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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昌 2 月 19 日电(记者林浩、余贤红)对
江西籍工程师高丰城而言，这个春节过得有些不一
样。抢票的焦虑、行程的匆忙、离别的伤感，这一切都
随着 2018 年他回乡工作而成为过去式。

今年 40岁的高丰城是汉腾汽车有限公司技术
研究院从事控制领域软硬件开发的工程师。由于家
乡对口的就业机会有限，高丰城曾经远离妻儿，在上
海一家研究院工作多年。如今就在家附近上班，返乡
工作后的高丰城对现状颇为满意。

像高丰城一样带着经验和技术返乡的工程师还
有上饶人徐明辉。2006 年从河南科技大学测量工程
专业毕业后，徐明辉就职于外地一家大型国有车企，
并成为公司一名基层领导，但他一直想找机会回乡
发展并照顾父母，苦于没有合适的岗位。

这些工程师顺利返乡的关键因素之一，是汉腾
汽车等汽车生产企业在上饶的落户，而这背后是江
西大力发展新经济的努力。早在两年前，江西出台的

《关于加快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能的意见》明确提
出，主攻新制造经济等新经济，做大做强大航空、新
能源及智能汽车、新型电子等产业，同时积极吸引赣
籍人才回乡发展。

上饶经开区招商局局长张小龙介绍，截至目前，
上饶市已聚集 6 家整车生产企业，5 家汽车核心零
部件企业，70 多家相关配套企业，并力争未来 5 年
再吸引 300 家零部件生产企业。“这为吸引更多的工
程师返乡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就业条件。”

徐明辉说，放弃外地待遇不错的工作，看似轻而
易举，实则不亚于一次“冒险”。工作机会稳不稳定、
能不能发挥所长、待遇好不好，心中的诸多问号都随
着回乡工作的推移变成了句号。“相比成熟的大企
业，成长型制造企业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就
返乡工程师个人而言，却意味着更多的机会和挑
战。”

“返乡工程师可以让企业研发少走弯路。”汉腾
汽车有限公司技术研究院相关负责人认为，返乡工
程师在发达地区和大型企业工作期间积累的技术
经验、管理经验，对于提升中部地区制造企业的研
发能力和研发标准，完善企业制度体系有着重要作
用。

整车控制器是汽车的核心零部件之一，过去汉
腾汽车公司主要从外企采购。2018 年，在高丰城等
返乡工程师的努力下，汉腾顺利实现整车控制器核
心技术自主化，填补了企业空白。这样的案例还有不
少。据了解，截至去年 11 月，汉腾汽车已拥有 110 多
项整车设计开发主流程、370 余项企业标准，累计获
得授权专利 331 项。

除了技术助力、完善企业管理之外，工程师的
返乡还有利于本土工程师的培养。1996 年出生的
郑辉鹏是汉腾汽车有限公司的一名助理工程师，去
年从东华大学毕业后即入职汉腾。在校期间，他的
专业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而非汽车研发制造相
关专业，但在高丰城等人的带领下，他有信心成长
得更快。

汉腾汽车有限公司的案例是“工程师返乡”现象
的一角。记者了解到，2018 年上饶全市回引的优秀
专业技术人才、高技能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等相
关人才 300 余名，项目 450 余个，投资总额超过 800
亿元。

“随着越来越多的工程师返乡就业，‘工程师红
利’将在内地制造业的发展中进一步释放。”张小龙
说。

新华社呼和浩特 2 月 19 日电(记者任军川、哈
丽娜)正月的苏尼特草原寒冷依旧，瑞雪给草原盖上
了一床白色的“薄棉被”。一群羊在雪地里觅食，牧民
苏和拿着手机，通过网络直播羊群的动态。

“这两年，我把牧场搬到了互联网上，通过微信
和直播平台销售羊肉，在国内已拥有许多固定客
源。”苏和说。

“80 后”蒙古族小伙儿苏和是内蒙古自治区苏
尼特右旗乌日根塔拉镇那仁宝拉格嘎查牧民。头
脑灵活的他，2012 年开始单枪匹马闯市场，推销
自家养的苏尼特羊。“过去是用车拉着羊去周边城
市推销，成本高、肉价低，一年挣不上几个钱。”苏
和说。

近年来，移动互联网的普及深刻改变了草原牧
民的生产生活，他们在网上聊天、购物、追剧，还通过
移动互联网将草原上的优质畜产品销售出去。

从 2015 年起，苏和通过微信和其他互联网平台
做推广和销售，逐渐打开了羊肉销路。“网络可以把
羊肉卖到更远的地方，每年都有很多北京、上海等地
的消费者通过网络向我订购羊肉，尤其是过年前，就
会出现供不应求的现象。”苏和说。

消费者通过微信等网络平台下单后，苏和会根
据顾客的不同需求，将羊肉分割，精心包装快递到顾
客家里，顾客坐在家里就能享用到正宗美味的苏尼
特羊肉。目前，苏和每年都能销售苏尼特羊 3000 多
只。

2016 年 3 月，苏和带领 7 户牧民成立了“苏和
牧民合作社”，带领牧民一起增收致富。

朝格图是那仁宝拉格嘎查贫困户，去年他加
入苏和牧民合作社。合作社不仅把他的羊都高价
销售出去，年末还给朝格图价值 3000 元的饲草料
作为分红。朝格图说：“过去我们只能将羊卖给附
近的屠宰场，价格比较低，自从加入苏和牧民合作
社后，我们自己就能将羊卖到全国各地，收入翻了
近一番。”

为了吸引更多的顾客，苏和牧场对销售的羊
肉品质要求非常严格。他们采用传统放牧养殖与
现代化管理相结合的方式，对养殖的每个过程严
格把关，对羊肉加工、包装等过程也都认真细心对
待。

“我们销售给顾客的羊肉都是从合作社牧场挑
选的最优质的苏尼特羊肉，只有保证好的品质，才能
实现更好的发展，才能带动牧民持续增收。”苏和
说。

工程师回乡后

苏和的云牧场

新华社重庆 2 月 1 9 日
电(记者韩振)走进长江之畔
的重庆市巫山县平安村，一
个个农家小院错落有致，房
前屋后打扫得干干净净，一
幅幅春节对联贴在门框，一
个个橙红柑橘挂满枝头，展
现出一副喜庆祥和的田园生
活画卷。很难想象几年前，这
个村子是“脏乱差”的代名词，
不少人为红白喜事大操大
办。

“那时候几乎天天有人整
‘无事酒’，谁办的酒席多谁有
面子，办酒还要请村干部当
总管，攀比之风盛行。”平安村
村委会主任卢光伟回忆说，
由于自己是村委会主任，三
天两头被人请去当总管，自
己碍于面子也不得不去，一
年要吃 1 0 0 多次酒，光份子
钱就要好几万元，真是“死要
面子活受罪”。

与此同时，村容村貌却
无人关心。“每年汛期，江水都
会冲过来很多漂浮物，一些
村民就从江里打捞塑料瓶卖
钱，捞树枝烧锅，并把它们随
意堆放在村子里，搞得村里
像个‘垃圾场’，你去劝他讲求
卫生，他说你搞面子工程。”卢
光伟摇着头说，村里的生活
垃圾也乱扔，一到夏天苍蝇
满天飞。

5 年前，巫山县在全县
范围内整治“无事酒”，引导全
县移风易俗。平安村也在当
地政府的指导下，成立了由
村里的党员、村医、退休教师
等人组成的乡村文明评议小
组，开始扭转村里不正确的
“面子观”。

“我们规定只有婚丧嫁娶
才能办酒席，禁办升学酒、乔迁酒、生日酒等，
并且酒席原则上不超过 10 桌。同时，村里开展
乡村文明评比活动，每个季度对村小组进行评

比一次，优秀和落后的分别在大
会上通报，并在村委会张榜公
布。”平安村党支部书记赵光华
说。

规定一出台，就受到了挑
战。村民老王的女儿考上了大
学，准备大摆宴席。评议小组了
解情况后，随即上门进行劝解。
老王倒还好说话，但他的妻子
却不听，觉得没有面子，非要摆
酒不可。最后，评议小组给老王
的女儿做工作，他的女儿出面
才说服了母亲。其他村民知道
后，也纷纷打消了摆“无事酒”的
念头。

乡村文明评比开始后，村容
村貌很快有了改观。“你不讲卫
生，会连累村小组，别人也会跟
着你被通报，还要张榜公布，这
个面子丢不起。”68 岁的村民毛
和益说，“村民们都讲面子，谁也
不愿意被通报、上黑榜，所以都
自觉地把村前屋后收拾得干干
净净。”

毛和益把记者领到自己家
里。他的院子里十分整洁，低矮的
院墙上还摆了几盆花卉。院墙外，
种有柑橘树、李子树、核桃树，果
树下的菜园里，白菜、莴笋等蔬菜
长势喜人。不远处，长江之水滚滚
东流。

“我两个孩子在城里工作，
他们一直喊我们过去住，但我们
不想去，舍不得这里的空气，也
舍不得这里的风景。”毛和益说，
“以前城里的亲戚不愿意到我家
里来，因为村里太脏了。现在村
里环境变好了，城里的亲戚也经
常来家里玩，自己觉得很有面
子。”

几年前的年头年尾，也是
“无事酒”请帖满天飞的日子，但
这几个春节毛和益过得很清净。

今年，全村只有一嫁一娶两个酒席。“村里的
面子观真的改变了，‘无事酒’没了，更讲卫生
了。”毛和益高兴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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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西安 2 月 19 日电
(记者薛天)没出正月，秦巴山区
依然阴冷，中午难得晴了一阵，陕
西省旬阳县小河镇张良村的安置
社区里，老太太黄加银和其他居
民围坐在一起，一边聊天，一边晒
着太阳。

“原本想着自己这辈子命太
苦，再遇不上什么好事。没想到老
了老了，政府不要钱，就把新房的
钥匙交到了我手里，让我圆了一
辈子的安居梦。”见到记者，黄加
银的笑容洋溢在脸上。

黄加银今年 70岁，她的丈夫
吴丰炳 74岁，耳朵有残疾，基本
听不见。和老两口同住的还有吴
丰炳 65岁的弟弟吴丰应，体弱多
病，终身未婚，是村里的五保户。

此前，3 位老人一直住在年
代久远、破烂不堪的危房里，离最
近的通村水泥路还有 1 . 5 公里
的距离。老房子是土木结构，泥墙
石瓦，从 25岁嫁到吴家开始，黄
加银就在这栋土房里住。“吴家世
世代代都穷，老房子传到我们手
里已经是第四代。由于常年失修，
经常是屋外下大雨，屋里下小
雨。”黄加银说。

在她的记忆里，老房子修过
两次。第一次是 2000 年，由于没
钱，只在房子上面插了些瓦片，盼
着下雨时漏雨少些。

“第二次是在 2015 年 8 月，
房子感觉马上要垮，实在没法住。
一咬牙，我们把房棱子、椽子、瓦
片全部换了，花了将近 5000 元，
借遍亲戚朋友才凑齐。”黄加银仍
记忆犹新。

因为穷，黄加银过去的家里
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家里
最值钱的“家电”，实际上是一台
喂猪用的玉米粉碎机，还是花 300
元从邻居家里买来的二手货。

老两口原本有两个儿子，但都去世了，家
里没有壮劳力，也就断了收入来源。“可儿子
没了，还有政府想着我们，真是要感谢共产党

的好政策和好干部啊。”黄加
银激动地说。

跟随着老人来到她的新
居，首先看到的是门上新贴
的对联：上联是“喜迁新居国
家关爱”，下联是“幸福生活
不忘党恩”，横批“脱贫致富”。

新房子约 50 平方米，两
室一厅一厨一卫，简单的装
修，厨卫水电都是政府配套，
锅台灶具、桌椅板凳、沙发床
铺也是政府配齐。

“干部说交钥匙安置房，
就是让我们这些特困户‘拎
包’就可入住。”黄加银说，
“今年我就在新家里过了一
个好年，社区还组织我们包
饺子，看春晚，热热闹闹的春
节我已经有些日子没过了，
这可真让人高兴。”

改善了住房，黄加银一
家的生活品质也有了提高。
张良村村主任郭正勇掰着手
指头算道：“黄加银老两口享
受一档低保，一年共有 6960
元，吴丰应是五保户，一年还
有 5300 元，加上春节补助
200 元，全家一年的政策性
补助就有 12000 余元。”

但黄加银不想只吃低
保，虽然已过古稀之年，她还
想凭借自己的双手多少挣点
钱。在镇村干部的帮扶下，她
养猪养鸡，还自酿了 200 斤
甘蔗酒，一年下来又有了
5000 元左右的收入。

黄加银的境遇只是秦巴
山区众多交钥匙特困户的缩
影。仅在小河镇，就建有 4个
交钥匙安置点，共安置贫困
户 138 户。而在旬阳县，十三
五期间全县共建安置点 93
个，搬迁 13667 户，42767

人，这其中交钥匙工程共安置 3082 户、4781
人，这些特困户正因为“免费住新房”的好政
策而过上崭新的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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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郑州 2 月 19 日电(记者宋晓东)
俗话说，三六九往外走，往年过完春节到了正
月初九，大批农民都纷纷外出务工，很少有人
在家团圆过十五。然而，今年正月十五，记者
在河南省郸城县汲水乡左桥村的一个蔬菜棚
里，看到不少人正挥着膀子干得热火朝天。
“今年我们村很多人都不出去打工了，就在家
里干，一家人终于能团团圆圆过个团圆节
了。”左明飞说。

左明飞是河南郸城县汲水乡左桥村土生
土长的“农村娃”，他的父母和大部分农村父
母有着同样的期待：供孩子读书，让他们走出
农村、不干农活。可没想到的是，2015 年左明
飞大学毕业后不仅自己回到老家干起农业，
还带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返乡创业，成了新
时代里的“包农头”。

“我学的是农学专业，在我看来黄土地不
是贫瘠的，农民也不应该贫穷，干农业大有出
路。”左明飞说。三年前，临近毕业时，左明飞回

了一趟老家，他看到老乡们在与贫困斗争，返
乡创业的优惠政策也是一大把，乡村发展的美
好前景刺激着他的神经，他决定“回家搞农业”。
左明飞的想法还带动了身边的两个朋友，3个
年轻人一起放弃了大城市的工作回乡种地。

创业初期，左明飞饱尝了失败的滋味，但
在当地政府土地流转、创业贷款等政策帮扶
下，他坚持了下来。三年多的时间，左明飞创办
了农业发展公司和农业采摘园，现在年盈利超
过 200 万元。左明飞不仅是一名新型职业农
民，也成了郸城县远近闻名的“包农头”，越来
越多的大学生和外出打工的年轻人看到他的
成果受到启发，回乡跟他一起做生态农业，郸
城县这个贫困县出现了“凤还巢”的局面。据统
计，从 2019 年元旦到现在，郸城县就有 500多
名大学生和农民返乡就业，不再外出打工，今
年的正月十五也成了不少人家难得的团圆节。

在河南，左明飞有很多志同道合的“小伙
伴”。驻马店市汝南县的大学生王泽北主攻育

苗技术，每年培育瓜果、蔬菜等幼苗近 400 万
棵；郑州市青年张楠发展 30 多个温室进行彩
虹西瓜种植；平顶山市的年轻人范豪杰是产
品运营、运输流通的“领头羊”……左明飞和
22个回乡创业的大学生组建了“大学生创业
联盟”，他们喊出的口号是：一片黄土地、一群
大学生、一个农业梦、一起追幸福。

如今，左明飞研究出了能抗 8 级大风的
大棚安全专利技术，培育出的甜瓜通透、西瓜
沙甜，年创经济效益近千万元。看到左明飞的
瓜果丰收，父母终于解开了心中的“疙瘩”，听
着“科技、创新、生态”儿子天天念叨的种地
“六字真经”，父亲笑着说：“我也闹不懂，但他
们真比我们这些老把式强，以后的农村还要
看年轻人啊。”

“现在农村越来越好，经济越来越活，机
会也越来越多，广阔天地大有所为，我希望以
后农村人再也不用背井离乡外出打工了，乡
村振兴还要看咱们呐！”左明飞说。

一位“包农头”的新年心愿
列车上的招聘会

▲ 2 月 19 日，在西宁开往上海的 K2185
次列车上，乘务人员为进城务工旅客介绍就业
信息。当日是元宵节，针对长三角地区节后务工
流特点，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客

运段综合车队乘务人员为进城务工旅客提
供就业信息服务。新华社记者李博摄

新华社南宁 2 月 19 日电
(记者唐荣桂)农历元宵节早上
8时 30 分，桂林站客运值班员
陈婵娟准时来到工作岗位，开
始一天忙碌的工作，一直要到
第二天早上 8 时 30 分才能下
班。在 9 公里外的桂林北站，陈
婵娟的丈夫、同为客运值班员
的王海涛也在忙碌，这个元宵
节，他们又不能一块度过。

今年是陈婵娟和王海涛结
婚后的第 14个春运，夫妻俩虽
然同在一个城市，但却聚少离
多，春运期间更是繁忙，王海涛
自嘲：“虽然同城但和异地差不
多。”陈婵娟说，桂林站实行三班
倒，而桂林北站实行两班倒，夫
妻俩倒班不同，往往一个人白
班，一个人夜班；一个人在上班
的路上，一个人却在下班的途
中，“一周才能好好团聚一次”。

桂林是知名的国际旅游城
市，春运期间除了市民，还有很
多中外游客往返桂林。“游客对
车站的熟悉度低，会更多地求
助车站工作人员。”王海涛是车
站有名的“健步达人”，作为大
领班的他需要协调班组人员做
好旅客服务工作，从候车室到
站台再到进出站口，旅客最多

的地方总会出现他的身影。春运期间，手机计步
软件显示他每天的步数都在 26000 步以上。

“现在组织旅客乘降可比以前轻松多了！”
王海涛回忆道，他刚工作时还没有高铁，普速列
车往往超员，组织游客乘降可是个体力活，需要
跑到车厢中间疏导通道，一趟下来一身臭汗。

夫妻俩忙于工作，照顾 9岁儿子的重任自
然落在老人的身上。随着老人年岁渐长，照顾孙
子越来越吃力。2017 年 9 月，夫妻俩忍痛把儿
子送到了寄宿制学校。“2018 年春运期间，儿子
患上了肺炎，住了十几天院，我们开始以为只是
感冒，没有及时治疗，医生责怪我们怎么能这么
疏忽。”陈婵娟愧疚地说。

在陈婵娟的印象中，她只带儿子旅游过两
次：一次是儿子 5岁时，他们去看了大海，匆匆
两天就赶回来上班了；一次是儿子 7岁时，夫妻
俩凑了 5 天时间陪着儿子去了北京。“儿子最想
去北方滑雪，但我们今年实在没空。”陈婵娟说，
站好今年春运的岗，争取明年实现儿子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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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19 日，在郑州火车站站台上，朱
康瑜贴在妻子刘晓婧的肚子上感受胎动。

当日 10 时 50 分许，K4364 次列车在郑
州火车站 4 站台始发停靠，怀孕 6 个多月的

刘晓婧在母亲的搀扶下走向 13 号车厢，列车
临时乘务员朱康瑜迎向了妻子。“媳妇儿，让我
听听宝宝的‘声音’。”朱康瑜单膝跪地，把耳朵
贴在妻子的肚子上。元宵节，他们却只能在站
台上短暂相聚。为应对春运客流高峰，中国铁
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从非运输一线单位抽
调了大量临时乘务员，在郑州工务机械段劳动
人事科任干事的朱康瑜便是其中一员；同样是

该段职工的刘晓婧在轨料运输车间任职。

元宵节当天，原本休息的夫妻俩约好了
一起去医院做产检，可朱康瑜接到了值乘计
划临时调整通知，需要继续值班。心疼丈夫
的刘晓婧上午做完产检后，专程回家做了一
碗汤圆，赶来车站送到丈夫手上。“亲爱的，
安心工作，我和宝宝等你回家。”刘晓婧在即
将发车前对丈夫说。 新华社记者李安摄

“我和宝宝等你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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