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东四大街十字路口东南角紧邻地铁
口，有一栋三层小楼，4 个黄色大字“中国邮
政”在绿底衬托下显得格外引人注意。这里
就是北京东四邮政支局，一家拥有 110 年历
史的邮政局。

新中国成立以来，东四邮局经历 3 次搬
迁，但始终未离开东四南北大街一公里的范
围内。每次搬迁，都有很多居民找上门来“兴
师问罪”：“你们这是要搬哪去呀？别搬太远
啊！别让我们找不到……”

“我当时工作的东四邮局，就在那边不远
处，那时我才十几岁。”今年80多岁的东四邮
局老局长程文森指着马路对面的一排商铺
说。对于在东四邮局工作了24年的老员工，
这一带的环境，程老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

打破陈规

在东四邮局，经常能看到这样的场景：上
了年纪的老人带着老花镜，缓慢地办理着各
种业务，填单子、签字、数钱。而往往这时，邮
局工作人员都会非常耐心地为老人们解答各
种问题，或者亲自上手帮忙解决……

温馨的场景几乎每天都会在这里上演，
今天看来，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然而，
在上世纪50年代之前，老百姓要想寄封信可
难了！

这是怎么一回事？程文森的几句话道出
了其中原委：在解放前，邮局是衙门机关，邮
局工作人员称为“邮务佐”，有着“不能代用户
写字”等老规矩。那时，老百姓不识字是很普
遍的现象，想寄信只能在邮局门口花钱找专
门的“书信先生”代笔。

这种陈旧观念和做法显然与时代的发展
需要不相匹配，为此，东四邮局开展了一场

“为谁服务为谁劳动”的大讨论。最终大家一
致认为，是该打破这些老规矩了！

1958 年，东四邮局冲破思想的藩篱，在
全行业率先做到“从台后到台前”，为用户提
供服务。当时，有着22年中华邮政工作经历
的老“邮务佐”于洪泽，主动转变思想，带领大
家走出柜台为用户填写单据。

“东四邮局的做法，在那个年代算是巨大
突破。因为我们已经意识到，作为窗口行业，
我们不仅代表自己，更代表政府的形象。”程
文森说。

1958 年 6 月 2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
《大开方便之门》，赞扬东四邮局为用户服务
的理念，由此，全国服务行业掀起学习东四邮
局的热潮。

为了进一步适应社会需要，东四邮局突
破旧制度 80 多项 150 多条，只有用户想不
到，没有他们做不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邮
局最炙手可热的时期，邮递员们早晨 5 点到
邮局开始“早报早投”；营业厅里，长话、电报、
信件、包裹等业务种类繁多，经常是挤得水泄
不通，每一个营业员都忙得不可开交，营业时
间曾经一度延长到24点……

2016年1月21日，东四邮局迁入东四路
口东南角新址，并启用纪念迁入新址的邮资机
戳，上面刻着“传承亲情服务发展现代邮政”。

70年来，东四邮局秉承着“用户是亲人”
的服务理念，先后获得“全国文明单位”“全国
工人先锋号”等 80 余项荣誉称号，被誉为京
城邮政服务的“亲情驿站”、首都银街上的“亲
情信使”。

如今，很多来自地方邮政系统的同行，在
提起东四邮局时，都竖起大拇指赞誉：“东四邮
局的亲情服务标准，是中国邮政系统的典范！”

根植沃土

“刚来的时候，我很好奇，东四邮局的精
神如何代代传承？”和每一位刚参加工作的年
轻员工一样，“90后”的管香也有这样的困惑。

在东四邮局的三楼，有一间不大的房间，
里面记录着东四邮局的各种荣誉和历史。“参
观荣誉室是每一位新来员工的必修课。只有
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肩负起使命。东四邮局
的每一位老职工都是一个标兵、一个榜样，在

一代又一代东四人的齐心努力下，东四精神
不断散发出耀人的光芒。”东四邮局副局长霍
彦自豪地说。

“70后”陈兰颖是东四邮局局长助理，她
仍记得 1995 年刚工作时的情景：“上班第一
天就倍感压力，身边的同事随便一个就是劳
模、标兵，大家比着干，比着怎么能服务得更
好。我也被这种氛围所感染，时刻提醒自己
不能给东四邮局抹黑。”

刚开始工作时，陈兰颖发现自己总是笑
得不自然，即便每天回家反复练习也达不到
理想的效果。后来，她仔细观察赵文华师傅
的服务，发现她笑得特别亲切，是那种发自内
心的笑。于是，陈兰颖主动去请教。

“用户就是我们的朋友，为朋友服务是开
心的。”赵文华一语道破其中的奥秘。多年后
的今天，陈兰颖终于能够体会到只有发自内
心地想为客户服务的时候，才能流露出自然
的微笑。

在东四邮局，还有一种服务叫“不对用户
说不”。

“用户有什么要求，我们都要尽可能去解
决，当场实在解决不了的，记在本子上，利用
休息时间去处理。”全国劳模、东四邮局原副
局长沈智慧说。

有一次，一位老用户来东四邮局取稿费，
到后才发现已经过了取款时间，取款单早都
被退回了。

老人家着急了。正在值班的沈智慧看到
后，接过老人手里的单子说，“您别担心，这事
交给我吧”。

老人将信将疑地走后，沈智慧按照单子
上单位地址，查到电话，致电过去询问汇款单
目前退到了哪个环节。

对方听说他们是邮局的，很好奇地问：
“你们还管这事？”

“这是我们客户的事情，我们当然要管。”
“我们收到后，汇总一下再统一寄出。”
“您大概什么时间寄，我们到时候留意一

下。”
最终，在沈智慧的反复“关照”下，这笔汇

款顺利地交到了老人手中。
还有一次，一位外国友人火急火燎地赶

到东四邮局，拿出一个形状古怪的工艺品要

寄回美国。他说，自己已经去了很多家邮局，
人家都不敢给他寄，但同时也给他提了一个
建议：去东四邮局吧，那里没有寄不出去的
东西！

于是，小伙子慕名而来。沈智慧打量了
一下这个工艺品，毫不犹豫地说了句：“可以
寄。”她先用软布把工艺品一圈圈地包好，然
后用发泡机将其牢牢地包裹住，期间，发泡机
坏了，她就让同事骑车去附近邮局借。前后
忙活了近两个小时，总算把这个工艺品包装
好了。小伙子感谢万分，回到美国后，还专门
寄来了感谢信。

这一件件平凡却令人感动的故事，从东四
邮局员工嘴里说出来，语气平和，没有任何渲
染，就像在聊着家里家外的事。就是这些看似
平凡的小事，他们不声不响地坚持了60多年，
且甘之如饴。在生活快节奏、价值取向多元化
的今天，这样的执着与坚守，让人觉得弥足珍
贵。对于他们来说，“用户是亲人”并非只是好
听的口号，它已经融入东四邮局每一位员工的
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之中。

走出局门

“兹奶奶，在家吗？”一声清脆的“喊报”划
破了胡同的寂静，像往日一样，投递员刘小梅
来到老用户兹奶奶家送报纸。

“小梅每天送报纸都进屋来看看我，有时
候帮我做家务，还经常给我送些水果和蔬
菜。前段时间我后背肿起个大包，小梅每天
过来帮我按摩敲打，持续了半个多月，肿块才
慢慢消失。”兹奶奶说：“小梅就像我的亲闺女
一样，看见她我心里就踏实。”

“我父母远在山西老家，这个社区里的大
爷大妈待我像女儿一般，我更要像照顾父母
一样照顾好他们。”刘小梅说。

“东四邮局管辖的近9平方公里区域内，
有很多老旧四合院，尤其是北新桥地区，上年
纪的独居老人特别多，他们很渴望得到他人
的关心关爱。”东四邮局投递部主任霍守
纪说。

“60年前，东四邮局提出‘走出柜台’，经
过60年的历练，如今，东四邮局提出‘走出局
门’，进一步服务广大居民群众。这种新的跨
越也是履行‘人民邮政为人民’的初心和使
命，更加贴近百姓的需求。”东四邮局局长、党
支部书记孙义说。

2016年 12月，为提升城市邮政“最后一
公里”服务水平，东四邮局与辖区内九道湾社
区“共建”，打造了一条“爱心邮路”。

霍守纪告诉记者，“爱心邮路”给每位快
递员提出更高要求，即在入户服务的同时，还
要力所能及地帮助住户做一些事。同时，东
四邮局的员工们还利用重点节日和居民进行
联谊，开展为社区孤寡老人打扫卫生、阅读报
刊等爱心活动，定期为社区赠送邮政贺卡、图
书及报刊等，极大丰富了居民的精神生活。

“以前邮局的服务都是在营业厅、柜台
里，如今服务延伸到了社区，东四邮局真是把
我们当亲人。”九道湾社区党支部书记王淑梅
赞不绝口。

有了“爱心邮路”的成功经验，东四邮局
又主动接洽朝西社区，共建“共产党员邮路”，
在为社区用户提供方便快捷服务的同时，积
极开展党建活动，传递党的声音。

“时代在变，我们的服务思路也要与时俱
进。‘爱心邮路’及‘共产党员邮路’对我们持
续拓展服务领域、不断延伸服务触角大有裨
益。东四邮局的创新和传承在这样的发展历
程中得以体现。”孙义说。

紧跟时代

曾经有“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也曾
经有“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

书信，在过去作为人们传情达意、进行社
会交往的主要方式，使人在千里之外相知相
识如同面晤。

“20 多年前我刚工作那会儿，每天光信
件就有几百封。如今，一个局一年也不超过
1000封。”作为亲历者，霍守纪颇有感触。

时代在变，邮局也在变。纵观东四邮局
70年的变迁，其实也是一部完整的中国现代
邮政史。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为尽快统
一全国邮政，恢复邮政通信，短短一个月后，
国家就组建了邮电部。1950年 1月，又成立
了邮政总局。到1977年，新中国邮政事业获
得初步发展。

改革开放后，我国邮政建设规模空前加
大，邮件运输能力和邮件处理能力明显提
高，“老三样”（函件、电报、报刊）成为行业
主角。

“40 后”老师傅赵文华回忆说，那个年
代，老百姓之间通信往来主要是信件，着急的
事情才发电报。赵老记得很清楚，当时电报
业务在邮局最里端，墙上贴着各种电报样式，
柜台上还有电报纸的填写范例。

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电话渐入，电报
淡出，但是私人家里能装电话机的寥寥无几，
基本上老百姓打电话都要去邮局，俗称“长话
业务”。

“那会儿打个电话可费劲了，首先电话普
及率很低，一个小区域可能只有一部电话。
北京这边打长途，要经过几次人工转接。营
业员先拨叫北京地区长话局，然后挂掉电话
等待，北京长话局再联系外地长话局，再转接
具体接听地址。这一圈下来，最顺利也要半
个小时，如果赶上对方没人接，就只能等，有
时候打个电话两三天都联系不上。”赵文华回
忆说。

为了给用户节约时间，赵文华硬是将全
国各地包括 2000 多个县的长话代码全部背
下来，无论用户需要哪里的长途，不用翻本查
询，立马就可以拨过去。

李学颖也有同样的经历。她读书时读的
是邮电专业，这个专业分很高，而且淘汰率也
高，每次考试都要考上百个电报码，记性不好
的根本干不了这活。

时间步入 20 世纪 90 年代末，电话、传
真以及互联网业务快速普及，“邮”和“电”
的地位开始发生转变，电信业务即将进入

“黄金时代”。1998 年，中国邮政与中国电
信正式分营，国家开始减少对邮政普遍服
务的补贴，以刺激邮政部门向现代市场化
企业转变。

“‘铁饭碗’似乎一下子不那么牢靠了。”
李学颖回忆说，身边离职的人也开始多起
来。“我也有离开的机会。但是我没有走，是
因为对东四邮局的那份真切感情。”

市场瞬息万变，短短十几年时间，电报、
电话（长话、市话）业务相继退出了邮政窗口，
函件的主角也从“平安家书”变成今日的商业
信函为主。

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然而，传统的邮
政行业并没有坐以待毙，而是主动求变，跟紧
时代的步伐。邮政系统在保留传统邮寄包裹
外，还开办了特快专递、国际小包等业务，同
时加快电子商务领域的布局。

2007 年，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正式成立，
将原有邮政系统的储蓄、代发工资、养老金等
业务涵盖进去，并开展代理保险业务及办理
中小型企业贷款等金融服务。邮电事业的版
图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越来越大……

在此背景下，东四邮局积极拥抱互联网
时代，以“用户是亲人”的老品牌搭载互联网
新技术，申办东四邮局服务公众号，为用户提
供线上服务，让东四邮局成为用户身边“不打
烊”的邮局；进一步发挥营销员队伍作用，通
过组织综合型营销活动，拉近与用户的距离，
更好地满足用户多样化需求。

此外，东四邮局还成为全系统邮政智能
自助收寄终端试点单位。记者在东四邮局看
到，这款终端系统类似于顺丰的“丰巢”，可以
实现自主填单、称重、邮寄等。“未来这款终端
将走进各大邮局以及办公楼写字楼等，邮政
服务将在亲情的基础上更加智慧。”孙义对东
四邮局的未来充满期待，亦如每一位用户对
城市邮政服务的期待。

70年来，东四邮局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在“方便之门永开、亲情服务永驻”的精神指
引下，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自身的
奋斗目标，不断书写新的、更美的诗篇。

时 代 的 进 步 和 变

化，有时真的让人难以

预料。

李学颖刚参加工作

的时候，怎么也不会想

到，人们离不开的长

话、电报、书信业务，

会在短短十几年时间里

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她不会想到，曾经

门庭若市人山人海的邮

局，如今变得冷冷清

清，鲜有人光顾。

她 更 不 会 想 到 ，

“邮电”分家，被视为

“铁饭碗”的邮政业务

开始走下坡路，而不被

人们熟悉的电信业务却

发展得风起云涌……

在科学快速发展，

社会高速进步的今天，

我们身边经历了太多

“想不到”和“始料未

及”，有太多东西逐渐

远离了人们的视野，比

如粮票、缝纫机、打字

机、随身听、VCD 机

……但同时，也有更多

的新鲜事物走了进来，

将老百姓的生活点缀得

更加绚丽多彩。

在小小的东四邮局里，信函少了，邮包

多了；存折少了，储蓄卡多了；业务少了，

但是亲情多了。一代又一代的东四人把对用

户最真挚的感情化作平日里最朴素最体贴的

服务，把每一位用户真正当作自己的亲人，

把用户的事当成自家的事。

70 年斗转星移、物是人非。但是，东

四邮局对于用户的感情不仅没有被时间所淹

没，反而越来越浓厚。很多看似分外的工

作，在东四邮局员工眼里，都是理所应当做

的事情。“把用户当亲人”的工作理念，已

经融入每一位员工的血液里。我们相信，这

种情感，也会伴随着东四邮局的发展，一代

一代地传承下去。

北京东四邮政支局：

方便之门永开 亲情服务永驻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常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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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东四邮局冲破思想的藩篱，在全行业率先做到“从台后到台前”，为用户

提供服务。图为东四邮局老“邮务佐”于洪泽 （左一），主动转变思想，带领大家走出

柜台为用户填写单据。 （资料图片）

70年风雨兼程、薪火相传。北京东四邮局的领导换了一任又一任，员工换了一茬又一茬，但是东

四邮局服务社会、服务人民的信念和责任始终没有改变。作为中国邮政系统的一面旗帜，东四邮局

不仅见证了我国邮电事业的发展，更见证了中国经济的崛起与社会变迁。

老用户看到刘小梅（左），像亲人一样

拉着她不让她走。 本报记者 常 理摄

位于北京市东四大街十字路口东南角的东四邮政支局。 本报记者 常 理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