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小燕

“命运曾把我击倒，但它永远无法把我击败。那么少

年你呢，你要止步于此了吗？”这段文字出自清华大学博士

生莫明墉发布的短视频。该视频中，莫明墉身穿外卖服，

手持学生证，站在清华园门口，满脸洋溢着青春的气息。

视频发布后，短时间内就获得了超过 185 万的点赞

量，有网友赞美他用行动诠释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然而，也有人指责他这是在卖惨赚流量。

莫明墉不得不对此进行回应，一段起伏的人生往事

才被揭开。原来，送外卖发生在他考上博士前。由于创

业失败后负债上百万元，莫明墉于 2021年底注册成外卖

骑手来凑学费，缓解经济困难。

“不是清华的人去送外卖，而是送外卖的人上了清

华。”正如莫明墉反复强调的，这段故事的重点应该是他

为何送外卖，而不是学历这个标签。大多数人没来得及

了解事情真相，仅凭着“学历+外卖”的组合，就敏感地质

疑甚至指责他浪费学历、卖惨作秀，这何尝不是在自己心

中为劳动划分了三六九等。

实际上，莫明墉不仅有清华博士的学历背景，还毕业

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在窘迫时期，他不仅送过外卖，也

在网上卖过英语课。

应该看到，送外卖是这位创业失败的年轻人度过人

生低谷的一种方式。遇到困难，他没有气馁、没有逃避，

凭借自己的能力和毅力，想方设法地履约偿还债务，仍不

放弃提升自己的学历。这段故事中闪光的，是莫明墉励

志的人生态度。

这种态度，在年轻人身上并不鲜见。

河南郑州，26 岁的高帅旗在考研期间遭遇家人患

病，为了撑起家庭重担和自己的梦想，他一边送外卖一边

复习，终于收到研究生录取通知书；浙江丽水，18岁女孩

徐卓羽高考后兼职送外卖体会到了赚钱的辛苦，直言自

己变黑了也变“小气”了……

对这些“学历+外卖”故事中的主人公而言，送外卖

除了可以获得经济收入，也带有更多个人色彩：有人将它

作为精神支撑，有人将它作为“救命稻草”，有人将它作为

劳动体验……他们的目的和出发点可能各不相同，但应

该看到，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其他选择，更不意味着他

们在这个岗位上就是对学历的浪费。

送外卖无非是一份工作，能够将这份工作做好，得到

他人的认可，并体会到劳动带来的快乐与踏实，又何尝不

是一种收获？即使未来转投其他行业，过往的经历又何

尝不是一种人生的沉淀与精神的滋养？从这个意义上

说，学历不是限制他们的桎梏、刺眼的标签，而是帮助他

们打开视野、体验人生的一把钥匙。

那些指责高学历的一线劳动者是浪费学历、卖惨作

秀的声音，可以休矣。

打工前沿打工前沿G

大城市里“小修小补”摊位减少，价格变高

配把钥匙10元，闪送费100多元
相关部门表示，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三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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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外卖与学历何干？送外卖与学历何干？

本报记者 康劲

本报通讯员 郭咏琪 郭梨鑫 马玉莲 陈华昌

“ 你 们 问 吧 ，我 边 干 边 说 ，现 在 是 高

峰期……”

采 访 共 享 单 车 调 度 人 马 涛 师 傅 的 时

候，正赶上高峰时段，只能与他边干边聊。

两辆三轮摩托就是调度车，一身工作服、三

餐四季，天天轮转，这样的生活看似单调乏

味，但在兰州大学的榆中校区，却是万千学

子每天便捷出行与校园秩序的保证。

一辆单车的重量近15公斤

马涛是该校区共享单车的负责人，校区

内千余辆共享单车每日均由马师傅和五六

名员工负责调度维修。目前，每天的调度量

是 600 辆左右，有时最多可达 1000 多辆车，

除寒暑假期外，他们每天都在工作。同时，

也通过后台数据分析，不断调整最契合的调

度节奏。

一辆单车的重量近 15公斤。常年托举，

手臂形成了肌肉记忆。调度单车时，他们会

先在后台查看单车聚集的位置，将过量的共

享单车搬到三轮车上拉走，随后再根据不同

时段的用车需求，投放到相应的地点。

调度单车的工作量巨大，早中晚高峰期时

的教学楼下、食堂宿舍、东西操场、穹顶等都容

易造成共享单车的聚集，调度员们必须及时搬

运、摆放车辆，整天连轴转成了他们的常态。

“一般从早上六七点开始工作，晚上 11点左右

结束，之后还需要对故障单车进行检修。”

单车维修是马涛的又一项重要工作，小

小的工作台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维修工具和

零件。他说：“人生，也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

程，不会的技术问题通过学习也就慢慢迎刃

而解了，从开始到现在不断地积累经验，现在

已经没有技术障碍。”

放弃IT公司回归车棚

不说不知道，原来马涛在大学毕业后，计

算机专业出身的他还在北京一家 IT 公司工

作过。

2016 年，马涛放弃了都市的繁华与喧

嚣，回到兰州大学榆中校区，与父亲一起经营

起校内唯一的修车铺。

从小时候看着父亲修车，到如今接过了

父亲手里的修车工具，马涛一干就是 6年多。

2001 年，老马师傅带着一家人，来此办

起修车铺。从上中学开始，马涛就时常在修

车铺里帮助修车，渐渐地爱上了单车、也爱上

了骑行。

“放弃了北京的工作机会，会感到惋惜

吗？”面对这个问题，马涛微笑而答：“我觉得

只是选择的不同。北京的工作条件确实诱

人，我回到这可以多陪陪父母，另一方面是兴

趣使然。单车恰好是我的兴趣所在。”

兰州大学榆中校区位于甘肃省兰州市榆

中县夏官营镇。许多人感觉这里远离市区，

但在马涛的眼中，这里宁静、舒心，会有更多

时间陪伴父母妻子、教育孩子。“人生，很难定

义怎样才算幸福，但有家人陪在身边，大学的

氛围又很适合孩子成长。”马涛说。

迎来送往一届又一届学子

“我宽容他们年轻气盛，他们体谅我工作

不易，大家相互理解、包容嘛！”每天，1000 余

辆共享单车频繁使用，乱停乱放的现象也不

可避免，但在马涛这里，“抓举”单车的壮汉却

“修炼”出温柔的面孔。

起初，马涛也常常因为个别学生乱停乱

放而忙得焦头烂额，身心疲惫。“因为都是从

学生时代过来的，可能也和当年的自己一样，

为赶时间才慌忙乱停在路边。”

其实，对于乱停乱放可以采取冻结账号、

扣费等触发措施，但马涛却不忍心用在同学

们身上。小小的车铺维持着庞大的运行系

统，日复一日的工作中藏着马师傅的喜怒哀

乐。从一开始的不解和生气，到现在的宽容，

马涛每次都换位思考，再耐心劝导。

在采访过程中有一个小插曲，女儿骑着

自行车从道路一旁奔过来朝着马涛大喊：“爸

爸！”忙碌的马涛，立刻迎上去满心欢喜的应

答着女儿，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这一刻的父女对望，平凡却令人动容。

选择不同便遇见不同的人生，校园便是

马涛选择。曾经，一家两代人在修车铺里见

证了榆中校区的成长，迎来送往一届又一届

学子；如今，幼小的生命又诞生在这片土地

上，也将会拥有属于自己的人生长路。

告别北京一家 IT 公司，转身在校园里做起“车夫”——

每天抓举近千辆共享单车

本报记者 陶稳

“车子轴承坏了，上次来没珠子，今天又

特意跑一趟。”3 月 16 日，北京的张大爷为修

自行车，路上花了 20多分钟：“家门口的修车

铺有的关了，有的搬走了，离得最近的这个摊

位在两公里外，遇上人多还要排长队。”

“小修小补”关系大民生，为方便居民生

活消费，近日，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在

全国范围内开展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三年

行动，将居民的“需求清单”转化为一刻钟便

民生活圈的“满意清单”，其中包括补齐“一菜

一修”，即菜场和日常的配钥匙、修鞋等。那

么“小修小补”该如何回归百姓生活？从业者

应如何应对？

配把钥匙花费 100多元，小摊点
销声匿迹给市民带来不便

近日，在北京帮忙带孙子的李阿姨，多处

打听后才在穿过好几个街道的一个小区找到

配钥匙摊点。“真不好找，以前街边很多，现在

都不知道去哪儿了。”

李阿姨的疑问，说出了不少人的心声，社

交网络上，类似“求问哪里有配钥匙的”“新买

的裤子长了，去哪裁剪”等帖子不时出现。

中国人民大学城市规划与管理系副教授

于洋在采访中提到，“小修小补”摊点对老百姓

的生活便利、幸福感的影响是非常直接的，这

一业态的存在不仅有利于打造宜居宜业、人们

满意的城市，还能让一座城市更有烟火气。

来自河南平顶山的王师傅，在北京北五

环外某小区内开了一间修理铺。他告诉记

者，自从自家店铺挂到网上后，他平均每天接

到 10多个电话，都是询问地点想来配钥匙或

修鞋的。

“前两天有一个顺义的小伙子，因为在住

的附近找不着配钥匙的地方，干脆叫了个闪

送把钥匙送过来，配好后又闪送回去，本来配

把钥匙只要 10元，这次光来回的闪送费就花

了 100多元。”王师傅无奈地笑着说。

除了找不到“小修小补”摊位，还有不少

人反映，修补费也越来越高，以前花两三元就

能配一把钥匙，现在动辄 10多元。采访王师

傅时，一位中年男子来找王师傅配钥匙，得知

价格是 8元后，犹豫了一会儿走了。

王师傅告诉记者，钥匙原材料不值钱，一

把简单的钥匙成本可能低至 1 元，之所以要

价高，主要是房租贵。

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

究员张友浪表示，“小修小补”回归社区不仅能

及时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也能帮助弱势群

体寻找生计。但是随着时代发展，社会需求在

发生变化，导致摊位减少，进而单价也在变高。

以前一天能挣 500元，现在很难
挣上300元

给张大爷修自行车的高师傅是南方人，

年轻时来到北京，今年已 57 岁的他，一直在

路边摆摊修车、配钥匙。“换过好几个地方，前

门、地安门、什刹海附近都干过，有的是因为

影响市容被迫搬走，有的是租金太高承担不

起，直到找到现在这个街角的免费位置后，才

安定了下来。”

提到“小修小补”摊点越来越少现象，高

师傅直言：“年轻人嫌不挣钱，每天又风吹日

晒的，不愿意干；年老的人慢慢干不动了，转

行做别的去了。”20 多年前，与高师傅一起从

家乡来北京从事修补生意的有 10多人，现在

仅有三四人仍“坚守岗位”。

53 岁的钟师傅，2002 年从重庆来到北

京，在奥体东门附近摆摊配钥匙修鞋，2008

年搬到现在的摊位——北京某大型商场门口

的报亭旁，每月摊位费 1000元。

“以前一天下来挣 500 元基本上轻轻松

松的，现在能挣上 300元都很难，除了周末有

时候生意好一点，平时每天只有一二十单生

意，一单平均七八元。”钟师傅直言，这也让他

萌生退意。

为了避免配钥匙的单一营生模式、增加

收入，头脑灵活的王师傅早早地给店铺搭配

了洗鞋、修鞋、上门开锁、换锁等业务。60 平

方米的店铺中，大部分空间被要洗的鞋子占

据。“月租金 7000 元，光靠配钥匙肯定不行，

要想点其他办法。”

近两年，网络平台的兴起给“小修小补”

摊点提供新商机的同时也带来了新挑战。王

师傅告诉记者，他店铺里的一部分业务来自

承接外部服务。“一些网店负责揽业务，实体

店负责提供服务，刨去中间差价虽然能赚一

些钱，但实体摊点的盈利空间在无形中被进

一步挤压了。”

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引导
“小修小补”业态发展

既有条件下，如何引导“小修小补”服务

回归百姓生活？于洋认为，租金成本是最大

阻碍因素，此外，传统的城市治理思路，或者

手法手段存在过度清理现象，一定程度上打

压了其发展。

于洋表示，“小修小补”回归社区生活需

要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形成更加灵活、

人性化的管理方式和方法，规范与引导业态

发展。“例如，通过税收减免房租减免补贴等

方式，减少从业者的经营成本，鼓励他们多开

店，同时进行一些免费的行业培训，让行业与

时俱进。”

张友浪建议，一方面，可以考虑在社区或

者马路边上划出固定位置、确定固定的摆摊

时间，并提供线上或线下服务，方便流动商贩

及时做好相关登记。另一方面，从业者本身

也要不断更新理念，发展出相对于网购和线

下商店有比较优势的个性化服务。

记者了解到，为给“小修小补”留下更多

生存空间，有的地方探索打造便民棚、设立规

范化便民服务点、便民工坊等。近日，杭州上

城区一社区将核酸检测亭改造为修补铺，提

供配钥匙、补衣服、理发、磨刀等服务。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教授魏

翔表示，建设包括“小修小补”业态在内的一刻

钟便民生活圈，应不同于以往的街边自由市场。

“社区可以开辟专门的走廊场所为生活

摊点，保证持续性和便利性。同时，配锁、修

锁一类的活动，应在社区当地的派出所和社

区的居委会进行备案，增强可溯源型的追踪

管理，保障安全性。此外，可以采用标准化、

评测化方式，以奖代补，盘活业态。”魏翔说。

随着时代发展，城市里“小修小补”摊位减少，单价也在变高。近日，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

示，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三年行动。专家认为，可提升城市精细化治

理水平，规范与引导业态发展。同时，从业者也应更新理念，提供线上、线下等个性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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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三年行动。专家认为，可提升城市精细化治

理水平，规范与引导业态发展。同时，从业者也应更新理念，提供线上、线下等个性化服务。

春茶开采忙

采药材促增收

本报讯（记者李玉波 通讯员韩雨格）这两

天，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韵达快递乌兰浩特市

五一分部的快递小哥孟祥雨干劲十足。“今年我

评上初级职称啦！没想过像我们这样风里来雨

里去的快递小哥，有朝一日也能评上初级职

称。”这让从事快递行业3年的孟祥雨异常兴奋。

据了解，目前兴安盟已经有 23名专业技

术人员获得快递工程初级专业职称资格。

“以前提起快递小哥，大家都觉得送快递

就是一个体力活儿。如今人们的生活越来越

离不开快递，我们公司业务量持续增长，自己

也从这份职业中不断获得荣誉感。”孟祥雨

说，在得知自己评上初级职称后，不仅感觉自

己的工作受到肯定，而且发现这份职业也得

到了更多尊重。

3 年前孟祥雨加入韵达快递后，负责乌

兰浩特市五一分部快递收发和整体运营工

作，每天从早上 8 点到晚上 6 点，都坚守在岗

位上，网点日均送件 3000 余件、发件 100 余

件，遇到“双十一”等促销季，常常加班到半

夜。这次申请职称，他觉得自己符合“大学专

科以上”等条件，就按照要求通过公司向上提

交了职称评定材料。

“快递工程”专业 2019年首次进入工程系

列评审体系以来，兴安盟邮政管理局积极推

进行业人才队伍建设，指定专人负责职称评

审工作，积极与自治区邮政管理局对接，了解

职称评审有关工作要求，并及时向企业传达

相关政策，组织快递企业学习职称申报流程，

推动企业积极申报，严格做好条件审查把关。

内蒙古23名快递小哥喜提职称

3月15日，在湖南省衡阳市衡东县白莲镇小初茶场，茶场员工在挑选摊晒春茶（无人机
照片）。

随着气温回暖，多地春茶开采，茶农忙着采摘春茶供应市场。
新华社发（曹正平摄）

38名仓库流水线工人考上大学
本报讯（记者叶小钟）近日，记者从唯品会了解到，经过大

半年紧张的复习之后，2023年 1月，从事仓储物流行业的流水

线工人欧纪君终于拿到了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同样通过成人高考圆了大学梦的，还有欧纪君在流水线上的

其他 37名同事。

38 名唯品会华南仓流水线工人的另一个新身份是大学

生。本职工作是质检员、转包员、客服专员等的工人们，在大

学专业上选择了物流管理、电子商务、工商管理等相关专业。

流水线工人考学并不容易，多名通过成人高考的一线工

人表示，工作、家庭、学习需要他们兼顾，相比在学校时单纯的

学习环境，他们如今的生活更加复杂，也更迫切地需要良好的

学习环境与氛围。

欧纪君认为，在她与同事们考学过程中，仓库中安静的书

屋不仅承担着员工图书馆的功能，也是流水线工人们日常的

自习室，7年前她因为家庭原因失去上大学的机会，但心里始

终想提升自己，建在仓库流水线旁的 80平方米小书屋给了她

圆梦大学的力量。

3月15日，在河北省石家庄市行唐县上闫庄乡中药材种
植基地，农户在采收黄芩（无人机照片）。

近年来，河北省行唐县将中药材产业作为农民增收致富
的特色产业，中药材种植逐步向规模化、标准化、专业化方向
发展。目前，当地中药材种植品种20多个，年产值近2亿元，
带动1万多名群众就业增收。 新华社记者 骆学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