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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年，“双��”已经成为一场事先张扬的商业盛事，
一次影响�亿人的社会活动，一个消费文化的顶级符号。
数千亿交易额迅速转换成亿万个包裹，快递行业迎来了
它的“春运”。

“双��”的下半场，为保障快递的配送工作，越来越多的人
以“临时人员”的身份加入到快递配送中。�年前，这个数
字是��万，今年，这个数字变成了��万，这个群体也被称
为“双��钟点工”。

那“双��钟点工”是谁？他们又为什么来做这份临时工作？
在大量快递下他们的工作状态如何？他们又有着什么期
待？

点我达通过对“双��钟点工”的调研和访谈，以了解这群
人的生活和工作的实际状况，展现这群人在狂欢节之后，
短暂��天里的真实境遇。



“双��钟点工”的主力军，尽管他们原有的职业、身份或者背景千差万别，但他们似乎又是

一类人：窘迫又无奈。生活上面临着重重压力，职业的选择又越来越狭窄。他们进来之前

都在期待，��天时间用劳动来赚高收入，这笔钱可以做很多事情。他们不断被新闻、广告

上“低门槛”“月入�万”的字眼吸引进来。这是新消费时代给他们的一次机会。

一、窘迫境遇下的“最好”选择



① 生活重压下的一次突围
“双��钟点工”的出现，其实是一场双向选择。当生活重压把人压到尘埃之下，有什么

会比这份短期上手快，短期收入高的工作更适合呢？





“真实的目的就是赚钱，赚更多的钱。”

王德瑞，自由摄像师，��岁，来自于吉林长春的下属县，目前是上海一个

站点的“双��钟点工”。

��年前，他拿着结婚买房的钱，来到上海创业，一年不到的时间就失败了。

从那个时候开始，妻子患上了抑郁症，他工作的目的，变成了活下去。

“那几年，我的状态也不好，压力太大了。”他的表述很平静，但从他言语

中，能感受到生活的负担、妻子的病情、创业失败的自责，把他团团围住，

让他透不过气来。他把孩子送回了老家，既能让老人照顾，又节省开支。

为照顾妻子，一年前，他重新做回自由摄像师，有活就去接，在外跑一天，

回来剪。他害怕在外面太久，妻子会胡思乱想而出意外。

有限的设备，资源的流失，不稳定的收入，都让他目前无法用这份工作养

家糊口。后来，他开始跑外卖，在了解“双��”送快递的收入后，他又立马参

加了。

他说，在当前状况下，既然一个职业满足不了生活，那就再增加一个职业。





点我达公布的一组数据也印证了这群人所处的现状：

“双��钟点工”大部分来自于自由职业工作者，包括骑手、技术和建

筑行业工人、服务员、个体工商户、家庭主妇、网约车司机、保安、学

生等；

近��%的“双��钟点工”为��、��后，近六成的人已经成家并至少有

一个孩子；

��%的人在家乡以外的城市工作；

��%的人主业月收入在����元以下，��%的人收入低于或勉强维

持支出。

因为收入有限，他们一直在寻求多元化的收入，以用于家庭生活开

支，大部分人都有兼职经验，其中，��%的人从事过两份及以上兼职

工作。三分之二的人选择“双��钟点工”是因为收入比其他兼职更

高。��%的人预计��天收入在����元及以上，骑手收入在�万元及

以上达到��%。

从学历上看，中学到大专学历占比达��%。因为学历或者技能有限，

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对自己都缺乏一个较长远且清晰的职业规划，或

在主业上难以找到职业认同感。

但他们又一直在努力摆脱这种困境，在访谈中，大部分人都表示，想

过创业或曾创过业。

“别看我有六七百万身家，月收入一两万，但在深圳这座城市，只能算中

低产。”

林亦宏（化名），��岁，是深圳一家知名汽车企业的高级设计工程师，每

月收入�万�。

在老家江西的亲戚眼里，他似乎是成功的：深圳两套房、一儿一女、白

领。但他坦言，每个月的工资除去房贷、家庭开支后，口袋里就剩一两千

块钱。看到有些快递员月入两三万，他很触动。于是请了�天年假，报名

参加了“双��”配送，专门负责自己小区和隔壁另一个小区的配送。

王德瑞和林亦宏的人生经历完全不同，但他们的一些特点却代表了很

大一群“双��钟点工”：��后、在城市生活，已婚已育，可支配收入低、主

业的未来预期收入涨幅小。

“三十而不立，四十而不富的话，五十真的是靠自足。”

刘茂再，��岁，是所在站点年龄最大的“双��钟点工”。

他的老家在湖北恩施，九十年代从国营厂辞职后，到福建泉州工作，

后来凭着积累的经验开始创业，但一年不到就失败了，所有的设备都

变成了废铁，还留下了一身债务。很长一段时间的工作，他都在还债。

在今年辞职前，他是泉州一家汽配厂厂长，每月一万多的固定收入，

管理���人。

刘茂再说，他前半生的职业生涯，一直在大起大落中度过。随着年纪

慢慢变大，年轻时候的斗志、冲劲都化为虚无，意气风发的他也变成

了后来中规中矩的打工者。

今年，他中断了自己在工厂的职业生涯，是因为��岁的儿子考上了华

南理工大学的医学系。由于他长期外出打工，父子俩在一起的时间非

常少，他想在儿子树立人生价值观的时候，多陪陪儿子，就提前辞职

到了广州。

刚到广州时，他想再找一份汽配厂的管理工作，但广州主要以电子厂

为主，他并不合适。他还去应聘了快递站站长的工作，可是最高的年

龄限制是��岁。最后，他开始和自己妥协，在“双��”前两个月，以临时

快递员的身份融入了广州这座城市。

“我要上升很难了，我在公司，几十万收入，打死也就这样了。”

和刘茂再相比，林亦宏的职业生涯属于四平八稳。他����年在富士康

做设计师，����年到现在的汽车企业做高级设计工程师，整整��年，

专门负责模具设计。朝八晚六，�个多小时的工作，日复一日的画图。

平稳之下带来的是晋升的困难，这个企业里，��年的资历依然是浅

的，��岁的林亦宏到现在依然是个基层。

跳槽，带来的是不可预知的未来；留下，又是毫无上升空间的瓶颈。

林亦宏的某些瞬间，会羡慕深圳本地青年，一家人都不用工作，所有

的精力只用养孩子，靠着拆迁留下的几套房，开着宝马或者奔驰，出

去打牌或者逛街，一辈子都不用操心。

林亦宏还在为还不完的房贷，孩子的成长而操心，还在为即将不惑之

年的职业归宿而忧虑。送快递，近距离接触这个行业，他认为也是一

次获取社会资源的机会，实地体验，看是否能有商机。

“既然选择不了自己的出生，选择不了自己的家庭，那只能靠自己努

力，去创造财富。”林亦宏在慢慢谋划，想以各种方式积累资源和关

系，在四五十岁的某个时刻去创业，去实现更多的财富积累。

“双��钟点工”是他迈出的第一步，可以尝试且付出机会成本最小的

一种。

随着��、��后成为新一代劳动力主体，大量向城市聚集后，开始逐步

进入新的人生阶段：结婚成家、养儿育女。他们既面临着家庭结构变

小，需要照顾整个家庭的生活压力，又面临着城市生活成本攀升带

来的经济负担。

有什么会比“双��钟点工”这份短期上手快，短期收入高的工作更适

合这群人呢？

不少点我达城市经理也坦言，在历年的“双��”运力招募中，这类“双

��钟点工”是最理想的招募对象，他们不仅更容易被转化，且更能够

扛得住“双��”这场重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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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职业归宿而忧虑。送快递，近距离接触这个行业，他认为也是一

次获取社会资源的机会，实地体验，看是否能有商机。

“既然选择不了自己的出生，选择不了自己的家庭，那只能靠自己努

力，去创造财富。”林亦宏在慢慢谋划，想以各种方式积累资源和关

系，在四五十岁的某个时刻去创业，去实现更多的财富积累。

“双��钟点工”是他迈出的第一步，可以尝试且付出机会成本最小的

一种。

随着��、��后成为新一代劳动力主体，大量向城市聚集后，开始逐步

进入新的人生阶段：结婚成家、养儿育女。他们既面临着家庭结构变

小，需要照顾整个家庭的生活压力，又面临着城市生活成本攀升带

来的经济负担。

有什么会比“双��钟点工”这份短期上手快，短期收入高的工作更适

合这群人呢？

不少点我达城市经理也坦言，在历年的“双��”运力招募中，这类“双

��钟点工”是最理想的招募对象，他们不仅更容易被转化，且更能够

扛得住“双��”这场重压。



点我达公布的一组数据也印证了这群人所处的现状：

“双��钟点工”大部分来自于自由职业工作者，包括骑手、技术和建

筑行业工人、服务员、个体工商户、家庭主妇、网约车司机、保安、学

生等；

近��%的“双��钟点工”为��、��后，近六成的人已经成家并至少有

一个孩子；

��%的人在家乡以外的城市工作；

��%的人主业月收入在����元以下，��%的人收入低于或勉强维

持支出。

因为收入有限，他们一直在寻求多元化的收入，以用于家庭生活开

支，大部分人都有兼职经验，其中，��%的人从事过两份及以上兼职

工作。三分之二的人选择“双��钟点工”是因为收入比其他兼职更

高。��%的人预计��天收入在����元及以上，骑手收入在�万元及

以上达到��%。

从学历上看，中学到大专学历占比达��%。因为学历或者技能有限，

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对自己都缺乏一个较长远且清晰的职业规划，或

在主业上难以找到职业认同感。

但他们又一直在努力摆脱这种困境，在访谈中，大部分人都表示，想

过创业或曾创过业。

“三十而不立，四十而不富的话，五十真的是靠自足。”

刘茂再，��岁，是所在站点年龄最大的“双��钟点工”。

他的老家在湖北恩施，九十年代从国营厂辞职后，到福建泉州工作，

后来凭着积累的经验开始创业，但一年不到就失败了，所有的设备都

变成了废铁，还留下了一身债务。很长一段时间的工作，他都在还债。

在今年辞职前，他是泉州一家汽配厂厂长，每月一万多的固定收入，

管理���人。

刘茂再说，他前半生的职业生涯，一直在大起大落中度过。随着年纪

慢慢变大，年轻时候的斗志、冲劲都化为虚无，意气风发的他也变成

了后来中规中矩的打工者。

今年，他中断了自己在工厂的职业生涯，是因为��岁的儿子考上了华

南理工大学的医学系。由于他长期外出打工，父子俩在一起的时间非

常少，他想在儿子树立人生价值观的时候，多陪陪儿子，就提前辞职

到了广州。

刚到广州时，他想再找一份汽配厂的管理工作，但广州主要以电子厂

为主，他并不合适。他还去应聘了快递站站长的工作，可是最高的年

龄限制是��岁。最后，他开始和自己妥协，在“双��”前两个月，以临时

快递员的身份融入了广州这座城市。

“我要上升很难了，我在公司，几十万收入，打死也就这样了。”

和刘茂再相比，林亦宏的职业生涯属于四平八稳。他����年在富士康

做设计师，����年到现在的汽车企业做高级设计工程师，整整��年，

专门负责模具设计。朝八晚六，�个多小时的工作，日复一日的画图。

平稳之下带来的是晋升的困难，这个企业里，��年的资历依然是浅

的，��岁的林亦宏到现在依然是个基层。

跳槽，带来的是不可预知的未来；留下，又是毫无上升空间的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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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力只用养孩子，靠着拆迁留下的几套房，开着宝马或者奔驰，出

去打牌或者逛街，一辈子都不用操心。

林亦宏还在为还不完的房贷，孩子的成长而操心，还在为即将不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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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选择不了自己的出生，选择不了自己的家庭，那只能靠自己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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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在四五十岁的某个时刻去创业，去实现更多的财富积累。

“双��钟点工”是他迈出的第一步，可以尝试且付出机会成本最小的

一种。

随着��、��后成为新一代劳动力主体，大量向城市聚集后，开始逐步

进入新的人生阶段：结婚成家、养儿育女。他们既面临着家庭结构变

小，需要照顾整个家庭的生活压力，又面临着城市生活成本攀升带

来的经济负担。

有什么会比“双��钟点工”这份短期上手快，短期收入高的工作更适

合这群人呢？

不少点我达城市经理也坦言，在历年的“双��”运力招募中，这类“双

��钟点工”是最理想的招募对象，他们不仅更容易被转化，且更能够

扛得住“双��”这场重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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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到来的使命感，是为应对爆仓。没有爆仓，意味着分到手上的“肉”就少了。

“三十而不立，四十而不富的话，五十真的是靠自足。”

刘茂再，��岁，是所在站点年龄最大的“双��钟点工”。

他的老家在湖北恩施，九十年代从国营厂辞职后，到福建泉州工作，

后来凭着积累的经验开始创业，但一年不到就失败了，所有的设备都

变成了废铁，还留下了一身债务。很长一段时间的工作，他都在还债。

在今年辞职前，他是泉州一家汽配厂厂长，每月一万多的固定收入，

管理���人。

刘茂再说，他前半生的职业生涯，一直在大起大落中度过。随着年纪

慢慢变大，年轻时候的斗志、冲劲都化为虚无，意气风发的他也变成

了后来中规中矩的打工者。

今年，他中断了自己在工厂的职业生涯，是因为��岁的儿子考上了华

南理工大学的医学系。由于他长期外出打工，父子俩在一起的时间非

常少，他想在儿子树立人生价值观的时候，多陪陪儿子，就提前辞职

到了广州。

刚到广州时，他想再找一份汽配厂的管理工作，但广州主要以电子厂

为主，他并不合适。他还去应聘了快递站站长的工作，可是最高的年

龄限制是��岁。最后，他开始和自己妥协，在“双��”前两个月，以临时

快递员的身份融入了广州这座城市。

“我要上升很难了，我在公司，几十万收入，打死也就这样了。”

和刘茂再相比，林亦宏的职业生涯属于四平八稳。他����年在富士康

做设计师，����年到现在的汽车企业做高级设计工程师，整整��年，

专门负责模具设计。朝八晚六，�个多小时的工作，日复一日的画图。

平稳之下带来的是晋升的困难，这个企业里，��年的资历依然是浅

的，��岁的林亦宏到现在依然是个基层。

跳槽，带来的是不可预知的未来；留下，又是毫无上升空间的瓶颈。

林亦宏的某些瞬间，会羡慕深圳本地青年，一家人都不用工作，所有

的精力只用养孩子，靠着拆迁留下的几套房，开着宝马或者奔驰，出

去打牌或者逛街，一辈子都不用操心。

林亦宏还在为还不完的房贷，孩子的成长而操心，还在为即将不惑之

年的职业归宿而忧虑。送快递，近距离接触这个行业，他认为也是一

次获取社会资源的机会，实地体验，看是否能有商机。

“既然选择不了自己的出生，选择不了自己的家庭，那只能靠自己努

力，去创造财富。”林亦宏在慢慢谋划，想以各种方式积累资源和关

系，在四五十岁的某个时刻去创业，去实现更多的财富积累。

“双��钟点工”是他迈出的第一步，可以尝试且付出机会成本最小的

一种。

随着��、��后成为新一代劳动力主体，大量向城市聚集后，开始逐步

进入新的人生阶段：结婚成家、养儿育女。他们既面临着家庭结构变

小，需要照顾整个家庭的生活压力，又面临着城市生活成本攀升带

来的经济负担。

有什么会比“双��钟点工”这份短期上手快，短期收入高的工作更适

合这群人呢？

不少点我达城市经理也坦言，在历年的“双��”运力招募中，这类“双

��钟点工”是最理想的招募对象，他们不仅更容易被转化，且更能够

扛得住“双��”这场重压。



点我达公布的一组数据也印证了这群人所处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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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主业月收入在����元以下，��%的人收入低于或勉强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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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他中断了自己在工厂的职业生涯，是因为��岁的儿子考上了华

南理工大学的医学系。由于他长期外出打工，父子俩在一起的时间非

常少，他想在儿子树立人生价值观的时候，多陪陪儿子，就提前辞职

到了广州。

刚到广州时，他想再找一份汽配厂的管理工作，但广州主要以电子厂

为主，他并不合适。他还去应聘了快递站站长的工作，可是最高的年

龄限制是��岁。最后，他开始和自己妥协，在“双��”前两个月，以临时

快递员的身份融入了广州这座城市。

“我要上升很难了，我在公司，几十万收入，打死也就这样了。”

和刘茂再相比，林亦宏的职业生涯属于四平八稳。他����年在富士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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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岁的林亦宏到现在依然是个基层。

跳槽，带来的是不可预知的未来；留下，又是毫无上升空间的瓶颈。

林亦宏的某些瞬间，会羡慕深圳本地青年，一家人都不用工作，所有

的精力只用养孩子，靠着拆迁留下的几套房，开着宝马或者奔驰，出

去打牌或者逛街，一辈子都不用操心。

林亦宏还在为还不完的房贷，孩子的成长而操心，还在为即将不惑之

年的职业归宿而忧虑。送快递，近距离接触这个行业，他认为也是一

次获取社会资源的机会，实地体验，看是否能有商机。

“既然选择不了自己的出生，选择不了自己的家庭，那只能靠自己努

力，去创造财富。”林亦宏在慢慢谋划，想以各种方式积累资源和关

系，在四五十岁的某个时刻去创业，去实现更多的财富积累。

“双��钟点工”是他迈出的第一步，可以尝试且付出机会成本最小的

一种。

随着��、��后成为新一代劳动力主体，大量向城市聚集后，开始逐步

进入新的人生阶段：结婚成家、养儿育女。他们既面临着家庭结构变

小，需要照顾整个家庭的生活压力，又面临着城市生活成本攀升带

来的经济负担。

有什么会比“双��钟点工”这份短期上手快，短期收入高的工作更适

合这群人呢？

不少点我达城市经理也坦言，在历年的“双��”运力招募中，这类“双

��钟点工”是最理想的招募对象，他们不仅更容易被转化，且更能够

扛得住“双��”这场重压。



“我希望货越多越好，越集中越好，我又不怕辛苦。”

��岁的大二学生冯俊辉是广州钟落潭镇当地人，因为课程不紧张，

他负责“双��”期间整个镇上的配送。

��月��日，冯俊辉所在的站点快递单量暴增。他从早上�点开始起床

到站点分拣，然后马不停蹄地配送，直到晚上��点多终于结束回到

家中。一车一车的货陆续运到站点，有些顾客当天同时有好几个订

单，但是因为分批到达，冯俊辉一天都在走重复路线，时间耗得更

久。

当天，他只啃了个面包。等到歇下来，都已经忘了饥饿，唯一的想法

就是睡觉。“货多得都不好意思吃饭，只想赶快送完，不能成为滞留

件，不然会影响站点的服务。”

虽然当天的他满脸倦容，但第二天，他在访谈中表示，最大的希望是

未来几天自己区域的订单足够饱和，达到他的极限为止。

“所有人的预期都是��天�万以上，我们都在为应对爆单做着准备。”

王德瑞所在站点，共招募了��来个“双��钟点工”。王德瑞说，虽然彼

此没有深入交流，但大家都有自己的收入目标。“双��”前一天，站点

的门前已经腾出了很大的空地作为临时放置点，临时人员全部到，

谁也不敢松懈。

然而，高峰来临的那一刻，大家都有些失望，也许是因为提前准备得

充足，人员也足够了，这个站点没有爆仓。这意味着大家的预期都没

有达到。在骑手交流群里，王德瑞听说有些站点爆仓了，他有些羡

慕。他透露，今年有经验后，明年会提前考察站点，找一个订单多的

区域。

通过访谈也了解到，临时工虽然有选择配送区域的自由，但一般缺

少临时运力的区域，往往订单分布比较松散，配送难度也较大。因而

在单量暴增时，才需要加派大量人手。而一些如学校、工业园区、厂

区等订单集中区域，即使订单翻倍，业务能力成熟的快递员也能较

好应对。

“双��钟点工”们无不羡慕这些集中区域的人，但他们并没有过多计

较这种差异，只是希望最终的收入结果能够让他们满意。



②最大的障碍，是和顾客的沟通
送快递的本质依然是一份服务性质的工作，“双��钟点工”最大的挑战并非来自于体

力，而是和顾客沟通和信任的建立。



点我达的调研显示，��.�%的人认为，经常联系不上顾客是最主要障

碍。接受访谈的人也表示，约��%的快递都存在联系不上顾客的情况。

相比于老快递员对家庭住户的收货习惯的了解，以及彼此间信任的建

立，“双��钟点工”在短期内的介入，很难在顾客心中建立熟悉的认知。

因而他们都会打电话后再根据顾客的要求投递，而不会冒险把货放到

快递柜里。与其被投诉，不如自己多做一点。

然而反复拨打，无人接听的过程让他们疲惫不堪。“我最大的希望就是

拨出的每一个电话有人接。”无论顾客当天何时看到这个电话，快递都

必须完成妥投。有一名访谈者表示，虽然这个工作早送完就能早休息，

但这种自由这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你的顾客，顾客下班晚，拿快递晚，那

意味着他也只能更晚下班。

“这种累的状态不是纯体力疲惫，是心累。”

林亦宏起初觉得这个工作没多大压力，第一天快到��点钟才去站点分

拣拿货，但当天的工作状态让他感到各种慌乱和紧张。虽然在生活了七

八年的小区，但他短时间内根本记不得哪些顾客在哪些楼层。需要一遍

一遍地翻找、确认。

更让他感到麻烦的是，有些顾客联系不上，又没有写房号，他没办法送

上门。每天，他都会遇到��多个不写房号的顾客。当曾经的邻居，谨慎地

问他是谁，又要求他在楼下等着他们时，林亦宏觉得有一些难受。

“有的时候送到客户手上，还是要费很多脑筋。”

刘茂再刚工作的前几天差点没坚持下去。在他��年的工作生涯中，从未

做过服务行业。从前按部就班的工作，而现在要接触形形色色的顾客，

应对复杂多变的情况，两者完全不同。有些人的刁难，更让他觉得沮丧。

总有一些顾客从来不接快递员的电话，发消息又石沉大海，送上门后拨

打电话，门里面明明有声音，却没有回应。顾客说有人在家，但他们把货

物扛上去后，又没有人回应，不得不再扛下来。顾客说把货放在快递柜

里，但自己忘了去拿，又会打电话来质问没有把货送上门。

刘茂再说，顾客不会对自己说出的信息负责，但在“双��”中，每一个规

定过程依然一个都不能少，这是减少投诉最好的方式。

他最终还是适应了下来。“百分之八九十的顾客都是挺好的。”刘茂再对

于广州这座城市的人文气氛很满意。不止一次，他扛着大批货等电梯的

时候，有一些孩子或者年轻人，会给他按电梯，帮他搬货。这种陌生人带

给他的开心，把那种不开心一下子就抵消了。



③身份转变后，油然而生的自卑感
所有被访者都谈到了转做“双��钟点工”时，他们对于这份职业的看法，使用的词语

都不太正面：底层、体力活、低人一等、被瞧不起……

这种情况，对于从未做过服务行业的人，感受更加明显。这恰恰说明，这种印象一部

分来自于自身认知的感受，更大一部分是因为其他人对待的态度和观念造成了他们

的心理落差。



“当时在电梯里，真的受不了那个眼神，蔑视的感觉，差点没坚持

住。”

对从白领变成“双��钟点工”的林亦宏而言，他的感受尤为强烈。即

使还在同一个小区，但当他穿上快递服那一刻开始，一切似乎变得

不同了。

他每一天工作的开始，是不断说服自己的过程。在访谈中，他也一再

强调自己来是一次体验，似乎这种说法能摆脱送快递带来的憋屈

感。

他说，�点到�点是他最难熬的时候，电梯里的人流量密集起来，有接

送孩子放学的，有下班的，一群人开始挤在一个电梯里，也许周围人

没有刻意，但在林亦宏的描述里，那个时候他无处遁形，所有人的目

光都投射到他身上：“就是有些人看你，冷冷的，有一种蔑视的感觉。

那一刻，真的想马上停下来，不想送了，特别难受。”

他在电梯口碰到熟识的邻居时，当对方露出惊讶的目光，林亦宏更

显得无所适从，慌乱地解释自己只是在帮一个朋友的忙。

 “做摄影和当快递员，自己感觉就是一个高，一个低，但我不在乎那

么多。”

王德瑞所在的摄像圈子的同事和朋友，也有人知道他做了这份兼

职。他有时候需要两头兼顾，送完快递，再回去剪辑视频。王德瑞说，

在两份工作中不断奔波，有时候自己的脑子都还没有完全反应过

来，两份工作的职业性质、工作内容完全不同，周围的人所聊的话题

也完全不一样。

他能时刻感觉到，摄像圈中其他人的“另眼相看”，在他们眼里，摄像

是一个和艺术相关的工作，而快递员是另一个身处底层的职业，两

者是完全不能颠覆的，摄像师永远不会选择“双��钟点工”这份工

作。

他觉得，自己已经和过去的摄像师朋友不再处于同一个级别中。他

被逐渐被边缘化了。

“但现在我不能在乎那么多，我很缺钱，为了钱我能完全把脸放下。”



即使存在众多的不适应，但��%的“双��钟点工”的日均配送单量达

���单。他们的服务质量和专职快递员并无二致，好评率达到��%。

我们也发现，“双��钟点工”对于这份工作的需求很简单，只要习惯

对他们说一声辛苦了和谢谢，习惯给他们等一下电梯，习惯接一下

他们的电话，这或许是会对很多陌生人都做的动作，如果对他们也

做了，就足以让他们感受到被理解、被尊重，更能坚持下去。



��天能改变什么？或许什么也不能改变，或许很多事情已经在改变。

对于这群“双��钟点工”而言，��天，在没有选择的当下，他们去选择这份短暂又不被外

人看中的工作，背后其实还承载着心愿、寄托和相信。

三、明天的未知与曙光



①小镇青年的向往
“我想离开这个小镇，去北方看一次雪。”
小镇青年冯俊辉，比同龄人更早有了清晰的目标，先赚钱，然后离开钟落潭镇。
随着年龄的长大，他越来越难以接受小镇当地人的默守陈规和“面子文化”。“他们什
么都要攀比，总觉得这个工作那么累，才赚这么点。我的发小宁愿待在家里，玩游戏，
也不想出来送快递。”
冯俊辉没有长期送快递的职业打算，但“双��钟点工”能够让自己的储蓄计划更快实
现。他打算等毕业的时候，存够�到�万，然后离开家乡出去工作，也去看看除了小镇、
除了广州以外更远的世界。



②一个父亲的羁绊
“我们为孩子的付出是一辈子的。这��天，对每一个父亲来说，又算得了什么？ ”
对刘茂再而言，当肩上担起父亲的责任时，很多东西都能够放下，工作、面子、生活
……他说，作为一个父亲，需要为儿子的未来披荆斩棘，编织一个美好的梦。
他打算用双��攒的钱，给儿子买一台笔记本电脑。在他眼里，笔记本电脑对刚读大一
的儿子而言是正需要的东西，是掌握知识的一个途径。刘茂再说，自己能给儿子最好
的礼物就是给他力所能及地创造好的环境，让他多读书，有知识，能够胜过老爸，而
不用被迫谋生。

“并不是想用这份工作给他感动，或者诉说辛苦，只是想告诉他钱来之不易。”刘茂再
说，这份工作，再苦再累，也就只有��天，肯定能够扛下来。他在用实际行动去儿子诠
释一场最好的人生教育课。



③寻找生活的最优解
“明年我可能不会再送快递了，但如果有机会，想以另一种方式参与‘双��’。”
林亦宏说，这次参与“双��钟点工”，的确刷新了他很多方面对于这个行业的认知，这
是他原来接触过程中完全没有想到的。他表示，虽然不会再参加明年的“双��”配送，
但是不排除将来，去从事快递相关行业，比如承包一个区域，招募别人去送。
林亦宏没有一个波澜壮阔的人生和职业规划，但他依然在寻求一种突破，努力让自
己在这个城市生活得更体面。从过去的“想都不敢想会来送快递”，到现在��天的沉
浸式的体验，他开始迈出第一步，去发现更多的商机，为自己和家庭创造更多可能。



对这群“双��钟点工”而言，虽然还没
有成功，但他们一直都在改变的路上，
即使它可能没有尽头。



石家庄张小帅：媳妇快要接近产期，用这笔钱来迎接
我的小宝贝。

深圳胡鹏：我用这
个钱给老家装一个
热水器，家里老人
冬天洗澡方便。

芜湖崔小勇：和老婆结婚��年了，我想
拿这笔收入给妻子补上一颗结婚钻
戒，谢谢她��年来无怨无悔地付出。

北京李孬：小孙
子今年要上小
学了，想给我的
小孙子买一份
保险。

广州张峰：我想给我妈妈买一部手机，因为她之前的手机都用
了�年了，都破得快变形了

杭州童超：想赚一万元，给妈妈换口牙。

长沙张立波：儿子
很喜欢画画，想给
儿 子 报 一 个 特 长
班。

温州吴奇：想存一
点私房钱，然后给
老婆准备个惊喜。

上海魏海军：
我没有文化，
想靠着多挣钱
买房。

石家庄赵文涛：想用这笔钱考驾照，开车
带我奶奶出去玩。奶奶肯定会笑得很开
心，我会很舒服。

杭州仰波：想要和女朋友
一起去一次迪士尼。

义 乌 王 大
鹏：想带我
的老婆和孩
子去旅游。
芜湖陶娟：儿子
刚上小学，想买
一个智能手表，
方便接送儿子上
下学。

四、��天背后的N个心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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