的是
出生于1980年的熊焱和罗铖，年
龄最小者则是现就读于川美的成
都女孩谢云霓和朱光明，两人都
是出生于1994年。其余则有出
生于1993年、1990年左右。除了
青春，他们各自在诗艺上各有光
彩。其中有多位已经在诗坛名气
显著，比如熊焱，现为《星星》诗
刊编辑，四川省作协第八届主席
团委员。熊焱是被全国诗歌圈公
认为“80后有代表性的诗人”。他
的诗固执地对故乡精神的探究和
与亲人肌肤的亲近，构成他与同
时代诗人的区别。由于他的写作
找到一条明晰的路径，那是有根
的写作，有方向的写作。熊焱还
在专业评审的提名和大众读者的
投票下，当选由华西都市报主办
的“2016名人堂·年度诗人”。

1987年出生的诗人羌人六，
是四川平武人。他已经出版多部

作品，比如诗集《太阳神鸟》、《响鼓
不用重锤》，散文集《食鼠之家》，短
篇小说集《伊拉克的石头》，中篇小
说集《骨头车成纽扣》，长篇小说
《人的脸树的皮》。余幼幼，2004
年开始诗歌创作，出版诗集《7
年》、《我为诱饵》，影响较大，被称
为“国内有代表性的90后诗人”之
一。1993年的程川，曾获第三届
中国红高粱诗歌奖，2015《星星》
年度大学生诗人奖。

名人堂“年度诗人”
现场分享诗歌心得

在此次诗会上，2016年度名
人堂“年度诗人”颁奖仪式也将隆
重举行。2017年伊始，由华西都
市报-封面新闻联合打造的

“2016年度名人堂”系列活动，按
照网上投票人气高度，并综合提
名及评审委员会主任、著名诗人
梁平、著名诗歌评论家兼诗人霍
俊明、著名诗人张新泉、著名诗人
周瑟瑟四位专业评审的共同意
见，于1月8日评选出“2016名人

堂·年度诗人”：来自贵州、现居成
都的80后实力派诗人熊焱。消
息发布后引发诗歌圈和广大读者
的热情关注。在华西都市报客户
端的点击率很快破万。该稿件得
到中国诗歌网、诗通社等诗歌圈
专业网站的转载。熊焱的诗歌不
炫技，诗心真诚，有哲思性，在诗
歌的花园里，找到了自己一条明
晰的路径，那是有根的写作，有方
向的写作。著名诗歌批评家、文
学博士后、著名诗人霍俊明曾专
门撰文深入剖析熊焱的诗歌，“熊
焱的诗歌给我一个强烈的感受是
他是一个相当自省的诗人，对自
己以及同时代的诗歌写作都有着
清醒的反思和认知。但是他的写
作时葆有了个性化的方式，是扎
实的、真挚的发自灵魂深处砧板
的敲响。”他是如何最初走上以诗
歌表达自我的道路，他有怎样的
一颗诗心？前来现场参加的读者
可以聆听熊焱的分享。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实习生 侯晨曦

两年前，华西都市报曾报道
一则新闻，“成都司机王明清寻
找21年前丢失的爱女”，3月 7
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获悉，两年来，王明清跑遍成都
仍未寻获爱女，已引起了央视
《等着我》栏目组的关注，愿意一
起帮忙为他在全国寻找女儿。

《等着我》是央视综合频道于
2014年4月5日开播的大型公益
寻亲节目，由倪萍主特，这也是全
国第一档依托国家力量和社会全
媒体帮助的大型电视公益寻人节
目。3月7日下午，华西都市报-封
面新闻记者联系到央视《等着我》
栏目组制片主任胡波，他表示，栏
目组被王明清的寻女行动所感
动，将加紧借用《等着我》的全国
平台和央视的影响力，倾尽全力
帮忙寻找。据倪萍的经纪人陈小
姐透露，倪萍也为王明清伟大的
父爱感动，希望大家一起努力，为
王明清尽快找到女儿而努力。

3月7日晚间，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再次联系到王明清，
得知央视《等着我》栏目组和主持
人倪萍很关心自己寻找女儿的事
情，王明清连声说：“谢谢啊！感谢
中央电视台，感谢倪萍老师！感谢
华西都市报，这么关心我，我盼望
早日寻找到我丢了23年的女儿。”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杜恩湖

实现梦想
牟丛尤其感谢教练

赛后，牟丛在微博上迫不及待地
晒出自己亲吻奖杯的图片，并鼓励大
家不要放弃自己的梦想，“人生没彩
排，有梦想，追求梦想，实现梦想才是
是活着的意义，择一事，终一生！”

牟丛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是
我第一次得奖，我非常感谢远在中国
支持我的人们，尤其是我的教练。”牟
丛说，正是在教练的帮助和鞭策之下，
她才取得了今天的成绩。“这个舞台不
只有我，也许明年就会有更多的中国
面孔在这里展示自我。”牟丛说，美不
是千篇一律的，美可以有很多种。

牟丛并不是中国第一个获得阿
诺德赛冠军的运动员，早在2015年，
禚中华和钱吉成就分别获得过男子
健美业余组70公斤级和75公斤级的
冠军。不过，牟丛夺冠对于中国的女
子健美来说却意义非凡。

阿诺德传统赛由著名影星、同时
也是健美先生的阿诺德·施瓦辛格创
办，是除了奥林匹亚大赛之外水平最
高的健美赛事。牟丛参加的是女子
形体167cm以下级的比赛，这一级别
共有15名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高手
参与比拼。

好友透露
牟丛训练非常刻苦

牟丛获奖后，国内健美圈的朋友
们也击掌庆贺。“她获得冠军，我一点
也不惊奇”，在牟丛的好友、同为健身
爱好者的DMS国际体育CEO王萱
看来，牟丛获奖并非偶然。王萱与牟

丛相识已久，有段时间也经常在一起
训练，“牟丛平时训练非常刻苦，她的
训练重量、频次、方式都非常厉害”，
为了这次比赛，牟丛准备了很久，“无
论从颜值、体态、动作、肌肉线条，还
是赛场表现来看，牟丛夺冠都是当之
无愧的。”

王萱说，很多中国健美运动员都
很向往和崇拜阿诺德赛，这是代表着
世界最高水平的健美赛事，但大部分
女孩子却不太了解这项运动。“有很多
90后小朋友认为，健美会练出很多肌
肉，不好看，尤其对女子的深蹲、硬拉、
卧推这些力量的训练方式保持怀疑。
而牟丛本次获奖突破了人们传统的看
法，对健美运动的推广非常有帮助。”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陈羽啸

牟丛：
这个舞台
不只有我

3月5日，在美国进行的2017年阿
诺德传统赛业余组比赛中，32岁的中国
健美小姐牟丛夺得女子形体167cm以
下级的冠军和全场冠军，创造了中国女
子健美历史。这不仅是中国第一个阿
诺德赛的女子冠军、第一个全场冠军，
同时也是中国女选手第一次取得IFBB
（国际健美联合会）职业卡资格。

改写中国女子健美历史

本周日《草堂》春天诗会
用青春与诗歌唤醒你的耳朵

成都司机23年寻女未果

倪萍携《等着我》

一起找

牟丛夺冠后晒奖杯。

爱诗的灵魂永远年轻。自
古少年出才子，3 月 12 日（周
日）下午2：00，由《草堂》诗刊、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四川
省图书馆联合主办的“青春唤
醒的耳朵——四川80、90后青
年诗人诗歌朗诵会暨名人堂年
度诗人颁奖”，将在四川省图书
馆二楼多功能厅举行。

熊焱、罗铖、羌人六、余幼
幼、朱光明、程川、谢云霓、简杺
八位活跃在川内的年轻诗人，
将以诗相聚，以才华相遇，绽放
出诗的火花。此外，“暹罗猫”
乐队主唱陈小琴还将演唱歌曲

《青衣恋城》，为青春诗歌添上
一抹色彩。华艺术国学社的小
朋友们也将一展风采。一场青
春的赞歌将在春日唱响。春和
景明，曲水流觞，何不快哉！

届时还将举行名人堂年
度诗人颁奖，封面新闻（www.
thecover.cn）将全程直播。

熊焱 朱光明

罗铖 程川

羌人六 谢云霓

余幼幼 简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