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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我的目标是收入100万元，
把孩子们接到东莞来上学，让在老家的父
母生活更好一些。”正在广东东莞市厚街
镇街头送快递的张军延，用爽朗的笑声告
诉记者。从河南省南阳市邓州农村走出
来的张军延，到深圳打拼13年，从最初月
工资1000多元到4000元，到如今的年收入

“50+10”万元，张军延说，他靠的是勤劳和
真诚。张军延说，他每天从早上7点开始
处理单子，10点外出收件，一直到晚上12
点结束。“我愿意为自己的梦想加班，因为
幸福是靠自己的奋斗得来的。”

第一份工作是搬砖第一份工作是搬砖

今年34岁的张军延，已是两个孩子的
父亲：一个11岁的女儿，上小学5年级；一
个 9 岁的儿子，上小学 3 年级。孩子们属
于“留守儿童”，至今仍在河南老家，由张
军延的父母带着。也就是在去年年底，张
军延终于还清了所有外债开始有积蓄。

现在的人们形容辛苦工作，总喜欢说
“开始搬砖了”。“我是真的搬过砖，一天挣
十几块钱。”张军延笑着说，17 岁外出打
工，做的第一份工作便是到工地搬砖。搬
了三四年砖后，张军延长结实了，身高也
到了 1 米 8。2006 年上半年，他决定南下
广东。到了东莞后，张军延进了一家工
厂，他被选为驻厂跟单员，专门负责跟踪
供应商的订单进度。“刚进厂时，一个月拿
1000 多元。后来，随着工龄的增长，收入
逐年增加，到2015年时每个月能拿3800多
元，有时4000元。”就这么干了10年，那会
儿根本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跳槽。

从月月亏到月入四五万从月月亏到月入四五万

张军延说，随着两个孩子慢慢长大，
加上老家的房子破了要改建，本来勉强能
维持家庭开销的收入突然就应付不过来
了。张军延寻思着改变，而恰恰此时，妻
子的网购行为，给张军延打开了一扇新的
梦想之窗。张军延告诉记者，犹豫再三
后，他决定辞职当快递员。

“刚进入公司时，是一个新人，什么都
不懂，花光了自己所有的积蓄，月月还亏
钱，压力非常大。”张军延说，他拿出自己
的积蓄近 6 万元，买了一辆面包车送快
递。2015年6月份刚入职时，张军延每个
月只有底薪1500元。自己租房，自己买饭
吃，每天要跑四五十公里，车辆的油钱得
自己出，每个月都入不敷出。

“那时接触的客户收发的都是大件货
品，虽然个头大吧，但好多年没做过这么
重的体力活，还真有点吃不消！”张军延回
忆，一些重达几十公斤的大件快递，有时
要从一楼背上7楼客户家里，衣服经常湿
透。在连续“亏损”了两个多月后，基本熟
悉业务的张军延开始在东莞厚街镇上“单
飞”了。送完公司的派件后，他利用业余
时间到处找客户揽件。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张军延都带着爽朗的笑声，他说对待
客户他也一直是这样的。第三个月，张军
延意外发现，自己的收入已达到了七八千
元。

年入年入6060万元的万元的““秘诀秘诀””

总结起来，张军延的独门“秘诀”不外
乎这几点：其一，先做市场调研。比如，调
研快递公司，调查快递市场存在的问题；
其二，面对出现的问题给出对策。他推出
及时接收货物、送货上楼的服务，解决了
客户的困扰；其三，想客户之所想，为客户
解决困难。比如，他帮忙为客户的货物打
包，替客户节约时间等等。

“我除了百分百送货上门，还百分百
送微笑。”张军延说话跟他走路的频率不
一致，语调温和缓慢，但脚下的步伐却明
显快人一步。他说，这是源于他的“职业
病”。

按照公司规定，快递员的收件提成是
“1元加上运费的9%”，即收件一个提收1
元钱，再加运费提成；而派件（即送件）的
提成，则按包裹的重量衡量，越重的包裹
提成越高。也就是说，收件越多，送件越
多，拿得越多。

张军延告诉记者，他当快递学徒时，
送完快递后就挨个店铺一家家拜访，介绍
自己的业务，希望能给自己多揽些客户。

这一轮轮的拜访下来，他听到很多用别家
快递的客户反馈了一些问题，主要集中在
三个方面：第一，不能及时来接货；第二，
货物不能送到收件客户手中；第三，货物
经常有丢失，出现扯皮推诿现象。

“有公司的快递员拖个把小时来接货
很正常，送到地点后，直接扔在楼下就走
了，甚至连个电话都不打给客户。我当时
就想，如果我解决这三个问题，那这些客
户为何不选择我呢？”张军延说，好在公司
要求必须送货到客户手中，那么，他就来
解决及时收货的问题。为此，张军延向客
户保证，接到电话就来收货，保证货物上
楼直抵客户手中。

“我接的第一单生意是一个出货量非
常大的客户，现在我跟他合作得非常好。”
张军延回忆称，当时去拜访这个老板时，
正好他急着要给客户送货，又临时有急事
要走，打那家快递公司的电话，说至少要
半个小时才能到。

张军延便对老板说，我帮你看着，你
去办事吧。等老板回来后，张军延帮他办
好了快递交接，把货送走了。“可能是老板
看我诚实，也是送快递的，就试着把部分
业务交给我做。没想到，这一做，最终把
所有的业务都给我了，一做好几年了。”张
军延说，好多这样的客户，基本一打电话
他就立刻飞奔赶到，就此跟他确立了合作
关系，业务量一年比一年多，现在月收入
达到了四五万元。“我每天的里程至少是
50公里，多的时候超过100公里，好在现在
很多住宅楼都有电梯，但基本也有一半要

爬楼梯。”张军延说，这些钱都是一个个脚
印加一滴滴汗水堆出来的。

2017 年，张军延收入几十万，年终他
获得了公司10万元的奖励。2018年，张军
延单是收件的总数量就超过30万件。算
下来，一天是 900 多件，收入高达 50 万
元。这一年，他同样获得了10万元的年终
奖。而这10万元的奖励，是一堆金灿灿的
黄金砖。

梦想年收入百万后接孩子到东莞上学梦想年收入百万后接孩子到东莞上学

而说到家人，张军延说，自己苦点累
点不算什么，就是对不起家人。

他清楚地记得，2018 年双十一期间，
他收到的货件堆积如山，早上7点就出门
去取货，路上接到妻子生病的信息。因为
答应客户要及时发出货件，他只能让妻子
独自一人去医院，准备等自己忙完再去陪
她。而体贴的妻子在医院挂水时，给他发
短信，让他安心工作，她没事了。

如今的张军延，妻子也跟他一起做起
了快递员，他们在东莞租了一室一厅的房
子，房子里摆了一张大大的孩子们的照
片。他说，经常会在晚上孩子休息前跟他
们通电话，那是他们夫妻最幸福的时刻。

“你问我今年收入会有多少，应该不
会少吧，其实我更想年薪超过百万元。如
果真能那样的话，我们到时就可以把两个
孩子接到身边来，让他们在东莞上学。”张
军延满怀希望地说，其实他还希望，在
2020年总结今年的成绩时，自己和妻子两
个人能一起上台，拿下10万元的年终奖。

快递小哥年入60万有何秘诀

5月7日，消防人员在演练中向假设着火点奔跑。
当日，为提升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队伍处置寺庙文物古建筑火灾能力，检验社

会应急联动单位协同作战机制，拉萨市消防救援支队在布达拉宫举行寺庙文物古建
筑火灾扑救实战演练。 新华社记者 李鑫 摄

拉萨市消防救援支队在布达拉宫开展火灾扑救实战演练

新华社天津5月7日电（记者周
润健） 记者7日从国家互联网应急中
心天津分中心获悉，通过自主监测和
样本交换形式，盗号神器等40个锁屏
勒索类恶意程序变种近日被发现。该
类病毒通过对用户手机锁屏，勒索用
户付费解锁，对用户财产安全造成严
重威胁。

这40个被发现的锁屏勒索类的恶
意程序变种包括拉圈圈神器、盗号神
器、QQ 音乐、钓鱼生成器、极客云
播、免费红包领取、卡钻助手、江少
专业刷赞、盗取 QQ 密码、SIM 应用
卡、吃鸡除草隐身、大佬修改器、刺
激战场辅助等。

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天津分中心
安全专家介绍说，这些锁屏勒索类病
毒恶意行为包括，强制将自身界面置
顶，致使用户手机处于锁屏状态，无

法正常使用；私自重置用户手机锁屏
PIN密码；监测开机自启动广播，触
发开机自启动广播后，便会启动锁屏
代码；恶意程序预留联系方式，提示
用户付费解锁。

安全专家提醒，广大手机用户不
要下载这些恶意程序变种，避免手机
操作系统受到不必要的安全威胁；用
户在下载手机软件时一定要通过正规
应用市场下载，切勿直接点击不安全
的网页弹窗安装；对于无缘无故出现
的链接或文件，尤其是陌生用户通过
短信、微信等工具发送的链接或文
件，不要点击或接收；手机上的重要
信息如通讯录，需要定期备份，并且
要限制各类 APP 的访问权限，同时，
利用各类安全软件进行防护，对所下
载软件进行安全扫描，及时识别风险
并进行安全处理。

听过代驾、代购、代吃，那您听过代吵架吗？记
者在电商平台上搜索发现，确实存在代吵架业务。
对此律师表示，网上收费代人吵架骂人，属于违法行
为。

服务服务11元起元起
除代吵还能全程指导除代吵还能全程指导

记者在某电商平台APP中搜索“代吵”，可以看
到大量代吵架商品，价格从1元至99.9元不等，而且

“服务”还分不文明骂架和文明骂人指导等。
记者注意到一个名为“代吵架 ××××”的商

品，标价1元起。记者点开私聊与对方简单交流后
发现，其收费为 1 分钟 1 元，具体吵架业务需要加
QQ、微信详聊。

另一家标价10元代吵的则能提供更多服务内
容，提供四川话和普通话“双语”服务，也可以选择文
明骂人不带脏话，而且自称各种文案俱全。

记者翻看商品界面后发现，有60余人对该商品
进行过咨询。

此外，记者还发现有50元起步的高端“代吵”服
务，能帮忙吵架，也能代为讲道理。店家商品描述

“从小擅长讲道理（歪理），是你吵架路上不可或缺的
小帮手。专业代吵（不包含脏话或者恶毒的问候，全
凭逻辑打败对方），不赢全额退款！”

不过在面对湖北、重庆、湖南等地时，该店主表
示“难度大，要酌情加价”。当记者询问，为什么他要
的“起步价”高于平均水平，店主自信地表示：“全程
指导吵架，收款透明，包你满意。”而该商品页面的浏
览次数也确实高于平均水平，超过1100次。

代吵代吵““剧情剧情””可定制可定制
实时播报实时播报““战况战况””

在与店主进行交流后，记者选了一款 30 元的
“微信骂”，店主称目标对象将本人删除就算骂赢了。

此外，该店家表示，可以提供直接乱骂和按剧本
（如“骂渣男剧本”）骂，或者短信骂及电话轰炸。记
者注册了新的微信号后，同意了店主加好友的申请，
店主马上进入“战斗”状态，各种脏话迅速刷屏，同时
该店家还随时给记者截图播报“战况”。

在代吵架商品底部的“猜你喜欢”商品栏中还推
荐了一系列类似商品，包括“道歉”“挨骂”等商品。

通过简单交谈，记者被引导至QQ，并添加了客
服，对方表示，其实这就是“呼死你”业务，并发来一
张价目表，上面显示“18元/一天、38元/三天、68元/
七天……”最长三个月不等的价位。对方还表示代呼服
务中间可停可继续，并免费让记者体验了被呼的效果。

记者报号几分钟后，一通显示来自贵州毕节的
电话打了过来，响铃两声后就挂断，在之后又分别收
到来自山东济南以及湖南长沙的电话骚扰。但当记
者回拨这些电话时，均提示无法接通。

客服表示来电号码为全国随机，不会被手机屏
蔽。因为骚扰效果是不间断的，所以尤其对于做生
意的人来说，影响很大。但如果想让对方连手机都
用不了，他们也能提供价位更高的服务。

5月6日记者就该问题向某电商平台进行举报。
该平台在受理该举报后，显示将在5个工作日

内，对举报内容进行核实。

代吵架侵犯名誉权代吵架侵犯名誉权
情节严重或涉侮辱罪情节严重或涉侮辱罪

北京英淇律师事务所的夏广域律师认为，网上
收费代人吵架骂人，属于违法行为。吵架骂人侮辱
人格，会受到治安处罚。如果以此牟利，其所得也属
于违法所得，应该没收。如果支付费用也可以要求
退还，因为双方的民事行为违反公序良俗。

北京中盾律师事务所的张建锋律师也认为，代
吵架骂人首先涉嫌行政违法，其违反行政管理处罚
法，应予以警告、罚款、拘留等处罚。

其次代吵架骂人涉嫌侵犯他人的名誉权和隐私
权。应停止侵害、赔礼道歉、恢复名誉，并赔偿损
失。若情节严重时，还可能涉嫌侮辱罪。

谈到“呼死你”业务，张建锋律师认为其主要涉
及民事侵权，“利用‘呼死你’等外挂软件对他人进行
骚扰，严重影响他人的正常通话、休息和工作，侵犯
了他人的通信自由权和身体健康权。如果这种手段
的实施是为即将开始的犯罪进行前期准备，情节严
重，还可能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对于网络交易平台来说，提供者明知或者应知
销售者或者服务者利用其平台侵害消费者合法权
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依法与该销售者或者服务者
承担连带责任。 本报综合消息

电商平台“代吵架”业务

涉嫌违法

盗号神器等40个锁屏勒索
类恶意程序变种被曝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