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上图 ： 11月
11日， 在浙江杭
州阿里巴巴西溪
园区媒体中心，
大屏幕显示1小时
3分59秒阿里巴
巴平台上的成交
额冲破1000亿元
人民币。

新华社发

� � � � 下图 ： 11月11日，
长沙邮区中心局， 工作
人员在异形邮件处理线
上忙着处理邮件。
湖南日报记者 傅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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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11日9时，快递小哥周威从快递分拨中心，拖
来了当天上午需要派送的第一车快递，上百件快
递中，不少是“双十一”凌晨下单的快递。

他停在长沙开福区茅亭子社区，给第一个
派送客户打电话，客户不接。抓紧时间，他给第
二个派送客户打电话，被要求放在附近的智能
快递柜。

有求必应。周威立刻骑着车前往附近一座大
厦的智能快递柜处，一扫码，发现快递柜已满。

周威立刻上车，赶往附近另一座大厦的智
能快递柜，依然塞满了快递。

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有空位的智能快递
柜，周威舒了口气，再次拨通客户的电话，征求
同意后，方才放入。

才第一单就费了这么大功夫，这一车得派送
到什么时候？周威看出了记者的疑惑，笑着说，有
些可以放到小区物业，有些可以放在附近的快递
驿站，有些地方的智能快递柜没这么紧张……

“你看，这些就可以放在蓝店驿站。 ”周威
说，“总之， 这些消费者当天就能放心地收到

‘双十一’的快递了。 ”
蓝店驿站，是设在社区便利商店的一个个

快递代收点。 茅亭子社区的杨六食品店，上个
月才开始在自己的小商铺里设立蓝店驿站。

杨老板看到快递车， 赶紧拿出几个塑料
筐，摆在门口，将代收的快递放到筐里。

交接完， 杨老板将收到的快递一一扫码，
附近的人们便可以选取合适的时间来取件了。

今年29岁的周威，从事快递派送3年多时
间。 他边搬快递边说，这几年来，菜鸟、蓝店等
驿站， 还有智能快递柜的设立都明显增多，都
帮快递员节省了不少派送时间。

不一会儿，周威需要派送的快递数量便少
了一大半。

杨老板则有些发愁了。 他说，赶上“双十
一”，看来得把杂物间收拾收拾存快递了。

“快递分拣越来越快，我们忙碌的时间也
提前了，得抓紧才行。”周威跨坐上车，哼着歌，
继续上路，将一件件快递送到一位位满怀期待
的消费者手中。

� � � � 11月11日， 这个最
初被网民调侃为“光棍
节”的日子，从2009年开
始变身“双十一”“剁手
节”， 被打造为一天之内
产生2000多亿元销售额
的购物盛事。这让世界震
惊的一天，消费者享受指
尖购物便利的背后，却有
成千上万的线上客服、电
商主播、 仓库打包员、快
递分拣员、快递小哥们在
忙碌着———

� � � � 11日中午，御泥坊旗舰店的客服小夏匆匆扒了几
口午饭，重新回到电脑前。

她深吸一口气，点亮自己的咨询通道，数十条留
言瞬间涌入屏幕。

“亲，这瓶日霜‘双十一’有什么赠品？ ”“我能享受
满减的资格吗？ ”“哪种面膜最补水？ ”

“公司规定，最慢回复时间不能超过50秒。 ”拥有
近4年客服经验的小夏说完， 便全神贯注投入到答疑
解惑的工作中，她的周围有上百名客服同事，键盘敲
击声此起彼伏。

御家汇客服总负责人介绍，御泥坊是御家汇旗下
品牌之一，除小夏这种专业客服，御家汇今年还为“双
十一”培训了上百名临时客服，人数为历史之最。 但他
也坦言，如果没有机器人客服，仅靠人工客服，恐怕也
难以应对“双十一”期间的巨大咨询量。

记者试着在线上店铺内咨询御泥坊客服， 果然，
御泥坊的机器人客服首先亮相，弹出选项：省钱攻略、
爆款推荐、修改地址、快递……这些常见疑问，不知疲
倦的机器人客服都可以帮忙解决，无法解答的再转到
人工客服。

机器人客服的操控者，是6名AI训练师。她们的工
作，就是搜集一条条客人提出的疑问，归类整理后，将
回复注入机器人的“脑子”里，不断训练机器人客服，
教它“说话”。

“2018年机器人客服上线后，帮我们应答了将近

80%的简单提问，人工客服就能更个性化地为消费者
提供服务了。 ”小夏说。

客服工作任务多、压力大，最开心的是什么时候？
“就是现在，你看！ ”小夏指着屏幕，几秒钟前，在

她的推荐下，一个广西的消费者下了单，在屏幕上给
她发来一个大大的笑脸。

� � � �这个广西消费者的订单，同步到了御家汇的仓库
系统，打印订单、拣货、打包、配送……一系列流程进
行得十分顺畅。

然而，人称“猫哥”的御家汇仓储物流总监知道这
一切来得并不容易。

2011年，他经历了人生中第一次在仓库一线奋战
的“双十一”。 零时一过，前方捷报频传，订单不断刷
新，可是，消费者的热情挤爆了系统，仓库无论如何也
接收不到订单数据。

没有订单，拣货人员、打包人员只得全停下来，几
百双眼睛看着他，门口的快递车已经在等待接货。

1个小时、2个小时，3个多小时过去后， 仓库系统
终于恢复正常，大家手忙脚乱，推着订单车在货架上
四处搜寻商品，缺乏经验的临时人员，要半个多小时
才能完成一个订单的分拣。

今年又如何？ 11日，记者在这里看到，拣货和打包
区井然有序，只有一台台货架在自动移动，往日工作
人员推着订单车满仓库奔跑的画面已经不见。

御家汇今年使用了32台AGV智能机器人拣货，订
单抵达后，它能自动将订单内的商品输送到工作人员
面前，工作人员站在原地，打包、贴好订单即可，完成
了“人找货”到“货找人”的转换。

机器人拣货，跟人工拣配相比，效率提升了5倍，
准确率也大幅提升， 此前需要50多人才能完成的拣
货、打包工作，现在只需八九人即可。

更多的企业使用的是传统的仓
库打包方式。

11日8时，2辆满载安化黑茶的快
递车驶出长沙望城区的金桥国际仓
储物流中心，消费者在安化黑茶旗舰
店上购买的货物，从这里发出。

仓储产品供应负责人邓宗光熬

红了双眼。 11日凌晨，他和打包人员看着订单数一直
上涨，大家心里兴奋，装盒、贴胶带、贴订单的动作也
不觉加快。

记者看到， 仓库里好几个通宵作业后的打包人
员，和衣躺在一旁休息。 依然在工作的打包员，毫不含
糊地给黑茶包裹好泡泡膜，做好防水防霉后，小心放
入纸盒内， 年轻一些的小伙子则负责搬运和整理，不
一会儿，待发货物便整整齐齐地垒成了一堵堵墙。

对邓宗光来说，“双十一”之前就打过热身仗了。 9
月，安化黑茶旗舰店找到当红的淘宝直播主播薇娅合
作，推销针对年轻人开发的红豆薏米金花黑茶，十几
秒内，卖出了6万多件。 邓宗光说，为了赶发货时间，他
们当时直接在快递货车前打包，装好一车就立刻发走
一车，那是他第一次见识到直播带货的魔力。

� � � �越来越多的平台和企业意识到了直播带
货的威力。

11日上午9时30分，搜农坊的直播准时开
始，主播黄锺林把广西的黑皮甘蔗、福建的红
心蜜柚、沅江的手工挂面和江西的赣南脐橙带
到了直播间。

她将农产品一一放到桌上，一条条评论从
屏幕下方弹出。

“橙子皮有多厚？ ”
“挂面会煮糊吗？ ”
黄锺林逐一回答这些问题。
“皮薄、不打蜡、无甜蜜素，这款脐橙的果

香超级浓郁噢！ ”
“沅江的挂面，烹煮都不会糊汤，‘双十一’

还可以用券。 ”
有后进入直播间的观众，不断重复问着相

同的问题。黄锺林一遍遍介绍，讲到兴起时，她
拿起一颗脐橙，伸到镜头前，在直播间剥皮试
吃给观众看。 果汁四溅，黄锺林擦了擦嘴。

“是我最喜欢的脐橙了！ ”“3秒钟内，我想

要得到这个脐橙的购买链接！ ”直播间的观众
瞬间沸腾。

“这恐怕就是直播的魅力之一吧。”直播结
束后，黄锺林告诉记者，她认为，通过真人展
示，观众可以最直观地看到商品的质量，尤其
是农产品，现剥现吃，更有可信度。

汇集全国各地农产品的搜农坊，2018年5
月转型社区团购服务后，目前月销售额已达数
千万元，入驻长沙1500多个小区。

看到各大平台直播带货的威力后， 今年4
月，22岁的黄锺林也开始成为一名直播主播，
作出尝试。

效果不错。“双十一”当天的这场直播，持
续了1个半小时， 吸引了30多万名观众观看。
根据后台的数据，在消费券促销和直播的引流
下，“双十一” 当天的销售额有望突破1000万
元。

黄锺林说，尝到甜头之后，“双十一”期间，
他们预计还会再直播一次，介绍更多湖南本土
的农产品。

� � � � 11日上午， 一辆辆从凌晨开始便等候在
各大企业仓库门口的快递车回来了。

长沙望城大道苏宁望城物流中心的天天
快递分拣中心，快递车停在3号卸货口，后车厢
门打开，卸货组小组长杨秋荣赶紧上前观察车
内快递状况。

包装不规整的大件不少，需要援助。 她立
刻调配人员，自己也站在3号卸货口帮忙。

快递从车内一一滑向传送带。杨秋荣的工
作，就是当碰到长宽高大于1米的大型快递时，
就将其从传送带上推下去，由专人处理；体积
小的快递，确保订单朝上后，便可任它顺着传
送带自动滑向一个个分拨口。

这便是快递卸货员的工作内容。杨秋荣笑
着说：“简单吧，以前可复杂多了。 ”

今年9月， 天天快递搬到苏宁望城物流中
心，配备了全新的智能快递分拣线，快递按省
内、省外等区域，按编号依次到达10条传送带
上后，会经过一个小门，门上装置有6个专业照
相机，不到一秒，快递的重量、体积、所流向区
域等信息便被迅速记录下来，当快递到达可左
右旋转的摆轮处时，便能被准确识别，进入到
相应的分拨口。

这些自动化的步骤，过去都是杨秋荣的工

作。
她需要给每个快递称重、记录，查看收货

地址，然后按下这个快递所应前往的分拨口的
代码。

“不到半天，就看得人头晕眼花了，很容易
按错分拨口。 ”杨秋荣说，最要命的是，大小件
快递没有分开处理时，大件快递还总是卡在传
送带上。

前面快递卡，后面快递堵。心急之下，卸货
员往往选择爬上一两米高的传送带，只求赶紧
疏通，快些卸货。

最多一天爬过几次？“那可数不清喽！ ”杨
秋荣爽朗地笑，“很危险的，现在轻松了，效率
也高多了。 我们按计件发工资，一个月收入多
了好几百元。 ”

快递卸货员年龄普遍在40至50岁， 对智
能化产品的接受程度较低，智能快递分拣线刚
投入使用时，大家不知如何下手，面面相觑，便
捷的分拣线，反而导致快递积压。

40岁的杨秋荣敢于尝试， 很快便掌握了使
用方法，因此当上了小组长。 2个多月后，大家都
能熟练操作，这大大减轻了“双十一”的压力。

杨秋荣说：“大伙现在都享受到了智能化
的好处，来再多快递，也只会越干越起劲！ ”

湖南日报记者 黄婷婷

11月10日23时58分， 长沙市民李利盯着手机，加
紧往购物车里添置商品。 11月11日零时一过，她立刻
点选了10多样商品，提交订单，付款成功，消费2000
余元。

李利有些困，但很高兴，她用优惠券抢到了一件
心仪已久的大衣。 临睡前，她的手机新闻客户端弹出
今年的“双十一”战报：1分36秒，2019年天猫“双十一”
的成交总额突破100亿元， 刷新了2018年2分05秒的
纪录。

御泥坊旗舰店的客服小夏，做好了通宵加班的准
备；搜农坊直播间，直播人员正在摆放11日当天要卖
的农产品；仓库打包员给即将发货的安化黑茶细致地
裹上泡泡膜； 快递分拣员日夜不停地盯着分拣传送
带；快递小哥周威一大早就赶往了快递分拨中心……

在李利进入梦乡后，这些人的忙碌，才真正开始。

� � � � 11月11日， 长沙邮区中心局， 全自动双层包裹分拣机在迅速准确处
理货物。 湖南日报记者 傅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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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客服：应答了近80%的简单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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