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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的是正月初八的票，初九再
去上班。 ”柳进在电话里说道，这时
他正拎着刚刚置办的年货从商场里
出来，两天后柳进将坐 G527 次高铁
从北京回到河南老家。 而确定同一
天离乡的李居洋， 现在已经和家人
吃上晚饭了，他是 2 月 3 日到家的。
“返程票不着急，反正到武汉的大巴
车有很多，随到随有。 ”

2010 年底， 柳进还是中石油辽
阳石化的一名工程师， 因为工作需
要在岗位上度过了除夕之夜。“自己
买了点花生米、一瓶酒，在单位寝室
里吃完就睡了，也没看春晚。 ”那个
夜晚柳进记得很清楚，“这是我第一
次自己过年。 ”第二年 3月柳进就辞
去了他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 “没
有其他原因， 就是受不了不能回
家。 ”

也许柳进会羡慕那一年的李居

洋， 因为他最终抵达了在柳进看来
遥不可及的家乡———河南省信阳
市，但李居洋同样认为那次旅程“很
要命”。“绿皮车里人挤人，什么味都
有。 ”李居洋说。

李居洋买的是从重庆到武汉的
站票，而且 16 个小时之后他还要再
转大巴才能到家。“到半夜了大家都
蹲下来睡觉，我也想蹲，却发现已经
没地方了。 ”最终，筋疲力尽的李居
洋站着睡着了。

“当时一起的同学现在还拿这
事笑话我。 ”李居洋有点不好意思地
说， 这是他在大学四年里第一次赶
上春运， 因为有事耽搁———但这也
是最后一次了。“以后我肯定要在离
家近的地方工作。 ”李居洋说，那时
他就这一个想法。

而柳进只想找一个过年可以回
家的工作，于是 2011 年他来到北京
一家安全技术咨询公司。 龙年春节
来得很快， 这一次是订火车票的难
度让柳进“心惊肉跳”了。

“铁道部的订票网站反应太
慢，好像最后还‘瘫痪’了一阵。 ”网
络购票无果， 柳进选择了电话订
票。“打了很长时间才通，一问票还
订完了。 ”当天晚上柳进没睡着，第
二天早上六点半，他又登录了订票
网站，一直等到 7 点放票，最终“奇
迹般”地把回家的票订上了。“我请
了一天假补觉，那天睡得特别香。 ”
柳进说。

2011年毕业后，李居洋“如愿以
偿” 地在信阳市下辖的一个县城里
找到了工作———在移动营业厅里推

销手机业务， 而李居洋大学时的专
业是软件工程。

五个月后李居洋还是走人了，
因为 2012 年 3 月他被告知被武汉
大学软件工程学院录取。“我想还是
再多学两年， 以后进更好的公司
吧。 ”李居洋说，之所以报考武汉的
学校， 是因为这座城市离信阳只有
320公里。

而在 997 公里之外的北京，柳
进已经从普通员工升职为项目经
理，出差的范围开始覆盖全国各地。
“平时的票很好买，但到春运就不好
说了。 ”柳进提到了他这次订票前的
担心。

2012 年 12 月 26 日， 京广高铁
全线开通，据了解，北京至广州间最
快高铁列车运行时间可在 8 小时以
内， 较目前既有京广铁路普速客车
运行时间压缩 12 小 时 30 分 左
右———柳进所订的 G527 次正是其
中一趟高铁。

来回的车票最终都订到了，虽
然花掉了将近 900 元， 这比柳进去
年回家的花销增加了一倍。

“我是坐大巴车回家的，四五个
小时就能到。 ”李居洋说，“武汉离家
那么近，车有很多，还挥手即停。 ”但
他也承认学校放假较早， 可能没赶
上春运的高峰期。

经此一“役”，柳进对春运的恐
惧也有所消退， 看起来以后回不回
家的主动权应该会牢牢掌握在自己
手中了。“年后回来，就是想多努力
工作挣钱，把日子过踏实了。 ”柳进
说道。

换工作：只为离家更近一点

本报记者 彭涵

难以承受春运之苦

龙跃发夫妇今年没有回家过年， 因为他觉得无法面对自己的
父母。

1 月 17 日两岁的孩子在吃了“上好佳”粟米条后，昏迷不醒，
随后送到医院抢救，最终也没能保住性命。

龙跃发是贵州毕节市七星关区阴底乡星秀田村农民。 今年已
过而立之年，他生长的阴底乡，位于乌蒙山区，属贵州省二类贫困
乡，根据 2006 年的官方统计数据，全乡农民人均纯收入 1320 元。
山头里种出来的粮食，要收成好的时候才够一年吃，而其他生活
开支，只有靠喂鸡生蛋出售。 所以，他和很多贵州农民一样，多年
前加入到外出打工的队伍中。

经过多年的辗转，龙跃发在宁波市北仑大碶镇的一个小厂驻
扎下来，为了节约钱养家糊口，过年的时候也经常不回老家和亲
人团聚。 尽管这样，他并不觉得苦，但让他无法接受的是，抛家舍
业出门打工，孩子却客死他乡。

孩子死在打工地

1 月 17 日是龙跃发最痛不欲生的一天。 那天，他和往常一样
在厂里干活，妻子带两个孩子在家，中午，6 岁的大女儿从附近买
了一包“上好佳”粟米条给两岁的第二个小孩吃，等龙的妻子上厕
所回来的时候，眼前的场景让人不知所措，孩子倒在地上，脸色发
白嘴唇发黑，他叫了儿子几声，发现儿子不清醒，120 送到医院后，
抢救 50 分钟无效死亡。

这包花五毛钱买来的粟米条还没有吃完一半。
龙跃发认为，粟米条可能有毒。 按照医院的解释，小孩属于窒

息死亡，龙跃发表示，就算是窒息，到底是什么原因窒息，也云里
雾里，他认为“上好佳”粟米条有粘绸性，也许卡住了喉咙，厂家应
该在包装袋上提示婴儿不能食用。 他找到大碶派出所，民警告诉
他，如果尸检，需要 3 万元的尸检费。3 万元，这对于一个农民工来
说，一年的存款都不够。

他只好去找出售粟米条的新华联超市，该超市老板不管不问，
龙跃发找过宁波市多个政府部门， 也没有任何结果。 在龙跃发看
来，生产厂家对此负有责任，但他多次拨打“上好佳”（中国）有限
公司的电话，未果。记者多次联系该公司，也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

龙跃发想不明白的是，这家超市的外面挂的是新华联超市的
牌子，而工商营业执照上写的其实是“北仑区大碶镇朱宇峰食品
店”，事情发生后，新华联超市的多种“上好佳”粟米条已经被宁波
市北仑工商局查封。 大碶镇朱宇峰食品店负责人告诉《中国企业
报》记者，超市之前挂的是另外一个名字，现在新华联超市的名字
也是随便挂的。

2 月 9 日，是除夕之夜。 当别人高高兴兴地吃年夜饭的时候，
龙跃发却双手捂住脸欲哭无泪。

候鸟一样飞来飞去

在星秀田村周边附近的多个村庄，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龙跃
发父辈一代主要靠种庄稼为主，一年四季的辛苦耕种之余，也外
出打工挣点零花钱。 老的一辈没有技术，大多文盲，在外地也没熟
人，一部分农民对“打工”曾经抱对立立场：“金窝银窝，不如自家
猪窝狗窝”、“在家千日好，出门万事难”。

贵州人均耕地仅 0.76 亩， 人多地少成了农村经济发展的软
肋，因此，劳务输出势在必行。 2004 年以来的几年间，农民工外出
创收占了农民年人均纯收入的 40%以上。 同时据纳雍县邮政局储
汇业务部统计，每年经邮局的进口汇款（大部分为打工汇款）约 30
万件左右，金额逼近 2 亿元，“这还只是所有打工汇款中的一小部
分，大部分都通过银行渠道寄回了。 ”

王兴明来自贵州省毕节市威宁县，到浙江打工已两年多，一直
没回过家。 虽然今年票价不涨，但由于贵州往华东方向的民工特别
多，他便提前十天订票。 王兴明告诉记者：在火车上，自己根本没有
闭过眼，担心一旦睡着，自己所带的东西和身上的钱被人偷走。

而黔西林泉龙士德虽然年近七旬，为了生计，在外打工也有
十多年，说到打工的艰辛，辛酸的泪水簌簌而下。 开始，龙士德在
广东一家玩具厂当保安，月薪 1000 元，每天值班从晚上一直到凌
晨 ６ 点，白天还要帮着管理厂里进进出出的车辆和外来人员。 休
息四五个小时，对于上了年纪的他来说，简直无法支撑。 他告诉记
者，他打算本来不回家过年的，趁春节期间有加班费多挣点钱，可
是因为自己前不久生了一场病，很害怕客死他乡。 谈话间，有人从
身边走过，龙士德与王兴明一样，表现得异常警惕，紧紧用布满老
茧的双手按住自己的行李。

目前， 贵州劳务输出规模已经形成了 800 万人的浩荡之势，
从黔西北乌蒙山麓到黔东南苗乡山寨， 从赤水河畔到瑶山大地，
一拨拨农民工正在不断地走出山门，活跃于全国各地，全省劳务
收入达 1000 亿元。

本报记者 闵云霄

“商水居然开始堵车了。 不是大
三轮跟拖拉机，是私家车！ ”

农历腊月二十七，在河南省商水
县一家酒店的“聚仙阁”里，大约有 20
名客人的结婚宴席刚刚开始。 人还没
坐下就一口气喝完三杯酒的王连杰
说，上海、北京这些大城市天天堵车也
就算了， 在商水县这么个省级贫困县
的小县城，他开车从行政路到健康路，
不到 500米的路程， 竟然足足走了半
个小时，家乡的车是越来越多了。

王连杰是上海一家制药公司的
销售总监，是新郎的高中同学。

回首一瞬间， 从 2005年到上海
闯荡至今，王连杰已经在上海拼打将
近 8个年头了。虽然已经当上了销售
总监， 也结识了不少的同事和朋友，
但是他一直觉得在上海没有归宿感，
自己的住处也一直不敢称为“家”。而
家乡的变化越来越大，渐渐地，王连
杰产生了回乡发展的念头。

8年打拼无法留上海
房价和户口是障碍
看到家乡的变化， 在座的客人

禁不住跟自己在外地的工作生活作
起了对比， 当年如何背井离乡前往
外地发展更是耐人寻味。

“都说自古长安一条路，就是读
书。 我成绩不好，回回在班里倒数，
知道高考没希望，也不想浪费时间，
高二没上两个月就去了上海打工。 ”
王连杰告诉记者， 因为他哥在上海
工作， 并介绍他在现在的这家制药
公司做销售。

根据王连杰的回忆， 刚去上海
那两年，经验不足，人脉又少，业绩
不是太好，而工资是跟销量挂钩的，
比如说每月要卖到一万才有提成，
他通常只能卖到 8000，提成拿不到，
只能靠不到两千块钱的基本工资过
活， 每顿只能靠馒头充饥的日子有
过， 没钱交房租险被房东扫地出门
的时候也有过。 直到近几年，在各大

医院走动的多了， 医生里的人缘好
了，才卖出去的多了一些，一般都能
超过指标完成任务。

“做了几年销售才开始慢慢往
上提，去年才做了销售总监。 主要就
是日常监察， 看看下边的销售人员
有没有偷懒的， 因为他们偷懒完不
成指标要连累我的奖金的。 完了就
是每周开个总结会议， 看看销售上
有什么要改进的。 工作还算轻松，就
是反而不太习惯了。 ”王连杰笑道。

原来，要想在上海安家，房子则
是第一道门槛。 上海与北京、广州作
为一线城市，一套房子动不动就是上
百万元，作为每月一万元工资的王连
杰来讲，8 年来的积蓄竟然不足以付
起一个首付。 即使付上首付，30年的
房奴生活也不是他所追求的生活。

还有户口问题， 没有上海本地
户口，医疗保险还在其次，未来子女
的就学问题也让他非常担忧。

一瓶饮料引发回乡冲动
旧也叙了， 酒也喝了， 临走之

前， 王连杰忽然拍了一下额头说：
“哎呀，差点忘了，车里还有一样好
东西给大家尝尝。 ”大家一时不知道
他卖的是什么葫芦，等了一会儿，才
见王连杰拎着一箱看似银露的饮料
上来了。

“大家尝尝，说说怎么样，好不
好喝。 这是一个朋友的厂里生产的，
就在商水，啥都准备好了，就差上市
了。 ”王连杰还说，这位朋友刚好缺
个销售总监， 如果大家觉得这个饮
料喝起来可以， 他就从上海杀回商
水发展。

说起回乡发展的话题， 大家马
上炸开了锅。 一个脸盘方方的男子
说，厂里还缺不缺财务，可以委屈一
下过去低就了； 另一个戴着金丝眼
镜的女士也说， 估计广告宣传也要
准备吧， 她在考虑回家做个广告公
司，顺便拉个订单吧。

另外一位在上海某餐饮集团工
作的女士也说：“我回来发展，家乡
的人真的是越来越有钱了，出现了
各种新型的连锁餐馆、超市，其实
这些都是从大城市里面拷贝过来

的。 我们在大城市生活了这么多
年，对这些餐馆、越市的经营模式
也算了解一些， 只要有足够的资
金， 直接拿到商水开个店就是了。
我感觉，回来创业，机会还是很多
的。 ”

这下王连杰乐了， 原来大家也
有回来发展的想法呀。“不过，冷静
下来，回来创业问题也不少。 商水这
样的小地方，资源本来就不多，市场
也不多，早就被官二代、富二代抢得
差不多啦，我们这些‘外乡人’怎么
压得过地头蛇， 还是大城市环境公
平、开放一些呀。 ”

虽然也有反对的声音， 不过多
数人还是赞同这一说法， 况且在外
面已经有了稳定的工作和初步的积
累，想要放弃真得不是那么容易。 最
终， 回家创业的话题还是不了了之
了。

“左右为难呀， 还是再慎重考
虑考虑吧。 过年了， 新年新开始，
是得好好准备准备怎么开始了。 ”
临别之际， 王连杰一脸凝重地说
道。

本报记者 郭奎涛

白领回乡创业梦

山乡农民工的
辛酸打工路

柳进辞去
了他毕业后的
第一份工作，
“没有其他原
因， 就是受不
了不能回家。 ”

没学历，没技术，没门路

河南商水正在改造中的城中村 本报记者 郭奎涛 /摄

家乡路宽了，车多了，经济发展了，回乡创业机会也可能成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