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7月18日

今日山航

编辑：廖雯颖

美编：罗强

星期一

组版：颜莉

人物

S03

山航客舱部青岛大队鲁雁乘务组：

“集美貌与才华于一身的女子”
山航客舱部青岛大队目前有800多名乘务员，其中鲁雁乘务组成员占乘务队伍总数的四分之一。前不久，记者采访了其中三位年轻的
姑娘，她们向记者讲述了自己平时工作中的各种际遇和感受。姑娘们看似柔弱，其实各有专长。从乘务长到头等舱乘务
务 员，再到普通舱乘
务员，在飞机上，她们是真正的“集美貌与才华于一身的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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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岁资深乘务长：
那些年遇到的可爱乘客
某次青岛飞郑州的航班检
票后，几位从没坐过飞机的旅
客匆忙往机舱跑，还互相提醒
对方：
“ 快找座位坐下，不然一
会儿没座啦！”
另一个航班上，一位阿姨
好奇地问王珊：
“ 为什么你的衣
服标牌和别人的不一样，是因
为你的年龄最大吗？你是不是
机长？”还有一位旅客非常腼腆
地请求乘务长：
“ 我是航空爱好
者，你能把胸牌送给我当纪念
品吗？”
这位乘务长还遇到过旅客
非要把随身携带的吃食赠送给
自己的经历，吃食包括崂山杏、
白 茶 、荔 枝 、杨 梅 、榴 莲 、周 黑
鸭……
一次航班延误，王珊认真
地为旅客解释原因，突然一位
旅客打断她说：
“ 山航正点率第
一，航班延误肯定是有原因的，
我们理解！”听到这话，王珊感
动得“差点泪奔”。
这些都是客舱部青岛大队
三中队乘务长王珊的经历，在
她心中，这些可爱的旅客是她
保持服务热情的动力。
王珊是鲁雁乘务组最早一
2008年来山航至今，她
批成员，
28岁已经是一名
已经飞了8年，
资深乘务长，她说：
“ 加入鲁雁
同年我成为一名乘务长，感觉
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一些，不仅
要照顾旅客，还要兼顾机长和
组员。”
在刚成为乘务长时，王珊
曾帮助过一位遭遇航班延误四
个半小时的转机旅客，这位旅
客也给了她最深的鼓励，让她
感慨至今。在青岛飞上海的航
班上，旅客孙先生向王珊抱怨，

自己本应在上海转机乘坐厦航
航班继续飞往厦门，但由于山
航航班延误，转机时间极为紧
张，航班落地时间与转机航班
起飞时间相差无几。趁着飞机
未起飞，王珊抓紧时间联系了
上海的同事，给孙先生安排提
前出行李、换出登机牌，最终因
为各环节都节约了时间，原本
不抱希望的孙先生最终赶上了
转机航班，为此他激动地发短
信给王珊：
“ 是您让我感受到至
善至美至真的服务，谢谢。”从
此，王珊每每回味这“至善至美
至真”的评价，都会被激发无穷
的动力与热情。
王珊用星座来描述自己的
性格：
“我是一个标准的处女
座，处处要求完美，对组内乘务
员从来都言传身教，更以身作
则。”在王珊心中，乘务工作需
要由内而外的细致，很多新乘
务员之所以存在与旅客的沟通
问题，就是因为不够重视细节。
她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飞机
上的毛毯、枕头数量有限，经常
在全部发放完后，还会有很多
旅客向乘务员索要。很多新乘
务 员 会 直 接 告 诉 旅 客“ 没 有
了”，这时候王珊就会亲自安抚
旅客：
“ 我们马上调整客舱的温
度，您再感受一下，待会儿肯定
就不会这么冷了。”在她的言传
身教下，组内每个乘务员都像
照顾家人一样照顾旅客的感
受，让旅客在飞机上也感受到
家的温暖。

小身板有大能量：
靠“偷师”升到头等舱
周姿莹瘦瘦小小的身材，
每当航班落地，她都要负责打
开舱门。舱门笨重，为了维持优
雅的形象，空乘打开舱门时必
须“举重若轻”。很多旅客都啧
啧感叹：小姑娘看着“干巴巴”
的，还怪有力气呢！只有周姿莹

知道，为了看上去轻松地打开
舱门，她必须提前深吸一口气，
把所有劲儿都用上，绷住身体
憋住了气，最后整个开舱门过
程才能一气呵成。
现在的周姿莹是山航客舱
部青岛大队鲁雁乘务组的一
员，也是一名头等舱乘务员。想
起刚进入山航那会儿，她笑称
自己上演了很多电视剧里都有
的狗血戏码：
“ 明明是陪同学来
面试山航的空勤，同学被刷掉
了，自己却被选中了。”家里人
都觉得孩子争气，她却很迷茫。
原来，她的专业是动画设计，之
前从没想过、更没有接触过与
空乘相关的东西。
初来山航第一年，过得可
谓平淡无奇。周姿莹感觉自己
“才华被埋没了”，一直在后舱
(普通舱)服务的她，开始了“偷
学技巧”的成长过程。每当暂时
不忙碌时，她就盯着乘务长，看
她们怎样与旅客沟通，怎样解
决应急问题，一遍遍地在脑子
里模仿示范。
可能有人会问，当乘务员
还要学？无外乎念念乘机须知、
发发饮料和餐食、提醒大家关
手机系安全带……其实不然，
周姿莹说，后舱的服务重点是
做好本职工作，让旅客愉快乘
机。但想要当一名头等舱乘务
员，就要让旅客认可自己的服
务，下次还要再坐山航飞机。让
旅客满意并不难，让旅客记住
却不简单，没有点真本事根本
无法给旅客留下深刻印象。
她举了个例子。有一次，一
位头等舱旅客不接受飞机上提
供的任何饮品，而是拿出来自
己带的茶叶，问周姿莹会不会
泡。周姿莹接过茶叶，观察认出
是铁观音，这茶必须用沸水冲
泡，而且不能久泡，可是在飞机
上，水的沸点相对较低，无法达
到那么高的温度。周姿莹只能
抓紧时间用最热的水来帮这位

旅客泡茶，20 秒内就让旅客喝
到了第一泡茶。旅客有点惊讶
地看着周姿莹说：
“ 不错呀小姑
娘，没想到你还挺会泡茶的，不
像之前有人把我的茶叶泡成了
茶汤。”事后，周姿莹很庆幸自
己在家偶尔也学了些泡茶的知
识，
“ 不过就算当时我真的不会
泡这茶，我也会先请教清楚再
去冲泡的。”
凭着虚心、上进的态度，头
一年表现“平庸”的周姿莹成为
一匹黑马，得到了越来越多同
事和旅客的认可，并顺利进入
了鲁雁乘务组，成为一名头等
舱乘务员。她对自己的工作非
常上心，采访当天是她去民政
局领结婚证的日子，但她谈起
工作的认真劲儿，让人禁不住
怀疑下一秒她会不会就忘记领
证这件大事儿。

90后电视台编导转行：
“干活虽多不后悔”
王静是个典型的“90后”青
岛小嫚儿，她曾在成都一所大
学学习广播电视编导专业，那
时往返学校和家乡青岛，她无
一例外都乘坐山航的航班。
2014 年毕业后回到青岛，在某
知名电视台做了一名媒体人。
2015 年她辞职转行，成为山航
的一名乘务员，从第一次飞行
至今未满一年。英文水平的突
出让她在航班上能与外国乘客
顺畅交流，也因此与鲁雁结缘。
此外，她还曾参加山航英孚英
语达人秀并获得名次。
不理解她的人还真不少，
大家都说，在电视台工作多光
鲜啊，为啥偏偏选择起早贪黑
地飞来飞去？也有人断定这个
小姑娘肯定会后悔：说到底乘
务员也就是个比较高端的服务
行业，总不比媒体人轻松吧？
对此，王静只说了一句话：
“自己选择的路是不会感觉累

的。”她的年纪不大，在家里受
尽宠爱，甚至连家务活也不怎
么会干。想起刚开始飞时，她被
老乘务评价“眼里没活儿”，飞
了几趟航班，她感觉自己前二
十几年没干的活儿全在飞机上
干了。但她依然坚持，从不后悔
当初的选择。
如今陪伴王静坚持自己选
择的，还有她的父母和同事。每
次凌晨落地回家，妈妈都会为
她准备好水果和饭菜。每个没
有飞行任务的清晨，她能感觉
到父母起床后的小心翼翼。
“家
是我坚强的后盾。”这个年轻的
姑娘说，自从成为一名乘务员，
家人再也没叨唠着让她干一点
家务活。而从不怯场、性格活泼
的她也结识了很多好朋友，姑
娘们一起工作、聊家常，互相交
流乘务经验，虽然偶尔也会抱
怨劳累，但每个人口中说着“不
后悔”，让她更坚定了做一名优
秀乘务员的想法。
作为半路出家的乘务员，
王静刚到山航时几乎不认识任
何人。
“ 幸好我有一个非常负责
任的带飞师父高崇馨，从工作
到生活，有些问题我甚至不愿
意跟家人说，却会先找她沟通
解决。”她还记得自己作为一名
新乘务员曾被派往厦门驻外四
天时，连续三天都被当班乘务
长指出很多意见，心里又急又
怕，始终不明白为什么做得不
好。她把这件事告诉了师父，高
崇馨指出她的服务缺陷后，不
忘给她加油鼓气，让她坦然认
识到自己的缺点，更加努力。
随着工作慢慢上手，王静
也变得日益成熟，从“眼里没活
儿”的新人变成了一个不折不
扣的“女汉子”。她开玩笑似的
告诉记者：
“ 乘务工作要求我们
必须成为全能型人才，在飞机
上可以端水送饭，回到家也可
以拧灯泡、修马桶，简单急救更
是必备技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