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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门店见证电商巨变
每天清晨7点左右，在四川眉山市

青神县民主街的132号—136号三个
商铺总是准点打开。迎着早晨的第一
缕阳光，这里将开启整个县城的第一
班早市。

“每天早班需要把三轮车挪出门
市外，把货车上的派件单取出来，接下
来大家陆续来了，就开始扫描、分类、
摆货……”陈玉，一个说话爽朗的30多
岁的女子，经营青神县的这家快递网
点已经是第10个年头了。特别的是，
她的18名员工都是清一色的“娘子
军”。这十年，从最开始的一名员工，
发展到现在的18名；一个门面，扩充到
3个；起初每天只有十几个快递件，现
在每天超过2000余件；从一辆电瓶
车，到现在9辆三轮车、4个电瓶车、1辆
面包车、1辆货车……

陈玉的这十年，见证了电商行业
在青神这个四川小县城的飞速发展。
她说：“我一个女人没想过要做多大的
宏伟业绩，就希望大家送快递时平平
安安的，每件快递都能完整地送到客
户手里，和姐妹们一起天天开心上班
就行了。”

业务火爆招兵买马扩门店
她是怎样和风里雨里的快递行业

联系在的一起的？为什么她的快递站
全是女员工？又是什么让她坚持了十
年？

“城区内不想出门的亲可以打电
话或者发信息上门取货，我亲爱的上
帝们。生意不好做，需要大家照顾，青
神圆通娘子军等着你的召唤。”10月27
日，陈玉在朋友圈发了这么一段话。
不曾想，今年已经是她经营这个快递
网点第十年。追溯到2009年，当时一
个安家在杭州的朋友经常会在淘宝上

买东西，而收取自己的包裹的方式就
是通过快递。这是陈玉第一次接触了
快递，而这种新奇的生活方式也对她
的生活发生了很大改变。

“最开始，快递、淘宝这些都很新
奇，之前完全没接触过。”陈玉说，此后
她关了小吃店，向快递公司申请了现
在的网点，开始了她的快递生意。第
一年只招了一个快递员，我们两个一
个文员一个送快递。那个时候青神县
的电商行业都还刚刚起步，每天揽件
大概只有十几件，基本都是一些单位
和企业的文件、合同之类的，很少有人
买东西，每天靠一个电瓶车跑一圈就
能完成所有揽件、派件。

2012年至2014年，电商事业呈现
爆发式发展，在青神县快递行业也开
始快速增长。大家都纷纷在网上购买
服装、食品、家具家电……而当地的香
肠腊肉、水果等特产在网上外销到全
国各地。

“不管是收件还是寄件，单量都翻

了十几倍，每天接单七八百件，人手和
车辆完全不够。”陈玉说，特别是遇到
双11，我们基本每天早上5点就开始

“战斗”，这也逼得我不得不增加人手，
扩充门店，还添置了三轮车、面包车和
大货车。

每年的双11对于陈玉来说都是一
次“大考”，今年也不例外。陈玉告诉
记者，快递的高峰基本出现在双11的
后两天，为了备战双11，10月中旬她就
安排对所有的车辆进行了大检修，也
提前让员工轮流休假，还把之前的回
家的带孙子的老员工请回来帮忙“突
击”两个月。

只招女工服务好跳槽率低
在青神县辖域内，有多少条街道，

每条街道上大概是有什么门店，哪条
路好走，有什么捷径……这些快递线
路就像一张地图网，而织就这张活地
图的就是这18位女快递员。

谈起自己的团队，陈玉颇为骄傲，谁

也不曾想到这在当时是一个无奈之举。
“女快递员勤快、细心、服务态度

好，主要是大家跟姐们一样，生活家常
有啥说啥。”陈玉说，刚开始请了一位男
快递员，但是服务态度不怎么好经常遭
到投诉，而且工资还开得高。当时男员
工一个月2600元，而女员工只要2000
元，为节约成本就请了女员工。

没想到女快递员的服务很快得到
了大家的认可。“之前，都认为干快递
一般都是男士，女士吃不了这个苦，干
不了多久。没想到我开店十年了，店
里面干得最长的员工已经跟我8年
了。”陈玉说，女快递员在体力上面确
实不能跟男士相比，大件一人搬不动，
就两个人一起抬。

女快递还有个优势就是跳槽率
低。原来，在陈玉的快递网点，有16位
员工都有孩子，为了照顾家庭和孩子，
大家都希望找一份上白班的工作。

文玉花2010年加入陈玉的快递团
队，有一个5岁的儿子。之前，她在一

个皮鞋厂上班，每天早上6点出门，一
直到零点才回家。“早上出门时儿子还
在睡觉，晚上回来时儿子已经睡了，基
本一周才能和儿子碰一次面，更别说
陪他玩，辅导作业了。”

“除非是遇上双11那段时间会比
较忙，早上5点左右就到门市上，其他
时间上班基本是固定的，早上7点30到
下午5点30。找再多的钱也是为了孩
子，现在的生活我很满足，这份职业我
还会长期做下去。”文玉花说。

物流变革保证快递精准送达
快递属于服务行业，在形形色色

的客户中，自然也会遇到比较难缠
的。陈玉的这支娘子军队伍也曾遇到
过这种委屈。

今年43岁的张春兰，2010年前一
直在纺织厂上班。长年三班倒的工作
自己也想寻求一些改变，后来加入了
陈玉的快递团队。“我们每位快递员平
时送、取快递都非常小心，既要做到人
安全，也要保证货安全。”张春兰说，3年
前，她给客户送一件快递，里面是一件
价值几百块钱的衣服，“我清楚地记得
当时是门卫签收的，回执单联都还在。
几天后，客户找到我们，一口咬定没收
到快递，门卫也说没有收到过。没办
法，最后还是赔了客户几百块钱。”

其实，出现这种情况，和之前的快
递签收制度有很大的关系。“早前全部
都是手写面单，快递员要看面单上的
街道，门牌号再根据路线配送。”张春
兰说，现在由阿里巴巴推出的菜鸟电
子面单后，分为三段码、四段码直接分
拣，可以精确到是谁的单由谁送，操作
起来更快捷更准确。

现在，陈玉的快递网点，每天派出和
收回的快递超过2000件，从大小件派送、
上门收件、售后服务、对账都有专人负
责，每条线路也有专人对接，大家分工明
确工作效率也得到很大的提升，派错件
或者漏件的情况几乎就不会发生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欧阳宏宇雷强

从每天十几单到每天超两千单

四川女子快递站见证天猫双11十年

从2009年双11所产生的5200多万交易额，到2017年最终定格的1682亿元；从2009年需要在电脑上用淘宝旺旺与客服交流，到现在只需一部

智能手机便可完成购物，天猫双11所改变的，不仅是一个个数字上的纪录，它更花了十年时间，改变了国人消费和生活的方式。

而在这些变化背后，每一位参与者都是奇迹的创造者。在阿里生态大家庭中的每一位成员，都有双11过去十年的美好回忆。他可能只是一名普普通通
的消费者，一名在线客服抑或一名风里雨里的快递员……

▶

从双11的火爆中嗅到商机
在2013年创立火号火焰兔以前，

黄山和餐饮产生关联仅仅是做过宠物
食品。作为一个餐饮门外汉，黄山的
餐饮之旅来源于一次因缘巧合。在一
次与朋友聚会的过程中，当时正在做
自媒体的黄山认识了徐代全，并被这

位61岁老伯伯的手艺折服。
“那一次吃完徐伯伯的火锅兔后，

我觉得他做的东西是可以商业化的。”黄
山于是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徐代全，“要不
一起创业吧，没想到他立即就答应了。”
就这样，黄山拉着自己的团队开启了在
淘宝上的创业之旅，开始在网上卖四川
冷吃兔，“当时在网上卖同类产品的都
比较糙，我觉得我们有自己的优势。”

“当时团队一共只有6个人，所有
的事都是我们自己来做。”黄山回忆，
最开始的是一天的销售额只有300多
元。顺势而为的黄山创业没多久就迎
来了第一次丰收。2013年底，由于被
几个自媒体大号推荐，黄山的店铺流
量暴增，销量增长了近十倍，后来又增
长到每天两万多元。

黄山在创业第二年起开始参与双
11，经过几年的努力在2017年的双11中
取得同类产品品牌销量榜第一等成绩。

“淘宝小二对我们很支持，双11主会场给
我导了很多流量。2018双11的任务会
更重，销量也会有更好的成绩。”黄山说。

改变供应链试水新零售
但是黄山并不满足于销量的增长，

他把目光放到了电商的根本——供应链
上。“我们和其他家不一样，一开始创业
的时候就是按照品牌化的方向发展的。”
黄山说，要想做好品牌，就要有好的产
品，而这都要求拥有强大的供应链能力。

从创业之初，黄山就在快速更新
他们的生产能力，从自己家的小厨房，
到200平米的中央厨房，2016年就建
设了自己食品工厂。和传统的供应链
不同，由于主要销售阵地是在阿里巴
巴电商平台，黄山借助了电商平台上
的数据优势，让供应链更加灵活。

“我们会根据消费者需要的食材研
发新口味的产品。”黄山说，他们在产品
品种生产时会依据阿里巴巴平台的数
据进行调整，对用户热评的产品会及时
研发生产。“传统的品牌供应链如果要做
产品升级，先反馈到工厂，需要两周时间
才能改进。但是我们只需要两天时间。”

借助电商数据改变传统行业供应

链，这也是当时阿里巴巴生态开始做
的事情。2015年，阿里巴巴集团CEO
张勇就提出，消费结构已经发生巨大
变化，供应端的生产商没有还能力满
足不断升级的需求，所以互联网的未
来在于升级供应端，利用消费者的数
据，重构整个生产供应链。

电商平台的优势还表现在改变了
用户的沟通方式。黄山告诉记者，他们
淘宝店铺从来不会主动要求消费者给
好评，“我们不怕差评，但我们更关注差
评的内容。”黄山说，如果是和产品质量
有关，他们会第一时间和这些用户联
系，并在后续的运营中为这些用户提供
免费试吃，或者赠送一些小礼品。

对于未来，黄山又有了新的打算：
布局线下门店渠道。目前黄山在成都
开了一家线下体验店，今年双11期间，
他们也会尝试一些线上线下互动的玩
法。这也和阿里巴巴的新零售策略不
谋而合，而阿里巴巴平台也将再次赋
能黄山这样的创业者。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崔江

第十个天猫双11来了！在
这十年中，每一个阿里巴巴
生态中的参与者都是双11

的创造者。四川成都的黄山就是这些
创造者中的一位。2013年在淘宝平台
创业、2014年开始参与双11，黄山参
与并见证了中国这场商业奇迹。更重
要的是，黄山利用阿里巴巴电商平台，
用互联网的方式在改造这传统的四川
特色美食小吃，为四川美食新零售时
代的发展提供了样本。

餐饮门外汉把冷吃兔做成网红
为四川美食在新零售时代的发展提供样本

十年天猫双11 让“独腿快递员”圆梦
开了自己的快递驿站 期待能尽快“脱单”

“独腿快递员”离职创业
终于拥有了自己的门店

2015年的时候，由于单腿站立的
特殊背影在网上火了，李洪军自立自
强的正能量感动了很多网友，也吸引
了媒体的关注。李洪军坦言当时自己
的内心充满挣扎和矛盾，“我今年30
岁，有时候会惶恐，怕坚持不下去”，并
表示，相比于3年前刚开始送快递时，
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有家门店。

李洪军表示，最近他正在筹备一家
新的快递驿站。“最近我特别忙，就想快点
赶在双11到来前把这个快递驿站开张。”

他告诉记者，离开之前的快递公
司后，他和几个朋友合伙开了一家承
接快递收发工作的驿站。“我的愿望正
在一点一点实现，我知道只要努力，就
不会一无所有。”

面对就要到来的天猫双11，李洪
军向记者介绍，在他准备新开业的快
递驿站中，配备了最新、最全的快递物

流技术，帮助前来送快递的快递员们
更高效的收发货物。“目前这个片区有
五家公司在配送，平均每家每天配送
300件，等到双11来的时候，派件数会
翻一倍达到3000件。”

最盼望“成家立业”
快递员是双11的重要创造者

去年，李洪军在一家机构的帮助
下成功安装了义肢，并接受了恢复性
训练，如今，他已经能像正常人一样站
立行走了。“买了双新鞋子，还得扔掉
一只……”已成为过去，李洪军表示，

“不管自己的路如何，都要像歌里唱的
那样，要在快递行业里努力奋斗，踏踏
实实做事，老老实实做人”。

如今，李洪军心心念念的就是自
己的事业，即便是去北京安装义肢期
间，他到北京后的第一件事不是奔向
医院，而是去拜访了在第二届《中国诗
词大会》上红起来的“快递诗人”曹中

希。“当时的我和曹大哥都是一线快递
员，有很多共同语言，他也跟我交流了
很多网点经营的问题。”

俗话说，“成家立业”，成了家才能
立业。对于李洪军来说，目前最棘手的
事情除了新店开业，另外一件就是找一
个伴。当记者问及李洪军在感情生活
中是否有进展时，他用“没有下文”四个
字回复记者。不过，李洪军还是希望自
己能在生活中可以尽快“脱单”。

在成都，像李洪军这样因为各种
原因入行快递员的人还有很多，他们
是参与并践行天猫双11的经历者，也
是天猫双11十年伟业的缔造者。网上
的商品可以越来越物美价廉，卖家的
服务可以越来越宾至如归，如果
没有快递员们十年如一日的辛
劳，熬再多的夜抢购，请再多的
朋友拼单，访问再多的页面抢红
包，也只会是徒劳。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欧阳宏宇

双11快到了，快递员小哥们
将进入一年中最忙最辛苦的
时候。对于入行6年，经历过6

次双11的成都快递从业者李洪军来说，
他的付出要比正常人多出数倍。“送快递
时，主要会因为行动不方便，动作慢很
多。”因为17岁时意外失去右腿，李洪军
的胯部以下全部截肢，只能靠义肢行走，

“不过，现在物流技术更先进了，送起快
递来比以前已经轻松了许多”。

今年是天猫双11的第10年，快递
员作为双11创造者中最辛苦的人群之
一，他们的故事也被越来越多的人关
注。在又一个双11来临之际，华西都市
报、封面新闻记者联系上了被网友称为

“独腿快递员”的李洪军，他向记者聊起
了自己作为一个快递人参与双11的感
受与心路历程。

快递员双11见证者

创业者双11见证者

快递员双11见证者

黄山与自己的创业团队。

作为快递员，李红军也是天猫双
11奇迹的创造者。

四川青神县女子快递站见证双11的10年奇迹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