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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严谨、实实在在，是第一次见到周生
华，给予我们最直接的感受。这位曾经的刚
毅军人，到今天兢兢业业的保险人，他的转变
与成就，一切都与保险这个行业，有着密不可
分的关系。2002年就进入保险行业的周生
华，十几年如一日，手机成为了他最“亲密的
朋友”，因为里面储存着他每一位客户的联系
方式，无论春夏秋冬、风吹雨打，一年365天，
一天24小时，周生华无时无刻都在默默守
候，“我热爱保险，它是一个值得尊重的职业，
使我的人生经历更加丰富；而理赔工作，则使
我在这个行业得到了快速地成长。”

2007年，周生华加入安邦财产保险安顺
中心支公司，期间，周生华多次被评为全国和
省级理赔优秀员工，机构理赔工作数据在全
国三级机构中排名靠前，所负责的安顺中心
支公司理赔工作曾多次在省级和市级行协组
织的车险理赔服务测评中成绩名列前茅。在
这些闪闪发光的荣耀背后，包含了周生华12

年理赔工作的艰辛与苦楚，“起初，我刚到理
赔查勘岗位时，由于专业技能的缺乏和沟通
方式的不得当，常常在客户与公司的沟通中
出现障碍以及阻力，感觉又累又琐碎；其次，
加上为期两年的异地工作交流，对我的家庭
没有尽到应有的责任和义务，几次都影响了
家庭的关系，这真的让我感到十分头痛。”看
到周生华如此苦恼，公司领导及时帮助他理
清工作思路，建议他从各个方面为家人做好
思想工作。很快，周生华的工作上不仅有了
成效，也得到了家人的理解和支持。“解决了
眼前的问题后，我决心要在专业上下足苦功
夫，终于，我的工作方式得到了改进，工作效
率、工作效果都得到了极大提高，专业素养的
提升，不断地让客户得到满意的服务……客
户和领导都纷纷为我点赞，这使我深深地感
受到这份工作带来的自豪感和满足感，之前
一切辛苦的付出都是有意义，有价值的！”

作为保险工作者，特别是冲在理赔前线

的保险人，过硬的专业素质和绝对的执行
力，是他们必须具备的“理赔岗位双项技
能”。此外，7*24小时风雨无阻、白加黑不
间断的工作模式，都是理赔人员习以为常的
生活方式。如此坚守，就是为了以最快的速
度去保障客户生命安全、减少和维护客户财
产的损失，这是压在他们肩上的重担。“为了
处理好每一个理赔案子，我虽然牺牲了许多
陪伴儿女、照顾父母的时间，但当每次妥善
解决好案件，获得客户的认可时，我就会觉
得，什么都值了！”

这个曾经在军营中挥洒汗水的男儿，现
在也依然将他那份“不抛弃，不放弃”的军人
精神，渗透在他的一言一行中：因为他的严
谨，理赔案件得到了公平公正的处理；因为他
的真诚，客户得到了如同避风港般的安稳。

“我是当兵出身，转业后，自从加入光荣的保
险队伍那天起，感受最深的，就是这份工作，
与军人的自身要求，是有着共性的，那就是：

‘使命感和责任感’。保险作为国家金融体系
中的一个强有力工具，发展到现在，不仅仅为
大众化解风险、保障未来，逐步还成为了社会
经济的助推工具。作为保险人，为客户提供
全面优质的保险产品，是我们的使命；在客户
面临大灾大难、意外风险、疾病困扰时，我们
挺身而出，解客户于危难，就是我们的社会责
任。作为一个新时代的保险人，就职在保险、
成长在保险、服务于保险，让客户增值、公司
增值、自己增值，做好保险理赔队伍中一颗不
生锈的‘螺丝钉’就是我肩负的责任，服务大
众我也以此为荣！”周生华铿锵有力地向我们
诉说着他对保险的理解与热爱。

认真工作，贴心服务于客户，始终是周
生华所秉承的工作原则；“干一行，爱一行”、

“舍小家，顾大家”，是周生华作为保险人不
悔的决定；“您只管安心出行、我们愿意以
12分的热情为您保驾护航”，是周生华对客
户的终生承诺！

安邦财险安顺中心支公司理赔部经理
周生华

杜云燕，2003年从安顺市床单厂下岗后，
经人推荐，正式进入保险行业，至今已有16个
年头。成为保险销售之前，杜云燕曾独自经营
一家快餐店，然而收入并不景气，这样的状态
下，对于还需抚养孩子的杜云燕来说，十分窘
迫。在朋友的劝说下，杜云燕忐忑地开始了她
的保险人历程：她开始了解保险，学习保险知
识……那时的她已经37岁，与社会其实是处
于脱节状态的，工作经验、资源网络一切都是
空白，对于她来说，一切都得从零开始。

初与她见面时，大家都称她为“杜哥”，不
仅是因为她直爽的性格，也是因为那一副由
于工作用嗓过度的沙哑嗓音。在她身上，我
们能看到的，是最朴实劳动人民自带的那一
种踏实与真诚，然而，她所经历过的保险人的
苦，只有她自己知道……也许在最初，对于杜
云燕来说，保险只是一个谋生的“饭碗”，她以
最乐观的态度去面对这条路上的任何一个困
境，生存给予了她最大的勇气。但，她始终是

个女子，受了最亲密朋友的误解、客户的白眼
和冷言冷语，甚至是一些“莫须有”的罪名：

“不买你保险的时候，人没有事，一买你的保
险，人就出事了！”尽管心里有万千委屈，也始
终没有击垮杜云燕：朋友误解，她将学到的保
险知识悉数讲解；客人要求退保，她自掏腰包
补贴……这个看似强大的女人，其实内心非
常脆弱，但在生活面前，不坚强，又能如何？
轻易认输，不是她杜云燕的做派！

在聊起杜云燕曾经的一位客户时，她潸
然泪下，“他是浙江人，看我工作辛苦，快餐
店保险公司两头跑，一直在我这里为他的两
个孩子加保，真的特别支持我的工作……”
但正如那句话所说：谁知道明天和意外，哪
一个先来。杜云燕的这位浙江籍客户，突然
因病倒下，“我给他拨打的回访电话，他没有
接，后面才得知他已经病倒，我觉得，我一定
要去见上他一面！”就是这个从来没有出过
远门的老大姐，自己摸索着如何订机票、托

运、乘机、转机，再经过火车、客车，甚至是三
轮车的颠簸后，几经周折，杜云燕跨越了
1893公里，来到了这位客户家里，躺在床上
的客户在看到杜云燕的到来，含着泪与她见
了最后一面，离开了人世，所幸的是留下了
72万元的保险金，给到家人些许安慰……
说起这些，杜云燕数度哽咽，她亲身经历了
这样的人情冷暖、生离死别，从她的描述中，
我们能真正地体会到最基层保险人的诸多
心酸。因为这些经历，杜云燕也曾经想要放
弃，但同事、领导的坚持以及保险这个行业
的包容，让她重燃信心。

通过自己的经历，杜云燕发现，以往过
去客户对保险的误解，其实深层次的原因是
险种配置不齐全、对于保险的认识还不全
面。由此杜云燕还为我们讲了一个非常生
动的例子：“你买了冰箱，想看电视，不可能
拿冰箱看电视呀！其实险种配齐后，小到猫
抓狗咬、跌打损伤，大到恶性肿瘤等重大疾

病，都是可以给客户办理的。”这位接地气的
杜大姐，从来不会生硬地向客户“强买强
卖”，用她自己的话说：姐卖的不是保险，卖
的是理念！她销售保险，其实是在与顾客沟
通观念，修正客户对传统保险的误解。通过
这样的方式，杜云燕迄今已经累计了400多
位忠实客户。

杜云燕的保险生涯，一路走来，有辛酸，
有收获，也许我们不曾经历过她的人生，但
是从她落下的泪水，我们看到的只有对客户
的负责、对保险行业的赤诚、对企业的一腔
热血。“给客户提供了保障，不光是自己创造
了价值，还给孩子树立了榜样”，现在已经
52岁的她，依然向我们表达着她对保险行
业的热爱。从下岗到再就业，保险给予了她
第二次重生的机会，企业对她的培养，杜云
燕自我的正确认识及努力，人生的价值如何
再次得到完美实现，她的经历给了我们一个
正能量的展示！

富德生命人寿安顺中心支公司分区经理
杜云燕

“是金子，走到哪里都会发光”，2007年
由于虹机厂企业改制走出社会的吴青，一直
将厂领导这句话作为鞭策激励自己的箴
言。机缘巧合，2008年，她走进了保险这个
充满着机遇和挑战的行业，至今已经 11
年。聊到关于保险行业的种种，吴青始终面
带着自信的微笑，大方地向我们介绍她与保
险的不解情缘……

“其实一开始在我做保险的时候，我的家
人十分不理解，说经常加班，应酬又多，并不
知道这份工作对于我的意义是什么，但我也
在坚持不懈地给家里人做思想工作。”接着，
吴青给我们讲述了让她印象最深的一件事：
客户出险了，深更半夜的客户方非常着急，吴
青接到电话后，二话不说，穿起衣服，拉上丈
夫陪着她开车直奔现场。吴青与丈夫到达现
场时，查勘员还没有到达，吴青先安抚着客户
和伤员，给客户处理得十分稳妥，客户非常感

动。自此，吴青的丈夫终于明白了她工作的
不容易，慢慢的，也就理解了她，同时也感受
到了吴青在这个行业里存在的价值体现。

除了感谢丈夫对自己的理解，说起自己
的婆婆，吴青的眼眶也慢慢湿润……由于她
和丈夫都因为工作繁忙而顾不上家里，80岁
的婆婆揽下了照顾家里及外孙的重任，婆婆
从来没有对吴青的工作抱怨半句，反而十分
理解，“结婚21年了，婆婆和我没有拌过一次
嘴，每天下班回到家，婆婆总是把可口的饭菜
给弄好，回到家我就吃现成的，也不用操心家
里的琐事。”吴青的保险事业能如此成功，家
人的理解，确实是对她最大的支持。

在2013年，吴青选择加入中国太平财
产保险有限公司，并共同筹建太平财产保险
有限公司安顺中心支公司。作为“元老之
一”，吴青将她对保险的满腔热情，都投入到
了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安顺中心支公司

的建设上：工作上，她任劳任怨，不断提拔和
传授保险经验给予自己的同事；生活上，吴
青和同事及团队就像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共
渡难关，永不放弃。工作这么多年，这期间
也有酸甜苦辣，有时也会受很多的委屈，饱
受太多心酸，但吴青和她的团队始终坚信：
保险就是精诚服务，诚信做人，人做好了，自
然而然口碑就出来了。

在聊到让自己最感动的客户时，吴青开
始回忆：“我记得有一次我的车商客户，我不
认识他，他家里面有几辆高端车，正好有两台
前后出险，其中一台正好在我们太平投保，赔
款金额在10万元左右。前一天下午四点钟
左右，客户把所有的资料交给我，第二天早上
十点钟，款就到账了。我马上回访客户，客户
非常激动，告诉我还以为太平是家小公司呢，
没想到理赔速度这样快，客户说以后他家的
车就全部转到太平来投保！”听到客户的赞许

和认可，吴青心里无比欣慰，那股抑制不住的
暖流，从她的心间缓缓流出，这也更加坚定
了，她对保险这份事业的热爱！

加入太平，让吴青收获不少，也获得了不
少荣誉：2014年荣获“太平贵州分公司优秀
拓展团队”荣誉称号、2015年荣获“太平贵州
分公司展业标兵”荣誉称号、2016年荣获“太
平安顺中心支公司优秀管理干部”荣誉称号
……谈起这些荣誉，吴青说道：“这些荣誉不
是我个人的，荣誉是大家的，是大家发挥团队
精神、努力拼搏、精诚合作的共同结果！”

对于这11年在保险行业的沉浮，吴青
感慨地向我们说道：“选对了平台，选对了行
业，一直坚持走下去，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收
获。品质决定价格！人品决定销量！选择
从信任开始！您刚好需要，我刚好专业。越
努力，越幸运！不管您来与不来，我都会在
太平一直等着您！”

太平财险安顺中心支公司车商部经理
吴 青

一个西南交通大学“计算机与科学技
术”专业毕业的四川妹子，本应有着更加广
阔的奋斗天地等待她去开拓，而她却毅然决
然跟随丈夫来到安顺，与保险行业共同书写
了一段10年的保险人故事，她，就是张玲。

初来乍到，在一家小型电脑培训班就职
的张玲，工作一段时间后由于个人原因，机
缘巧合下,加入到了天安财险安顺中心支公
司，期间她经历过理赔岗位、综合岗位，一直
到现在的理赔部副经理，张玲的经历恰恰印
证了：无论在哪个岗位，首先得做好自己，把
自己做好了，才会得到更好地提升。

“在进入天安之前，我有一个月的待业
期。在我倍感无助时，是天安向我伸出了
援助之手……进入天安后，我首先是觉得
理赔工作很有意思，其次，理赔工作的专业
性要求非常强，个人素质要求特别高，在这
样的条件下，我就能够继续学习下去，提高

自己。”从张玲的话语中，我们能深深感受
到她对保险行业的信任以及钟情。从业10
年以来，张玲获得了公司领导、同事的赞
赏，以及同行业的尊重，并在工作期间多次
获得公司省级、市级“优秀员工”和“优秀干
部”称号。同时，作为党员的她，一直以党
员的标准在工作和生活中严格要求自己，
在广大群众中起到了先锋模范作用，并且
还通过自身的不断摸索创新，研究出了一
套切实可行、科学合理的理赔工作流程，提
升了公司理赔效率及服务水平，多次在分
公司内部进行宣导及推广。

10年的理赔工作，试问有多少人能够
坚持？在每一个成功调解的案件背后，都是
不眠不休地事故分析、不厌其烦地登门拜访
以及不被客户理解的心酸委屈，这样的工
作，张玲做了10年，专了10年，爱了10年。
当被问起，在这样的时刻高压下，是否有想

过放弃的时候，张玲笑着说道：“10年中，我
遇到过很多困难，也曾经想过放弃。确实，
有时受到的委屈比较多，因为在理赔过程
中，客户的心情都是比较急躁的，这也能理
解，然而在调解的过程中，如果调解不成功，
客户就会埋怨我们，甚至是谩骂。在这样的
情况下，很难不去想放弃这事，重新谋个轻
松的工作。但总是在睡一觉后，第二天起来
就好了，继续梳理案件，与客户深入沟通，把
理赔完成。”

在加入天安以前，张玲就是一个保险小
白，跟大众看待保险的眼光是一样的：保险
是骗人的，跟传销没什么区别。但进入这个
行业之后，张玲才真正了解到保险的作用：

“其实在我们处理很多事故的时候，我们是
真正为客户着想，急客户之所急，客户出了
事故以后，能及时找到我信任我，我也实实
在在为客户提供了一个后续的保障，弥补了

客户的损失，这让我感到特别自豪，觉得自
己的工作得到了一个价值的体现：客户需要
我，我的存在就是有意义的！”

在张玲的身上，我们能看到：一个认真
工作的人，只能称作称职；而一个用心工作
的人，才是企业的优秀。能力固然重要，但
工作态度决定一切！在张玲的10年保险之
路中，她将能力和态度相结合，为企业及社
会创造了最大价值。用心，不但使她做好本
职工作，也让她长远地思考规划未来，完美
的诠释了自己的生命内涵。在谈起未来保
险行业的发展时，张玲坚定地表示，无论外
界的声音是怎样，她都将坚持做自己，把自
己的本职工作做好，尽她的微薄之力，与团
队成员的众人之力，一定会为社会更好地服
务。“该承担起来的，保险人绝不推卸！”同时
她也相信，在新时代保险人的共同努力下，
大众对保险的态度终会改变。

天安财险安顺中心支公司理赔部副经理
张 玲

中国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曾对劳
动的意义如是说到：“伟大的成绩和辛勤的劳动是成正比例的，
有一分劳动就有一分收获，日积月累，从少到多，奇迹就可以创
造出来。”劳动，创造了中华民族的辉煌历史；奋斗，推动着我们

迈向全面小康。在我们的身边，众多的劳动者平凡而伟大，他们
的辛勤付出，创造了巨大的社会价值，同时也让我们的生活变得
美好。然而，有这样一群劳动者，他们的职业不为大众所认可，误
解、埋怨甚至是叱骂，是他们常常要面对的。但这依然不能阻挡

他们继续奋斗在这个行业当中，并且还继续用他们自己的方式为
城市的建设添砖加瓦，让广大群众的利益得到保障，为自己的人
生奋斗出幸福的篇章……他们就是，保险人。一年四季不管寒暑
秋冬，他们都在为保险事业而奋斗，将保险作为毕生的信仰。

新时代保险人：

用辛勤劳动托起中国梦 谱写时代最强音
□雷雪

保险——平凡的工作，神圣的事业。“也许保险人
不是慈善家——然而，他们提供处理财务的建议将使
人们不再依赖救济！也许保险人不是小说家——然

而，他们可以让意外的悲剧得到最温暖的慰藉！”世人
对他们并不了解，甚至有些人还误解他们，冷漠他们。
这份苦，只有保险人自己心里知道。劳动者勤劳的身

影遍布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于他们来说，在为别人
带去幸福的同时，奋斗也是一种幸福。在这中华大地
上，千千万万劳动者正以高度的主人翁责任感、卓越的

劳动创造、忘我的拼搏奉献，在平凡岗位上做出不平凡
的业绩。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让我们向所有
辛勤奉献的劳动者们，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