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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摘

寒水

人们的日常生活早已离不开快
递。今年 4 月，国家邮政局发布的
《2018 年中国快递发展指数报告》显
示，2018年全国快递业务量达到507.1
亿件，比上年增长26.6%，预计2019年
快递业务量将超过600亿件。

当快递业进入爆发式发展阶段，
如何让快递更“快”？

“黑科技”层出不穷
一辆装满快递的无人车正在行

驶，一路上，它能够感知周围环境，对
行人、车辆等各类动态、静态障碍物进
行避让，完成从驿站到智能柜的快递
接驳运输。

这并非设想中的场景。今年3月，
由阿里巴巴旗下物流平台菜鸟网络自
主研发的新能源快递无人车，在河北
雄安市民服务中心投入使用。据介
绍，该无人车一次最多可以装载200
多个小型包裹。这正是当下智慧物流
的一个缩影。

事实上，改变正发生在快递配送
的各个环节。

在苏宁无人仓库里，自动导引运
输车机器人可以承重800公斤的货物
行走自如。商品的拣选不再是人围着
货架跑，而是等着机器人驮着货架

“跑”过来。在京东无人配送站，无人
机将货物自动卸下，货物将在内部实
现自动中转分发，从入库、包装到分
拣、装车全部由机器人完成。菜鸟快
递智能柜、蜂巢智能快递柜等引入“刷
脸”功能，通过人脸识别技术，消费者
只需站在快递柜“刷脸”，即可完成取
件或寄件。在家门口，收包裹“神器”
菜鸟小盒自带摄像头，还支持手机一
键开盒、远程操作、容量自由伸缩。

日前，以“数字化再加速”为主题
的2019全球智慧物流峰会在浙江杭
州举行。快递行业的一些最新“黑科
技”集体亮相，令人惊叹：菜鸟AI(人工
智能)空间改变了“人找包裹”的传统方
式，刷脸后，包裹自动送到面前，更加
贴心方便。菜鸟智慧仓实现了仓储、
调度、搬运的全链条无人化操作。动
力球分拣线展现了快递分拣新技术，
占地面积小，效率更高。“机械外骨骼”
通过人体仿生学等技术，助力快递员
搬运重物。

“数字化”驱动发展
在人们的印象里，快递业是一个

劳动密集型产业。事实上，随着近年
来数字化浪潮来袭，各行各业都在颠
覆传统的路上大步前行，快递业也不
例外。面对已经到来的大量包裹常态
化时代，各家快递企业纷纷加大对科
技的投入，通过数字化转型和技术创
新降本增效，加快从“汗水型”向“智慧
型”转变。

《2018年中国快递发展指数报告》
显示，2018 年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
814.5，同比提高23.6%，行业加速进入
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快递业务量规
模连续5年稳居世界第一，占全球快递
包裹市场一半以上。

“快递业不仅在‘长块头’，也在
‘长肌肉’，正从规模驱动转向技术驱

动。”在2019全球智慧物流峰会开幕
式上，交通运输部原副部长、中国快递
协会会长高宏峰表示，数字化技术正
在推动物流行业升级，每天1.8亿包裹
更加依赖技术。他举例说，小小的电
子面单，5年来服务了近 800 亿个包
裹，节约资金160亿元，节约纸张3200
亿张，它代表科技进步的力量。

从手写地址到电子面单，从人工
分拣到自动化流水线——全国24小
时、全球72小时的新物流时代正在走
来。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快递的服务质
量和运行效率，成为各大快递企业争
抢的新高地。

阿里巴巴集团CEO、菜鸟网络董
事长张勇在畅想智慧物流前景时说：

“未来的物流一定是从数字化到数智
化，数智世界将是我们共同面临的时
代。数字化是智慧物流的初心和基
石。”

“拼服务”仍是重头
随着快递业的不断发展和壮大，

人们对其服务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
高。作为服务行业，快递业的数字化
之路应以不断提升用户体验为目标和
追求。

国家邮政局发布的通告显示，
2019 年第一季度用户快递服务公众
满意度得分为 77.6 分，同比基本持
平。快递服务全程时限为 61.54 小

时，同比缩短 8.46 小时。72 小时准
时率为72.63%，同比提高7.93个百分
点。

快递签收的方便和快捷，只是快
递企业服务质量的一个方面。未来，
提升消费者的体验依然有很大的空
间。对于消费者来说，是不是“黑科
技”并不重要，能不能从中得到便宜、
便捷、安全、高效的服务才是快递企业
能否生存的关键。如何将技术与商
业、用户体验有效结合，是快递企业面
临的一大挑战。

当前，在利用科技降本增效的同
时，快递企业也愈发重视技术对于信
息安全和用户隐私保护的作用。多
家快递企业已陆续推出隐藏寄收件
人全名、部分电话号码等个人信息的

“隐私面单”。收送件时，快递员需要
通过扫描，才能获得完整配送信息。
顺丰还设立了数据安全负责人，通过
基础信息安全及大数据安全、区块链
等相关技术，切实保障数据的安全运
行。

“物流的科技化、互联网化是未来
发展的大趋势。”高宏峰认为，下一步
快递行业还要协同产业及供应链，在
倡导公民贯彻规划标准、应用科技产
品、健全配套政策、落实监督管理等方
面开展创新工作。

人民日报海外版

数字化让快递更“快”了

机器人配送、刷脸取件

1934年 10月 16日，中央红军从
江西于都出发，至1935年新年的两个
多月里，跋山涉水，英勇战斗，连续突破
国民党军队四道封锁线。

在寻访红军长征起始阶段的征程
中，记者感动于红军壮烈的牺牲故事，
感奋于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精神气概；
强烈感受到，红军长征何以取得最后胜
利。

顾全大局，不畏牺牲
红军战略转移先遣队的出发，比中

央红军还要早两个月。
1934 年 8 月，红六军团 9700 余

人，由江西遂川的横石和新江口出发，
突破国民党军多道封锁，来到湖南郴州
市桂东县寨前镇，在这里誓师西征，为
中央红军长征起到了侦察、探路的先遣
队作用。

桂 东 县 党 史 专 家 罗 健 东 说 ：
“探路的队伍是冒着很大风险的，
要讲大局、讲纪律，要有不畏牺牲
的精神。”

中央红军长征后，红二、六军团在
湘西发动攻势，调动和牵制了敌人11
个师又2个旅的兵力，打乱了蒋介石的
作战部署，有力配合了中央红军在湘黔
的行动。后来，红二、六军团在湖南桑
植县出发，挥师北上长征，后编为红二
方面军，实现了红军三大主力的胜利会
师。

记者在桑植县看到，昔日红二、
六军团长征出发地旧址已修缮一
新。当地各级党员干部，正为夺取
脱贫攻坚的最后胜利而奋战。县扶
贫办主任熊基林说：“我们发扬的，
正是红军舍小我为大我的牺牲精
神。”

勇于胜利，突破封锁
为围堵中央红军，国民党军在红

军前进的路途上重兵设置了四道封
锁线。

10月21日，红军各军团突围后与
敌军发生战斗。25岁的红三军团四师
师长洪超献出了生命。他是中央红军
长征路上牺牲的第一个师长。至27
日，红军所有部队渡过桃江，胜利突破
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

11月11日，在湖南汝城县官亨瑶
族村延寿河畔，发生了突破第二道封锁
线最激烈的战斗之一。88岁的官亨瑶
族村老人胡共海回忆：“延寿河的水都
被血染红了。”

湖南宜章县是85年前中央红军长
征中打下的第一座县城，这里保留着红
军突破国民党军第三道封锁线的指挥
部旧址。攻打县城前，宜章的党组织和
游击队便配合红军捣毁了国民党设在
县境内的一批碉堡，并帮助红军修战
壕、搬炮弹；战斗打响后，又全力照顾红
军伤病员。

“战争，不仅是军队的拼杀，还是人
心向背的较量。”宜章县委党史研究室

副主任谢水军表示，紧紧依靠人民，是
红军长征、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的法
宝。

1934年底，突破第四道封锁线的
湘江战役打响，这是红军长征出发以来
最壮烈的一仗，也是关系红军生死存亡
的关键一仗。9天血战，红军广大指战
员拼死突破，表现了无比壮烈的献身精
神。湘江战役粉碎了国民党军在湘江
以东围歼红军的图谋，保全了党中央和
红军主力。

湘江之战中，担任总后卫任务的
红五军团第 34师被阻于湘江东岸，
师长陈树湘身负重伤，不幸在湖南道
县被俘，他用手从腹部伤口处绞断肠
子，壮烈牺牲，年仅 29岁，用生命捍
卫了“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坚
强信念。

谢水军深有感触地说：“伟大事业
必须进行伟大斗争。红军勇于突破、勇
于胜利、勇于牺牲的精神，值得我们继
承发扬。”

广西灌阳县是陈树湘曾经战斗
过的地方。灌阳县史志办主任史秋
莹认为，红军为什么不怕牺牲？是
因为他们对革命有必胜信念。“这种
英雄气概、坚定信仰激励着今天的
我们。”

实事求是，勇于担当
湘江战役结束后，中央红军由长征

出发时的8.6万人，减少到3万余人。
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见证了红军在
严峻生死关头面临的抉择。正是在通
道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红军必须西进
贵州，甩掉强敌，避实就虚，寻求机动的
主张。

这就是红军长征中著名的“通道转
兵”。红军长征史研究专家胡群松认
为，“通道转兵”是一项实事求是的决
策，“只有真正负起责任，勇于担当，积
极作为，才能夺取胜利。”

红军进入贵州后，于 12 月 18 日
在黎平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否
定了博古、李德的错误战略方针，采
纳了毛泽东的灵活机动的战术思
想。1935年 1月1日，中共中央在贵
州瓮安县猴场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
再次否定了博古、李德的错误主张，
重申了黎平会议的决定，决定抢渡乌
江，攻占遵义。

党史专家认为，从通道会议到黎
平会议、猴场会议，再到遵义会议，构
成了党的历史发生第一次伟大转折
的链条。中国革命终于开辟出新的
局面。

“红军坚定的理想信念，对党和人
民的绝对忠诚，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对
真理的不懈追求，值得我们今天深入学
习，大力弘扬，去夺取新时代伟大斗争
的胜利。”湖南省委党史研究院征集研
究处处长桂新秋说。

新华网

——解读红军长征壮烈“起步”

革命理想高于天

记者从公安部交管局获悉：截至
2019年6月，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3.4
亿辆，其中汽车2.5亿辆；全国66个城
市汽车保有量超过100万辆，北京、成
都等11个城市超过300万辆。

据统计，截至6月，全国汽车保有
量 达 2.5 亿 辆 ，占 机 动 车 总 量 的
74.58%，其中私家车（以个人名义登记
的小型载客汽车和微型载客汽车）保有
量达1.98亿辆。2019年上半年汽车新
注册登记1242万辆，与去年同期相比，
减少139万辆。

截至6月，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
达344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7%，与
去年年底相比，增加 83 万辆，增长

31.87%；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145万
辆，增长72.85%。其中，纯电动汽车保
有量281万辆，占新能源汽车总量的
81.74%。

此外，汽车转移登记业务量也持续
增长，二手车交易市场活跃。2019年
上半年，全国共办理汽车转移登记
1166万笔，占机动车转移登记业务总
数的 97.4%，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
144万笔，增长14.14%，呈持续增长趋
势。2019年上半年二手车和新车登记
比例达0.94∶1，较去年同期0.74∶1的
比例明显提高，反映出二手车交易市场
日益活跃。

人民网

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三点四亿辆
新能源汽车同比增长超七成

中国铁塔昨天披露，北京大兴国际
机场移动通信基础设施已正式完工，飞
行区内设有93处通讯基站，机场周边
重要交通道路已建成基站95个。大兴
机场通讯系统初步设计能支持约10万
人同时在线，不会出现网络拥堵或卡顿
问题。

机场密集的人流是通信覆盖的重
点和难点，运营商对大兴机场、京雄
高铁、新机场高速、机场北线等地的
基站建设需求量大，交付时限要求
高，沿线其他行业用户潜在需求也较
多。在飞行区，中国铁塔利用机场内
93处高杆灯以及建筑物资源建设基
站，在航站楼内采用新型室内覆盖技
术支撑电信企业的信号覆盖；在机场
周边重要交通道路建成宏基站 95
个，其中94个基站是由2家电信企业

共享，41个基站更是同时做到了由3
家共享。相比各家电信企业单独建
设基站，这足足节约了65%以上的投
资。

记者同时从北京移动获悉，北京
移动已率先进驻大兴机场，并已在其
航站楼实现了 20 个重点区域的 4G
和 5G信号覆盖，助力大兴机场成为
5G空港。

目前，北京移动在大兴机场的5G
网络建设方面，已经创新性地规划了一
张光缆网，能够统一承载无线网、业务
网和传送网的各种需求，飞行区也有
30个高杆宏基站完成建设。眼下，北
京移动在大兴机场日均移动网络数据
流量超10TB，日均活跃用户数更是达
到了6万人。

北京日报

北京大兴机场：10万人同上5G不卡顿

7月7日，游客在湖北省宣恩县万寨乡伍家台村的有机茶园里观光游玩。小暑时节，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宣
恩县以伍家台村为中心的数万亩茶园里游客络绎不绝。人们到此观光游玩，体验传统茶文化。 宋 文 摄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
施行已有一周，记者7月7日从上海城
管执法部门获悉，截至7月6日，上海
市城管执法部门共出动执法人员
17800 人次，共开展执法检查 9600
次。其中，分类投放环节共检查居住
区、宾馆、商场、医院、园区等单位1.28
万家次，个人8253人次，共教育劝阻
相对人6704起(其中单位3456起、个
人 3248 起)，责令当场或限期整改
3367起(其中单位2552起、个人815

起)。
期间，城管执法部门共依法查处

各类生活垃圾分类案件 190 起，其
中，立案对个人处以罚款15起。190
起案件从具体案由来看，相关管理责
任人未设置分类容器而被查处的案
件占到了总数的62.1%，未分类投放
的案件占35.8%，其余为违规收运类
案件。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共依法查处
各类生活垃圾分类案件190起，其中

针对个人的案件有15起。也就是说，
上海6天内已开出190张罚单，平均每
天32张。

截至7月6日，全市城管执法部门
还检查了生活垃圾收集、运输企业
138 家次，对存在混合运输、遗撒滴
漏、标识不清等违规行为的4家企业
进行了立案查处。此后，还将持续对
全市 230家生活垃圾收运企业进行
全覆盖执法检查，避免出现混装混运
等违法现象。 中国新闻网

上海垃圾分类正式实施一周 城管开出罚单190张

垃圾分类已经全面推开，沪上人
民更是迎来了“史上最严条例”。但是
不要被铺天盖地的“垃圾分类详解图”
吓到，让我们来看看一对上海老夫妇
是如何分类的。

哼着“上海滩”学分类
用小程序查垃圾种类
朱慧玲、柏兆年夫妇住在宝山区

高境镇殷高路21弄小区，60多岁的老
两口，从2017年开始学着垃圾分类，
如今已经得心应手。

柏兆年从部队转业，用朱阿姨的
话讲，“平时话不多”，仍保留着军人的
那份豪气，就连学习垃圾分类，听的都
是“上海滩”的曲调。“纸巾，干垃圾，不
管多湿它都是干垃圾；瓜子皮，湿垃
圾，不管多干它都是湿垃圾。猪能吃
的，是湿垃圾，易腐烂的能够粉碎的；
猪不吃的，你不懂的，只要无害统统丢
干垃圾……”

柏兆年说，这种有意思的短视频

存在手机里，平时拿出来放一放，听多
了，对垃圾分类就有了概念。

朱慧玲还展示了一个微信小程序
“垃圾分类小助理”，能查询常见垃圾
的种类。输入“面膜”显示是干垃圾；
输入“奶茶”，显示“珍珠是湿垃圾，奶
茶杯和塑料盖都是干垃圾”。

垃圾分类不能急
“从粗到细”慢慢来
垃圾分类是一个从粗到细的过

程。朱阿姨介绍，刚开始学分类的时
候，生活中常见的垃圾大概分明白就
可以了，比如“能吃的就是湿垃圾，不
能吃的就是干垃圾。塑料瓶、金属、报
纸都能回收，而过期的药品、坏掉的灯
管、充电电池就是有害垃圾”。

朱阿姨家里面积不大，50多平方
米的空间内放置了两个垃圾桶：干垃
圾桶放在客厅，湿垃圾桶放在厨房。
从早上到下午，朱阿姨细数家里产生
的垃圾：“早上喝了一盒低糖的统一绿

茶，包装扔在了干垃圾桶；还有一些餐
巾纸、碎纸头、不能用的塑料袋。”“湿
垃圾桶里是香蕉皮、桃子皮、中午吃剩
的虾壳、鱼骨头、摘除的菜叶子。”

担起“楼组长”责任
发挥“志愿者”余热
随着“定时定点”投放制度在上海

广泛推进，朱阿姨作为“楼组长”，经常
与楼栋的20多户居民走动，这次拿着

“定时定点告知书”，敲开了大家的门。
“开始有几户居民不愿意分，嫌麻

烦，或者不相信能分好。”朱阿姨说，
“我就跟他们讲分类的重要性。”

靠着这种熟悉的邻里关系，几户
居民态度软化，愿意试着做分类，并在

“告知书”上签了字。
朱阿姨夫妇俩更是主动申请做了

志愿者。“垃圾分类是一件好事，更是
一件难事，希望能发挥‘余热’，多尽一
份力。”

新华社

哼着“上海滩”学分类

出生于1990年的史静耸，29年的
人生一直过得非常平静。从很小就喜
欢动物，到最终进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
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读博士，他平静而
满足地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

直到一周前，一面寄到研究所的锦
旗及一封感谢信，让史静耸平静的生活
起了一小片涟漪。锦旗和感谢信来自
陕西咸阳一对夫妇，他们在信中感谢史
静耸救助了自己被剧毒蛇咬伤的儿子。

事情发生在6月2日。那天晚上，
史静耸正在研究所加班写文章。23时，
他突然收到一位朋友转来的朋友圈信
息：陕西有人被蛇咬伤。

史静耸马上与患者取得联系，分辨
出咬人的是号称中国第一毒蛇的银环
蛇。“这是中国境内最危险的毒蛇。”史
静耸说，被银环蛇咬伤后，“不治疗的
话，死亡率几乎百分之百，抢救最佳时
间只有几个小时。”

虽然史静耸马上提供了抗蛇毒血
清生产厂家和当地能找到血清的医院
的信息，但是当时已经是深夜，患者家
属根本无法联系到这些专业机构。史
静耸马上决定自己在北京的医院帮助
寻找血清。

6月3日凌晨两点，史静耸打车来
到北京一家专业治疗毒蛇咬伤的医
院。“这家医院还真有一支抗银环蛇的
血清。”史静耸说，不过，血清属于特殊
药品，按照院方规定，医院不可能在没
有看到患者的情况下，就把血清随便交
给一个陌生人。于是，史静耸又连夜与
患者所在的陕西那家医院联系，在两边
医院进行了充分沟通后，史静耸成功地
购买到了这支救命的抗蛇毒血清。

有了血清，接下来就是尽快送到患者
手中。“这时已接近早晨6点了，任何方式
都没有我直接坐飞机送过去更快。”史静
耸说，“救命最重要。”他立刻向导师请了
个假，直接从医院叫了出租车，捧着同学
熊武阳送来的冰袋和保鲜盒去了机场。

但不巧的是，当天上午飞往西安的机
票几乎售罄，史静耸费了好大力气，才抢
到一张上午10点多飞往西安的飞机票。

在找机票的同时，史静耸根据自己
多年的经验判断，一支血清可能不足够
救命，于是，他又让师弟齐硕帮忙远程
指导患者家属联系血清制药厂，就近调
动分部库存。

6月3日12时，4支血清送到了患
者面前。这个时候史静耸又结合自己
多年研究蛇类过程中积累的知识和经
验，与当地医院医生共同研究救人方
案。终于，血清注入了患者体内。史静
耸一颗悬着的心放下了。6月 4日上
午，患者生命体征趋于稳定并恢复意
识。15时，史静耸坐上了回程的火车。

完成了这件“大事”，就迎来了端午
小长假，“假期结束后，我自然而然恢复
到原来的生活中，根本没有想到患者会
送锦旗、写感谢信。”史静耸说。

在史静耸看来，救人这件事只是自
己生命中一个“高光时刻”，但是，这种
时刻总是会“一闪而过”的，真正支撑自
己人生的依然是自己的研究。他现在
最关心也最着急的事情是：尽快再写出
几篇漂亮的论文，顺利地毕业并找到一
份仍然能继续从事研究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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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抢”血清到“抢”机票
90后史静耸用40小时跑赢死神

湖北恩施：山区茶园引游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