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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后美团聋哑外卖小哥的奋斗记：

无声世界，他用辛勤拼出幸福与希望

在贵阳街头，每天都能看到一群身着黄衣的身影穿梭于城市

的大街小巷，无论是商场、小区还是写字楼，都能看到他们的身

影，电动车和头盔，是他们的标配。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外

卖小哥。

要做一名合格的外卖小哥并不简单，需要一副好体力，能在

每天 10 余小时高强度的奔波与碎片化的抢单中循环切换； 也需

要好毅力，无论严寒酷暑，早上爬得起来、晚上熬得下去。

聋哑人做外卖小哥是什么样的体验呢？ 90 后聋哑人龙取贵

就用行动给你答案。 作为云南跑腿帮贵阳站的一名美团外卖骑

手，他不能听不能说，就用手机打字与商家和顾客沟通。他最开心

的事就是收到顾客的好评，最大的心愿就是努力赚点钱给女儿最

好的生活。

为了干好这份工作，他每有空闲就背贵阳市区的道路，不放

过每一条背街小巷。 为了服务好顾客，他一遍又一遍地给顾客发

信息。 在龙取贵认看来，虽然自己又聋又哑，但既然做了父亲，就

必须承担责任。同时，他认为只要自己足够勤奋努力，又愿意动脑

学习，就会多劳多得，给女儿及家人一份幸福美满的生活。

据了解， 龙取贵有一个 3 岁

的女儿。 由于妻子已经离开他，现

在女儿在老家由父母帮忙照顾。

在龙取贵看来，外卖骑手的工

作相对还是比较辛苦的， 不过，想

着能挣钱给女儿提供更好的生活，

再辛苦都不是事儿。龙取贵把手机

屏保、微信屏幕等都设置为自己和

女儿合影照片。他说看到女儿开心

的笑容，让他更加有信心。 他最大

的心愿，就是挣更多的钱给女儿提

供更好的生活。

“现在儿子能自食其力，我们

都比较欣慰。 ” 龙取贵父亲龙会堂

告诉记者，由于儿子有残疾，多年

来儿子的生活、工作等问题一直是

他们的心病。 儿子在外务工这些

年，每隔三五天他们都会和儿子视

频，了解儿子的现状，确定儿子平

安。 如今得知儿子干得很开心，两

老宽心了不少。

“他虽然不能说话，但是大家

的开心果。 ” 在同事杨理涛眼里，

龙取贵一直非常积极乐观，总是充

满希望。他说竖起大拇指向同事打

招呼是龙取贵的招牌动作，受他的

影响，如今这个动作成了同事间的

默契互动方式，常常彼此相互点赞

加油打气。

对于未来， 龙取贵充满信心。

他认为虽然自己又聋又哑，但既然

做了父亲，就必须承担责任，相信

自己可以做得不比别人差甚至更

好。人残志不能残，在龙取贵看来，

外卖小哥只是一个平凡的工作，但

只要努力就有希望，也能让自己及

家人的生活变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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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11 月 29 日上午，记者来到云南

跑腿帮贵阳站的沙冲路站点。 看到

记者后，龙取贵竖起大拇指，比出一

个点赞的手势， 微笑着向记者打招

呼。 他身高不高，身材单薄，但给人

很阳光、乐观的的印象。

由于不能说话， 记者添加了他

的微信，通过打字聊天进行采访。 通

过微信或短信打字聊天， 这也是龙

取贵和商家和顾客沟通的主要方

式。

记者了解到，现年 29 岁的龙取

贵老家在六盘水市盘州市。 在贵阳

的聋哑学校高中毕业后， 龙取贵先

后在贵阳小河、 湖南长沙等地的工

厂工作过一段时间， 后来在浙江开

始了自己的送外卖生涯。

龙取贵说，由于自己天生残疾，

在就业方面受到了很多限制。 之前

虽然辗转了几家工厂工作， 但均不

如意。 接触送外卖这个行业后，他产

生了兴趣。 用他的话来说：累并快乐

着，虽然辛苦些，但是挣得多。今年 7

月， 龙取贵从外省回到离家更近的

贵阳。

“做外卖骑手要懂得操作流程，

能与客户沟通，服务态度好，这些他

都满足， 而且公司也本着人性化也

想给他一个工作的机会。”云南跑腿

帮贵阳站沙冲路站点代理站长刘帆

说，今年 7 月，龙取贵成功通过面试

成了他们中的一员。

据了解，云南跑腿帮在贵阳有 7

个站点， 其中的沙冲路站点的业务

主要集中在以鸿通城为中心向外扩

展 3-3.5公里外的区域。为了干好工

作，龙取贵每有空闲时间，就着手背

贵阳市区的地图， 尤其是站点附近

区域的道路， 详细到每一条背街小

巷以及一些小区的内部道路。

90后聋哑小伙，变身外卖小哥

无声的世界，他靠打字与顾客交流

中午饭点是订单高峰期， 采访

间隙，龙取贵不断查看手机，生怕错

过一个派单。

11 点 27 分，龙取贵接到美团指

派的订单任务。 他随即骑上电瓶车

出发，来到鸿通城商场楼下。 商场的

商家早已是熟门熟路， 进入商场后

他径直来到 3 楼的汉拿山韩式烤肉

店，此时商家已经把外卖备好。 走进

店里，他微笑着举起右手食指，对着

店员比出一个“1” 的手势。 该名店

员心领神会地向他比了一个“OK”

的手势， 随后将一份外卖交到他手

中。

龙取贵小心翼翼地装车， 随后

骑着电瓶车出发。 鸿通城周边的道

路他早已烂熟于心，一路左弯右拐，

几分钟便来到青云路的经协大厦楼

下。 在等待电梯及乘坐电梯期间，他

拿出手机发了 2 条信息通知顾客。

“您好，我是美团骑手龙取贵，您点

的韩式烤肉（鸿通城店）订单马上

送到，请您保持电话通畅” 、“您好，

我是聋哑人不能和您语音交流。 我

马上正在送达给您， 麻烦您耐心等

待，谢谢！ ”

到达 11 楼后，由于订单没有写

具体房号， 龙取贵再次拿出手机发

信息核对房间号。 等待约 1分钟后，

终于找到了下单顾客。 龙取贵微笑

着上前鞠躬， 双手将外卖递到客户

手中。

随后， 龙取贵又接到送奶茶的

订单。 他返回鸿通城一楼的霸王茶

姬店取出一杯奶茶， 来到玉厂路 62

号附近。 由于周围均是老式民房，且

订单信息不清晰， 他在楼下接连发

信息确认地址后， 爬到 7 楼将奶茶

送至顾客手中。 两个订单派送时间

为 47分钟，他很好地完成了派送。

据了解， 考虑到龙取贵的特殊

情况，站点在派单、送单等方面给予

了一定帮助和照顾， 同时也建议他

每送一单都提前给顾客发信息。 龙

取贵一直严格执行，并做得很好。 打

开龙取贵的手机记录， 每一单他都

给顾客发了至少 2条以上信息。“通

过发短信进行沟通， 一是对顾客负

责，让顾客放心，另外也是避免客户

打电话催单而他无法接听造成误

会。 ”刘帆说。

外卖骑手， 看似简单的体力

活， 但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对于生活在无声的世界里的龙取

贵来说，相对就更加困难。

为了不耽误顾客用餐，他取餐

时很多时候都是一路小跑，尽可能

缩短时间； 由于无法打电话沟通，

顾客不一定看到他的信息，他要反

复发很多条信息，甚至求助站点帮

忙打电话联系；遇到暴雨等恶劣天

气、交通赌堵塞等情况时，还要设

法耐心发信息给顾客解释……

几个月的派送工作，龙取贵也

尝到了工作的艰辛。 他说虽然大

多数人对他的工作都给予理解与

支持，但偶尔他也碰到过不讲理的

客人。 他有时候感觉到有些人还

是会瞧不起他， 瞧不起他的工作。

不过，龙取贵很乐观，他说自已凭

着辛勤劳动挣钱，只要自己足够勤

奋努力，又愿意动脑学习，就会多

劳多得。

考虑到龙取贵的特殊情况，公

司在“准时率” 、“差评” 等方面对

龙取贵的考核评相对要宽些。 不

过， 龙取贵没有放松对自己的要

求。 在他看来，获得好评不仅是顾

客对自己工作的认可，同时也是对

外卖骑手的认可。他认为自己虽然

有残疾， 但也能向普通人一样，很

好地完成工作。

“看到外卖小哥的时候很惊

讶，后来才知道他是聋哑人！ 小哥

哥加油，很棒!”“聋哑外卖小哥服

务态度很好，笑容很灿烂，很有礼

貌，加油！ ”……在美团上，不少顾

客都被龙取贵身残志不残的精神

所感动，也都对他的服务给予了肯

定。 一些顾客知道他的情况后，还

留言为他加油打气。顾客们的好评

和鼓励，在龙取贵看来是最开心的

事儿。

“虽然不能听也不能说，但他

的业绩很不错，公司上下都挺喜欢

他。 ”刘帆说，龙取贵工作很积极，

业绩并不输给其他人。 以 10 月份

为例，龙取贵共送单 939 份，月收

入在 5000元左右。

最大的心愿：给女儿提供更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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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开心的事：收到顾客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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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后外卖小哥龙取贵

许多商户和他已经很熟悉，有时他来取单，只需做一个手势商户就立马懂得了

熟能生巧，他的派单没有出现过超时

他最开心的就是顾客给他满分好评90后外卖小哥龙取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