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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做事，后赚钱

1985 年初，从部队退役的丁家

阁回到家乡江苏省盐城市滨海县正

红镇。在担任村主任和村书记期间，

为了给乡亲提供一条致富之路，丁

家阁尝试承办村办企业。 由于缺乏

相关经验，经营不当，乡办企业出现

亏损。本打算帮助乡亲致富，却好心

办了坏事。 身为退役军人的丁家阁

秉持着决不能让乡亲们利益受到损

害的理念， 坚持一人揽下所有的亏

损。

第一次的失败没有击垮丁家阁

的信心。 1994 年 7 月，丁家阁来到

上海，在国营运输公司承包“三产”

业务， 这使他在商海拼搏中挣到了

人生第一桶金。

在承包“三产”业务的过程中，丁

家阁逐渐展露出自己的过人之处。

上世纪 90 年代，跨省运输是国营业

务，丁家阁当时负责值班，经常整夜

都睡在受理站内。傍晚，许多务工海

员在上海十六铺等码头靠港休息，

在这期间， 他们急匆匆地找到受理

站， 想把自己从海外买来的家用电

器送回家乡。 虽然这并不属于丁家

阁的业务范畴， 但为了帮助这些外

来务工者早日达成心愿， 热心的丁

家阁从不怠慢， 想方设法找各省市

驻沪办事处， 请办事人员帮忙把老

乡的包裹捎带回去， 并自己写挂号

信通知海员们的家人。 丁家阁一向

低调，很少主动提起这些“份外事”，

“这些是我应该做的。 ”

在国营运输公司的工作经历丰

富了丁家阁的阅历， 使他对运输行

业有了更深的了解。 结合当时国企

改革的形势，在对所承包的“三产”

前景经过深入分析后， 丁家阁得出

结论———国企改革是大势所趋，“三

产”迟早会与国营运输公司脱钩。于

是，在 2004 年 6 月，丁家阁自立门

户，创办了上海长快物流有限公司，

主要开展长途运输业务。

在拓展市场的过程中， 丁家阁

与上海邮政局开展了业务合作。 由

于邮政行业的特殊性，每逢春节，邮

政企业的货物运输量都会大量增

加， 而邮政企业无论在运能上还是

人手上都不能满足实际需求。 丁家

阁得知这一情况后， 安排公司所有

力量全力以赴参与春运期间的货

运，甚至出现亏损也在所不惜。他的

举动赢得了邮政企业的高度信任，

丁家阁也因此成功地与上海邮政达

成了运输合作关系， 上海长快物流

有限公司成为第一家“用社会公司

解决邮政运输任务”的案例，并推广

至全国。

2008 年年末，天降大雪，由于

当时缺乏准确的气象预报系统和远

程交流工具， 许多包裹无法及时运

送至目的地。 丁家阁运用在军营里

担任过代理指挥排长的经验， 通过

电话远程联系在各个城市中转站里

待命的员工，了解路况，及时作出调

整。整个大雪期间，丁家阁的公司累

计转运了 900 多车包裹， 以至于上

海邮政系统的领导时常会关心丁家

阁， 让他注意身体：“你身体如果垮

了，也是邮政系统的损失。 ”

除了正常业务外，丁家阁还主动

接下了西宁到拉萨的邮路运输业务。

这段堪称世界屋脊上的“天路”，由于

运输难度大、风险高、利润薄，在运输

行业中几乎无人问津。军人的使命感

与荣耀感，让丁家阁挺身而出，义无

反顾地承接了这条邮运线路，解决了

高原百姓邮件包裹的正常递送。丁家

阁笑着说：“虽然经营这条运输线不

赚钱，风险又大，但这是我应尽的社

会责任和义务。 ”

由于“军人情结”，丁家阁倾向

于招聘同为退伍军人的员工， 这让

整个企业在工作时宛如在部队一

样，令行禁止，纪律严明。 公司平稳

发展， 于 2014 年、2015 年和 2018 

年先后三次被中国邮政集团公司评

为重要合作单位， 业务量和服务质

量始终名列全国前三。

丁家阁这样总结公司健康发展

的秘诀：“讲规矩、 讲责任是我们的

底线。 ”

“教育从娃娃抓起”

丁家阁育有一儿一女， 尽管平

日里公司的业务十分繁忙， 但他从

不疏于对子女的管教。 从军的经历

让他在家庭教育中颇有“虎爸”的架

势。 丁家阁认为“教育就要从小抓

起”，在儿女还没上学时就带领他们

看《闪闪的红星》《英雄儿女》这样的

经典红色电影， 为了防止小孩走神

打瞌睡， 丁家阁还会时不时地要求

他们复述片中内容。作为父亲，丁家

阁十分清楚榜样的重要性， 他从不

沾烟酒，也禁止儿女沾染。为了让儿

女养成健康规律的生活习惯， 丁家

阁对于他们的作息、 回家时间都严

格设限，这样的“时间管理”习惯在

丁家延续至今。

在成长的过程中， 孩子们有时

会对一些社会不合理现象感到不

解，有些微词。丁家阁会采取辩论的

方式， 用自己的经历让孩子们心服

口服：“你们的爷爷奶奶都是农民，

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我， 更不可能有

让你们安稳生活学习的环境， 抱怨

前先问问自己对社会作了多少贡

献。 ”

丁家阁相信，“养不教， 父之

过”。 在他“军营式”的管教下，两个

孩子都早早成才。 女儿 16 岁参军，

20 岁入党； 儿子 25 岁时被选为区

人大代表，经常倾听居民诉求，帮居

民解决难题。

退役军人重回“战场”

在抗击疫情的“战场”上，丁家

阁一马当先，捐款捐物，发挥自己的

职业特长，冲锋在抗疫一线。多年来

深耕运输行业的他， 深知物资运输

是助力抗疫、保障民生的关键。

在 2020 年疫情暴发初期， 他就

向全国 20 多家分公司的全体员工

发出动员令， 要求大家加强个人防

护，做好充分准备，坚守岗位、开足

马力、保障供应。

随着疫情形势日趋严峻， 运输

人手吃紧， 丁家阁迅速组织起一支

以共产党员和退役军人为核心的突

击队，不分昼夜运物资。为了保障运

力， 他们有家不回， 就住在运输车

上。即使是在疫情最为严峻的阶段，

也能够保障每天 170 台次的运力，

为保供“持久战” 提供了有力的支

持。

2022 年 3 月 17 日晚上 9 点，

上海长快陕西分公司接到陕西省邮

政公司指调中心通知， 宝鸡市人保

有限公司受捐一批防疫物资， 但受

当地疫情影响， 捐助方车辆无通行

证，需要长快公司给予援助。丁家阁

立即调派相关线路驾驶员于次日凌

晨到岗，运输防疫物资。刚刚从延安

邮路返回的驾驶员接令后， 放弃了

第二天的休息， 凌晨四点不到起身

出发， 最终按时按点完成了此次抗

疫物资的紧急运输任务。

在上海本轮疫情期间， 丁家阁

第一时间报名支援对口居民区，积

极参与防疫宣传、信息排摸、组织核

酸检测等工作， 不辞辛苦、 不分昼

夜，携手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奋战

在防疫一线。 居民区党总支书记担

心他工作压力太大， 他却说：“我是

一名退役军人， 冲锋在前是军人的

本色。 ”

担当，在逆行而上的勇气里。无

论是企业还是个人， 丁家阁始终以

退役军人身份， 把对社会的责任放

在第一位，也正是这样的担当，让他

的企业成为商海浮沉中的“常青

树”， 赢得同行的尊重与社会的好

评。

2022 年度上海“最美退役军

人” 名单于 8 月 1 日新鲜出炉，上

海长快物流有限公司董事长丁家

阁名列其中。 从优秀退役军人到三

届区人大代表；创办的物流公司从

不赚钱甚至倒贴钱，发展至遍布全

国各大中城市……无论做人还是

做事，丁家阁始终信奉“讲规矩、讲

责任”的人生信条。 ◆记者 曹儒屹

“

■在社区参与志愿服务

■丁家阁与儿子丁鑫（左）

 ■丁家阁（前中）在云南省

文山市合掌村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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