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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每天搬运120吨货物

再苦再累擦擦汗就过去了

记者来到山航货运部，见
到了身穿工作装的飞鹰班组
工作人员。想要从外表看出工
作人员的年龄有一定的难度，
每个人的肤色都是黝黑的，但
工作证件上的照片说明，他们
也曾经白皙过。他们手脚麻利
地装卸货物，大声打招呼时脸
上挂着朴实的笑容。四月晌
午，阳光暴晒，室外温度已经
达到 2 0多度，他们微眯着眼
睛，干劲十足，好像并不知道
疲倦。

山航货运部济南货站经
理张辉告诉记者，目前他管理
着济南货站共95个人，济南货
站的主力是79人的装卸队，主
要负责装卸、行李分拣和特车
司机三部分工作。飞鹰班组由
其中38人组成，平均年龄25岁
左右，班组长是吕长健，已经
在货运部工作了近20年。

吕长健来到山航货运部
时，刚满18岁。他给记者看的
证件照，怎么也看不出那个脸
色稚嫩、皮肤白皙的年轻小伙
子，就是面前这个皮肤黝黑的
粗糙汉子。也许是货运部的工
作强度太大、工作时间长，让
30多岁的他显得比实际年龄
沧桑许多。

“货物就是我们的乘客。
货运部的工作任务说出来简
单明了，但实际上每天都要面
对巨大的工作量，要坚持下来
并不容易。”张辉介绍，每天40

多个出港航班，40多个到港航
班，平均120吨货物、邮件、行
李的装卸、搬运工作，都要由
货运部轮班的工作人员完成。

5月份就要到了，货运旺
季也马上到来。“货运高峰期，
每天160吨货物，要好几个人
来回倒腾。这些货物并不是分
摊在工作人员身上的，而是每
个人都要负担160吨。”尤其是
到了夏天，机坪上温度能达到
5 0多度，毫无遮拦的炙热阳
光，往远处望去，停机坪上热
浪滚滚、热气腾腾。航班相继
落地，货运外场的弟兄们随即
投入到航班的保障中，特车司
机将拖盘拉至飞机下，装卸员
将拖盘推到飞机货舱下，当手
推暴晒的拖盘时，一阵儿烫
手。打开货舱门，货舱内一阵
热气袭来，十分闷热；货舱内

高度不足1 . 4米，装卸员以弯
着腰半蹲着的姿势装卸着货
物，汗水自脸颊淌下来，弟兄
们顺手一抹眼睛边的汗水，努
力重复着装卸货物的动作，将
行李、货物、邮件一件件卸到
拖盘上。30分钟不到，近6吨货
就可以装卸完毕。

货运员工只要轮班，就要
起早贪黑。天还不亮，5点多就
要到岗，下班时已经是凌晨，
通宵也是平常事。最近，货运
部装卸队的工作时间相对宽
松了很多，因为自4月8日起，
他们开始实行“上二休二”的
工作安排，而之前，这群人从
来没有连续休息过一整天。

张辉给记者讲了个“小故
事”，货运部原来有个小伙子
叫卢怀伟，家就在遥墙镇，有
一天，他的邻居跟他的父亲闲
聊：“你家的孩子在哪儿上班
啊，是不是外出打工了？平时
怎么见不着人。”卢怀伟的父
亲很是无奈，其实，卢怀伟的
家就在机场附近，只是早上不
到5点就出门，保障早航班货
物的安检收运，晚上保障完航
后回家时，已是凌晨一两点，
第二天白天又补觉，所以，邻
居就不容易见到他了。

记者采访当天，上午有14

个出港航班，吕长健说了没几
句话，紧接着就前往机坪干活
了。张辉看着他的背影感慨：

“我们这群兄弟是真不容易。”

用心对待每一件行李

拒绝“野蛮装卸”

据了解，整个民航业，乘
客对货物、行李托运的投诉
率，已经远远超过航班延误、
客舱服务等，达到40%多，高居

“榜首”。说到这里，张辉替货
运部兄弟们“叫屈”：“我们做
得虽然还不够好，但行李破
损、丢失并非只有在装卸环节
才会发生，乘客总把此事全部
归罪于航班所属航空公司货
运部，我们也只能在能力范围
内做到更用心。”

前不久，网上流传一个视
频，拍摄内容正是在机场内部
货运部员工的野蛮装卸行为。
乘客们的行李箱被粗暴地扔
到金属制的传送通道，每个行
李箱撞击传送通道的声音都
非常刺耳，不少人对此视频都
感到非常愤怒。

张辉告诉记者，他也看到

了这个视频，并为此专门和货
运部兄弟们开会，检讨自己是
否存在野蛮装卸的行为，并采
取了多项措施鼓励优质装卸。

由于民航旅客的登机环
节多，行李装卸次数多，责任
难界定，行李破损问题一直困
扰着民航货运人。为解决这一
顽症，山航济南货站对2014年
行李破损的数据进行了整理
和分析。通过分析对比发现，
目前使用的托盘是铁皮一块，
硬度大且表皮不平滑，非常容
易划伤行李，不利于行李运输
服务质量的提升。经过集思广
益，大家一致认为，如果加上
一层塑胶皮，效果肯定更好。

济南货站在彩虹汽车公
司的大力配合下，用了半个月
的时间完成了25个行李托盘
的改造。改造后的行李托盘，
有了塑胶层，覆盖了硬且有钝
角的铁板，具有了一定程度的
弹性。从运行的实际效果来
看，行李破损率大为降低，有
效提高了行李运输服务质量。

另外，货运部给每个员工
配备了随身携带的摄像监控，
只要有行李破损或者丢失，只
要一查监控，就可以责任到
人。“我们规定货运部员工在
搬运货物时，不能粗暴野蛮，
必须弯腰。”张辉介绍，装卸的
工作单调、辛苦，几乎每保障
完一个航班，汗水都要湿透衣
服。”必须弯腰“的规定给货运
部员工造成了极大的健康隐
患，目前，100%的货运部员工
腰部都有损伤，很多人出现了
腰肌劳损、脚部发麻的症状后
去医院诊治，却被告知并不能
根治，只能通过针灸、拔罐等
措施对疼痛进行缓解。

“我们这里有个22岁的小
伙子，因为干活累，腰不好，就
去村里的诊所针灸，看看周围
做针灸的都是老头老太，他也
挺不好意思，专挑中午没人的
时间去。我们都挺心酸的。”张
辉说。

本着对乘客托运行李及
客户运送货物的负责，飞鹰班
组也多次涌现拾金不昧的典
型事例，在卸机过程中，捡到
香烟、现金、手机等，立即上
报，交给行李查询，受到旅客
的多次肯定和赞扬。

减少人员流失

飞鹰班组拧成一股绳

张辉告诉记者，山航货
运部招人的标准很简单，就
是能吃苦、有责任心。“很多
人刚来的时候，都拍着胸脯
跟我保证，自己肯定能吃苦，
结果一天都坚持不了就走人
了。招1 0个人，能走9个。”张
辉无奈地说，近两年，他招了
300名新员工，如今只剩下30

人左右。
记者了解到，货运部济

南货站所有的员工，清一色
全是男性。张辉说，货运部很
多粗活重活，大都不适合女
性来做。

飞 鹰 班 组 的 邱 风 全 是
1 9 8 6年出生的，同样晒得黝
黑，他当兵复员后作为小时
工来到山航货运部，由于踏
实能干、表现出色，被领导主
动要求留下，从押运员到装
卸工，再到邮件收运、副班
长、班长，一步步走到今天，
并为飞鹰班组拿到了不少荣
誉。

邱风全提到，在货运部
长期工作，离不开家人的支
持。很多时候，他们下了班只
能瘫在床上，什么都不愿意
干，家人还会帮忙捶捶捏捏。

为了缓解人员流失率高
的问题，货运部想了不少办
法。张辉认为，只有将班组成
员们团结在一起，用人性化
的领导方式带领员工，培养
大家乐观主义的精神信念，
才能长久地留住人。

整个山航货运部包括飞
鹰班组，90%的员工都来自机
场附近的村庄，风格憨厚淳
朴。3 8人的飞鹰班组也算是
一支较大的队伍，带好班组
是需要智慧和能力的。班长
吕长健，副班长邱风全、张方
涛，工作时总是冲在最前面，
与 弟 兄 们 在 风 雨 中 一 起 装
卸，一起劳作，挥汗吃苦在一
起，大家拧成一股绳。三位班
长心里时刻想着班组的弟兄
们，酷暑时，班组使用班组活
动费用，保证西瓜的随时供
应；严寒时，班组申请保暖内
衣，为外场弟兄们抵御寒风。
新进了员工，班组会安排有
经验的老员工对新员工进行

“一对一”业务传授。每晚的
航班间隙，班长把大家聚在
一起，进行简短的班组会，讨
论当天的运行生产情况，班
长对运行事件进行点评，同
时进行奖惩。

山航货运部飞鹰班组：

““货货物物就就是是我我们们的的乘乘客客””

飞鹰班组员工推着像小山一样的行李走向机坪。

有力气，更有人品

2014年9月24日一大早，山东安
捷物流有限公司的郑师傅来到货运
部办公室，送来一面锦旗，上写“拾
金不昧，品德高尚”。

郑师傅一进门，就对货运部济
南货站装卸工赵全涛表示感谢，对
货运部的客户保障和服务引导表示
肯定和赞扬。

原来，9月20日凌晨1时许，货运
部济南货站装卸工赵全涛保障完当
天夜间最后一个航班。他走出机坪
隔离区，准备回家休息，在济南机场
宾馆楼后面一条没有路灯的路上，
隐约看到前面有3个纸箱，每隔二三
米散落在路上，走近一看，是香烟的
包装。看到货物包装，赵全涛认出，
这3箱货物就是他刚刚1小时前在
SC4900航班卸下的47箱香烟货物中
的。他意识到，应该是客户提货后不
慎在路上掉落的。3大箱香烟，他一
人拿不了，立即联系同事周风岭协
助在路边看着货，防止丢失。赵全涛
赶回仓库，联系王晓亮开拖车将货
物暂放在仓库，经王晓亮查看货物
包装及标签，辨认出此货为山东安
捷物流的货物，立即联系货主，山东
安捷物流公司当即回车将3箱香烟
取回。安捷物流郑师傅表示，这3箱
150条“兰州”牌香烟价值2万余元，
如丢失，损失极大。

让大家感慨的是，赵全涛家里
也开着小卖铺，销售香烟等商品。当
郑师傅对赵全涛表示感谢时，赵全
涛这个平时不善言语的粗壮汉子淳
朴地说道：“丢了货，客户会着急的。
捡到客户的货，还给客户，这是我们
应该做的。”

链接

在山航货运部，
有一群人整日默默
与货物打着交道。冬
天被冷风吹透，夏天
被烈日晒透，为了乘
客的行李、客户的货
物，他们兢兢业业地

“钉”在工作岗位上。
货运部飞鹰班组就
是这群人的中坚力
量 ，他 们 干 的 是 粗
活、累活，他们也会
抱怨，但更多时候，
他们都在尽心尽力
做好该做的事情。

货舱内高度不足1 . 4米，装卸员
以弯着腰半蹲的姿势装卸货物。

文/本报记者 杨万卿
片/通讯员 徐戴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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