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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最“
拼”外卖小哥：日送60单
每天工作13小时，月薪过万 最高纪录一天送了110单外卖
移动消费时代下,点外卖
已经成为很多年轻人不可避
免的日常生活， 每天临近饭
点，在各大写字楼里都能看到
外卖小哥匆匆送餐的身影。
三百六十行， 行 行 出状
元。1月2日， 互联网订餐平台
饿了么发布了各个城市“送
单王”的业 绩，其 中长沙地区
的“送餐状元”是一名28岁的
小伙子， 名叫蒋林， 一年送了
20578单外卖，平均每天要送60
多份外卖，每月收入过万元。

每天工作13小时
经常吃不上饭
“下 午 两 点 到 三 点 订 单
少，有时间接受采访，不会耽
误很长时间吧？” 蒋林是饿了
么在马王堆片区的一名外卖
送餐员， 接到记者的电话，他
最关心的是时间问题，用他的
话说，“这个行业是跟时间赛
跑的一个行业，要争分夺秒。”
1月2日下午2点半， 记者
见到了蒋林。因为职业的缘故，
蒋林皮肤略显黝黑， 走起路来
风风火火，几乎是一路小跑。
每天早上9点开始工作，
晚上10点才收工，蒋林几乎每
天都是配送站工作时间最长
的配送员，平均每天要送60多
单外卖，高峰期每天要送90多
单， 最高纪录是一天送了110
单外卖。因为工作很拼，每天
的送餐数量几乎是同事的两
倍， 蒋林被同事亲切地称为
“蒋大神”。
除了工作时间比较长 之
外，蒋林透露，要想业绩出众，
掌握一些小技巧很有必要，
“比如要熟悉餐厅位置、 知道
送餐的最近路线、乘坐电梯上
楼送餐时让电梯多上几楼以
便送完后正好能赶上下行电
梯等。”
吃饭问题是蒋林最为 头

痛的事，“饭点那段时间都会
特别忙，通常每天中午两三点
才能吃上中饭，经常忘记吃饭
也是常有的事。”
“当然， 每周还是会休息
一天， 主要是处理一些事情，
或者在家陪陪老婆孩子。”蒋
林是长沙县人，和老婆一起在
长沙工作，因为两人工作都很
忙，孩子只能放在老家由家人
照看。

月薪过万
正在攒钱准备买房
蒋林是一名退伍军人，
2016年加入饿了么成为一名
外卖小哥， 此前从事快递工
作。“主要是奔着薪资去的，送
外卖虽然辛苦，但可以多劳多
得，经济宽裕了，可以让家人
过得好一点。”蒋林坦言，他每
月的收入都超过1万元，“现在
正在攒钱买房。”
实际上，从事外卖配送一
年多来，蒋林没少遭遇困难和
委屈。“暴雨和酷暑天气时，订
单量通常会大增，但也特别考
验配送员。最辛苦的是2017年
夏天， 长沙地区遭遇暴雨，穿
着雨衣去送餐根本不管用，身
上没一处干的地方。平时一些
小区停电，爬上十几楼送餐也
是常有的事。”蒋林说，因为天
气、交通等原因，他也遭遇过
好几次送餐晚点被客户投诉
的情况，“很委屈， 但无可奈
何。不过，也有很多顾客的举
动让我感到温暖，他们会跟我
说‘辛苦了’，向我道谢，甚至
还有顾客会贴心地送给我水
果、饮料。”
“外卖送餐员的工作确实
不容易，希望大家多一份理解
和支持吧。”蒋林希望，2018年
他能继续保持激情努力工作，
争取蝉联“送餐状元”。
■记者 潘显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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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日，长沙市马王堆路，蒋林正在送外卖。

记者 潘显璇 摄

挺过15次化疗，完成骨髓移植，后续治疗却成难题
长沙11岁白血病女孩盼你拉一把：我想赶紧好起来，回学校读书
本报1月2日讯 一个11岁
女孩，坚强挺过15次化疗，等来
骨髓配型成功， 但家中已山穷
水尽。2018年元旦， 三湘都市
报记者接到了长沙市民陈先生
的求助电话， 他的女儿安琪被
诊断患有白血病， 刚在河北一
家医院做完骨髓移植手术，目
前正在隔离舱内观察治疗，后
续治疗需大笔费用， 希望爱心
人士给予帮助。

接受15次化疗
始终面带笑容
1月1日下午， 三湘都市报
记者通过微信视频见到了正在
隔离病房里的安琪， 已经剪去
了头发，嘴唇有脓肿。交谈中，
安琪有些腼腆， 但始终面带笑
容。
安琪爸爸陈先生介绍，
2017年4月10日， 正在长沙县
安沙镇时中小学上五年级的安
琪突然感到身体乏力， 并伴有
发烧的迹象， 本以为只是一个
普通的感冒， 家人便带着她到
附近医院治疗，当晚退了烧。次
日，安琪又出现了发烧、头晕、
四肢无力等症状， 接连几天不
退，反反复复好多次。因病情较
为严重， 家人赶紧带她到中南
大学湘雅医院就诊， 被诊断为
噬血细胞综合征， 经过一系列
地治疗，病情基本稳定。可是，9
月，安琪再次复发，被医院确诊
为 侵 袭 性 NK 细 胞 白 血 病 。 现
在， 安琪辗转到了河北一家医
院进行治疗。
翻看安琪的病历，从去年4
月至今， 她前后接受了15次化
疗。陈先生说，虽然每天要忍受
病痛的折磨， 但女儿依然坚强
乐观， 最大的希望就是能早点
回学校上课。“化疗很难受，但

是她很坚强、 很积极地配合治
疗。她说有很多事情想做，有句
话她念叨了很多次，‘爸爸，我
想赶紧好起来，回学校读书。’”

父母散尽家财
只望救回女儿
“安琪，老师和同学们都在
等你回来上课。”安琪的班主任
徐瑞奇老师告诉记者， 生病前
安琪不仅是班干部， 还是队干
部，表现十分优异，深受同学喜
欢， 但自去年5月份患病起，她
就没再来学校。
安琪的主治医生介绍，安
琪完成骨髓移植后， 只要后续
治疗跟上， 该病的治愈率可以
达到50%以上。 这个消息让陈
先生和妻子看到了希望， 可后
期排异和抗感染等预计100万
元左右的医疗费， 让夫妻俩感
到不知所措。“配型成功太不容
易了，如果因为钱的原因，后续
治疗跟不上，就前功尽弃了。”
“家里值钱的，货车、小车都
卖了。” 陈先生说， 夫妻俩白手起
家，在老家办了个小红砖场，攒下
一笔积蓄， 家中先后添置了货
车、小车，还有些存款，原本以为
可以过上好生活，没想到安琪突
然患上了白血病。从确诊白血病
至今，治疗费用已经花了60余万
元，其中家中存款、买车的钱共
20万，剩余部分都是他们向亲朋
好友借的。
“女儿一天要一万多元，为
了给女儿治病，我70多岁的父亲
还在种菜卖钱，希望大家帮帮我
的女儿。”说完，陈先生有些哽咽。
如果有爱心人士愿意伸出
援手帮助这个坚强的小女孩，
可以直接拨打陈先生电话：
13548568281。
■见习记者 杨洁规

株洲智轨列车
春节前后正式运营
本报1月2日讯 今日，三湘都
市报记者从株洲市公共交通项目
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获悉，
智轨列车株洲示范线一期正在进
行线路匹配测试， 预计在春节前
后正式运营， 届时市民可凭身份
证免费乘坐。
“目前， 项目的站场建设、设
备信号的安装调试工作， 正在有
条不紊地进行。”株洲市公交总公
司副总经理宋太松介绍， 现在已
认证完运转综合楼和维保场的建
设方案， 以及黄河路路口的拓宽
方案，即将进行招标和施工。
据了解， 株洲智轨示范线一
期线路为神农大道神农大剧院至
体育中心段，全长约3公里，全程
共设置4个中央岛式站台，布置于
道路中央， 上行线和下行线共用
车站，4个站台分别是神农大剧院
站、珠江北路站、黄河北路站、体
育中心站， 站点间距为600米至
800米，智轨示范线一期将有三辆
车运行。根据规划，智轨列车株洲
示范线二期工程也将在今年启动
建设，全长9公里，计划两年内完
成，形成“神农大道—衡山中路—
长江北路—长江南路”智轨环线，
并逐步推进智轨与常规公交、
BRT对接融合， 与磁浮车站实现
“零换乘”。
记者采访中得知， 去年11月
下旬， 位于新马金谷的智轨列车
生产基地日前已经竣工并完成验
收，即将开始进行批量生产，规划
产能为8列/月。而在12月中旬，广
东省韶关市公布智能轨道列车示
范线选线方案，提出将采用“株洲
造”智轨列车。■见习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刘引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