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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受外部经济环境影响，广东一些企业面临困境，农民工的生活因此也受到影响———

聚焦珠三角的外来工
本报记者 贺林平 李 刚

玩具厂的何明：

迷茫—
未来的路
在哪里

技术骨干冯自中
!

信心—
企业转型
收入稳定

保姆好姨：

难舍—
喜爱工作
惦记家里

背景：在珠三角，一些有知识有技术

的外来工正和企业一道成长。企业依靠自

主创新，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培育出自主

品牌，提高产品附加值，努力占据国际产

业链高端。外来工们也通过不断转型升

级，创造了不俗的业绩。

“我希望在这个企业里能发挥才能，
为企业做贡献，同时也为自己争取更好的
前途。”冯自中用脸上自信的表情和坚定
的口吻，表达了他这个在东莞打工的河南

小伙子对未来的乐观。
与普通打工者不同，冯自中有知识有

技术，是新一代外来工的杰出代表；他所
在的东莞迈科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有多
项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科技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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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一来到迈科，冯自中就
被委以技术开发的重任，去年

&

月，他又
被调进企业新成立的一个专门管理知识
产权的部门，专门负责公司的专利申报和
管理工作。在这家以生产电池为主业的企
业，他能感受到公司对工程技术人员的器
重，浑身充满了干劲。
“我们靠做电池销售起家，刚开始能赚

到钱。可近年来发现，继续做那种大家都能
做的普通产品，发展空间越来越小，于是开
始抓自主创新，抓专利申报，抓产业转型升
级，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端产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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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冯自中说得头头是道，让他感触
最深的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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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之前，公司的专利申
请量只有六七个，而现在一下子增长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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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而且大部分都是发明专利。
今年以来，严峻的经济形势，冯自中

也经常关注，但他自我感觉，个人工作和
生活没有受到很大影响。虽然也受到原材

料上涨，人民币升值等等不利因素的影
响，但企业用积极的自主创新，主动的转
型升级应对困难，经营效益还不错；自己
的月薪也从刚来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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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稳步提升
到

")##

元。
企业前景好，自己受到重用，收入稳

定，事业顺风顺水，有了这些因素，冯自中
有充分的理由为自己的未来感到乐观。

背景：中国玩具代工企业是受美国金

融危机影响最大的领域之一，据海关统

计，今年前
&

季度，广东玩具出口
**+%

亿

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

，但增幅比去

年同期回落
($+"

个百分点。

记者走进何明在东莞市樟木头镇新
租住的那间狭小出租屋时，他正准备做晚
饭。自打东莞合俊玩具厂倒闭后，他就一
直住在这里，等待着劳动仲裁的结果。

在广东打工的
(-

年里，何明亲眼见
证了珠三角玩具业的兴衰历程，只是没想
到，有一天，波诡云谲的经济大势会对他
这么一个普通打工仔产生如此深切的影
响———失业。在煤气炉子上炖上一锅粥，
这个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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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汉子紧锁眉头，用双手使
劲挠着头皮。

.//$

年，因不甘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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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何明放弃养蜂，从湖北黄冈老
家南下深圳，在一家玩具厂开始了自己的
打工生涯。“那家工厂包吃包住，每月发
(---

多元的工资，第一年我就存了
(

万
多元。”去年秋，经过熟人介绍，何明转到
了合俊玩具厂，老板包住不包吃，工资涨
到了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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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何明很满足。他有一个上
小学的儿子，留在黄冈农村随外婆生活。
“我爱人也在深圳打工，夫妻俩这么拼死
拼活，就是为了给儿子未来铺条好路，别
跟我们一样，小学没毕业就出来干活，没
文化，没知识，学得吃力，干得辛苦。”

听到工厂倒闭的消息时，何明说他并
没有太惊讶，“这几年，玩具越来越难做，
利润越来越低。加上现在的什么金融危
机，别说赚钱，很多厂能保本就不错了。”
但工厂的突然倒闭还是让何明很发愁，一
是工厂还拖欠他两个多月的工资；二是当
前经济不景气，珠三角很多工厂都在裁
人，要找新工作谈何容易！

工厂倒闭后的几天里，樟木头镇政府
垫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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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给包括何明在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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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工人补发了工资。现在，何明希望能在
工厂剩余资产拍卖后，再争取到几千块钱
的补偿金。
“是回老家继续养蜜蜂，还是再找找

其他的工作？”在这段等待的日子里，何明
整天躺在出租屋内的床上，翻来覆去地做
着下一步的打算，“现在这种情况，在外打
工很没有保障；想回农村吧，又不知道能
干些什么。”

背景：近年来，珠三角家政市场供不

应求，贴心的保姆难找，工资自然水涨

船高，带小孩的住家保姆从
&

年前的均

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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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普遍上涨到现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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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以

上。

小区里，几个保姆在一起聊天，不是
嫌主人家脾气不好，嫌小朋友难带，就是
嫌请假回家一趟不容易，但一到大家共同
嫌弃主人家吝啬，给的工钱低的时候，好
姨就保持沉默，包吃包住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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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的

酬劳，对于今年
)&

岁的好姨来说已经找
不出任何可以挑剔的理由了。

好姨名叫黄金好，广东台山人，
&

年
前来到小潘夫妇家，当时小夫妻刚添了
可爱的小宝宝，小家伙的到来让小两口
沉浸在无比喜悦和无尽忙碌之中，家中
没有老人帮忙，一切都显得非常凌乱。好
姨的到来彻底解放了不擅家务的小夫
妻，洗衣、做饭、清洁，尤其是带宝宝，

&

年下来，好姨成为这个家里不可缺少的
一员。

小两口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好姨的
工资由当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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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人民币逐步涨到如
今的

"---

元，年底额外给她双薪，逢年过
节还少不了过节费、回家路费，另外每月
给她

(---

元家庭伙食开支让她自由支
配，女主人还不时给她买件衣服，买双鞋，
就把她当成一个家庭成员，好姨对此也感
觉暖洋洋的。

利用打工的积蓄，儿子的婚事办得漂
漂亮亮，又为儿子媳妇在老家各买了摩托
车、电脑等；现在儿子工厂不景气，开工不
足，计件工资也从过去近

&---

元下滑到
现在的

(---

多元，她现在不仅能贴补儿
子媳妇他们的家用，甚至还盘算着怎样给
儿子他们筹措供房款首期……

然而，闲下来时，好姨也是思绪万千，
长时间在别人家打工，她心中两个牵挂难
以放下，一是家中年迈的婆婆需要人照
顾；二是去年她自己添了孙子，这是她的
心头肉，非常希望能回去带孙子。想到不
打这份工，毕竟在这里干了

&

年多，很多
事情也难以舍弃。今后怎样选择，怎样放
下心中牵挂，这对她似乎很难。

压题图片为在工地上辛苦工作的农

民工。 吕建设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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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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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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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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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农 村

编者按：珠三角地区的经济活力吸

引了众多外来的打工者，他们从家乡来

到这里，期待着改善生活的梦想能在这

里变成现实。

受当前国际金融市场急剧动荡、世

界经济增长明显放缓、外部经济环境变

化等因素影响，珠三角部分出口企业因

订单减少而停产甚至倒闭。在这种形势

下，这些外来打工者的命运会怎样？他们

的收入还稳定吗？他们会不会失去工作？

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的将来？

日前，本报记者深入珠三角寻找到

几位来自不同地区，从事不同职业的打

工者，聆听他们的心声，体味他们的生

活。

在山东省即墨市，通过开办农家宴、渔

家宴，
"

万多名农民吃上“旅游饭”

乡村游成为“摇钱树”
杜吉运 李红霞

农家院落、海边礁石、山林茶园、采瓜果、钓鱼蟹……近几
年，素有“青岛后花园”之称的即墨市立足资源优势，通过政府引
导，将全市独特的乡村旅游资源串成一串串美丽的项链，乡村旅
游成为即墨农民手里的“香饽饽”。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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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全市旅游接待
&$*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

亿元，旅游经济实现大幅攀升，
即墨市

"

万多农民吃上了“旅游饭”。

环境美了 客人来了

七沟二村的于国钦说，
(///

年他开办了村里第一家渔家
宴。由于道路不好、周边环境差，进不来人，不到一年时间就关闭
了。现在村里的环境好了，道路也畅通了，他重操旧业，仅用了

&

年时间，就将原来的
)

间破房改造成为可以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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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的二
层小楼，并成为镇上有名的渔家宴定点接待户。

于国钦们的致富路只是即墨乡村旅游发展的一个缩影。目
前在鳌山卫、在温泉、在田横……像这样的“农家宴”、“渔家宴”
饭店，即墨市共有

"--

多家，直接从业人员
&---

多人，户均餐饮
年收入

(-

万元以上，最高可达
(--

万元以上。
为加快乡村旅游发展，即墨市制定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

和措施，下大力气改善乡村旅游环境，
)

年间在即墨东部累计投
资

"&+)

亿元完成了绿化、亮化、美化和供水、供热、供气、污水处
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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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基础配套工程；通往全市旅游景区点的道路全部畅
通，村庄实现了路路通。

特色突出了 腰包鼓起来

“要做大乡村旅游必须做精做细，推行一村一品、一村一业
的发展模式，这样才更有吸引力”，即墨市旅游部门的负责人
说。即墨市乡村旅游发展坚持“典型引路，示范带动”，注重挖
掘乡村旅游的内涵，专门邀请乡村旅游规划专家实地考察，对
一些特色资源进行专门规划，确定特色和优势，给予重点扶
持，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旅游格局和旅游品牌，打造出“原始祭
海”、“渔家盛宴”、“生态旅游”、“山乡花村”、“观光园地”等乡
村旅游精品。

具有
)--

余年历史的田横祭海节，渔业文化特色最浓郁。田
横镇的渔民们抓住机遇，纷纷“洗脚上岸”，外出务工的也回乡办
起了渔家旅馆、旅游工艺品店等，祭海节时天天游客爆满，节日
期间每家平均收入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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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以上。渔家宴特色村七沟二村拥
有

()

家渔家宴，可一次性接待
&---

多人，直接安排村里剩余劳
动力

(--

余人就业。孙家白庙依托“天然氧吧”豹山森林公园和
杏、桃、苹果、枣等果树，连续举办三届采摘节，豹山大甜杏、白庙
芋头、地瓜等农产品翻番畅销，成为青岛地区生态旅游的热点。
孙家白庙村书记江崇美说出一句心里话：“乡村游简直就是村里
的一棵‘摇钱树’。”

南宫 联村集中供水惠农家
本报电（许庆常、周俊志）日前，河北省南宫市仔仲镇赵

都水村家家户户的水管里喷涌出安全卫生的清冽甘泉，男女
老少个个脸上笑开了花，这是该市实施农村联村集中供水通
水时的又一动人场景。至此，这里祖祖辈辈喝苦水、咸水的历
史被改写。

南宫市针对该市农村饮水普遍存在的含氟高、水质差以
及单村供水投资多、浪费大、标准低等问题，将解决农村饮水
安全问题当作注重民生、改善民生的大事，推行并实施了“水
源共享、安表到户、依量征费、全天有水”的联村集中供水工
程。截至目前，全市共投资

"(--

多万元，先后在高村、垂杨等
)

个乡镇办事处建成了
%

处大型集中供水水源工程，已使
*/

个村的
(*"'$

户、
)()(/

人纳入联村供水网络，并实现了
"*

小时全天候供水。

天门 清理农村各类问题资金
(+)

亿元
本报电（董爱平、敖亚军）湖北省天门市通过市乡两级联

动清理农村财务，共清理各类问题金额
()"((

万元，落实应清
退资金

(*$))

万元，化解村级债务
'&/"

万元。
天门市从

"---

年开始成立了由市纪委牵头的农村财务
清理领导小组，各乡镇相应成立了由纪检、财政、农办等单位
参加的领导小组，深入农户调查摸底，掌握第一手资料，将群
众反映村级财务管理中的热点问题进行归类。在财务清查过
程中，村民理财小组全程参与，逐条核实。召开村民代表大会，
公开清理情况，对收支项目逐笔把关，对不该开支的坚决退
还。 姐妹“村官”

在河南省林州市大学生村干部里有一对“姊妹村官”杨青和杨柳。她们从关心

帮助身边的贫困户、五保户、病残户、留守家庭等农村困难群体做起，想方设法为群

众排忧解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深受乡邻们喜爱。

常中正 方海潮摄影报道

棉花施肥巧安排
问题：山东德州棉农王东利今

年种了
()

亩棉花，每亩收获了籽棉

&--

公斤。在施肥过程中，他提前施

用基肥并耕翻入土，基肥共施用
&-

斤氯化钾和
&-

斤磷酸二铵。追肥是

在棉花的初花期追施尿素
&-

斤，将

尿素撒在地表后等待降雨，没有下

雨过了两天才灌水。他发现有的棉

株叶片有打蔫的现象，过了很长时

间才又缓过来。他希望明年棉花的

产量再高一点，在施肥上该如何调

整？

专家（中国农业大学曹一平教
授）：在生产上以高产为目标的棉花
栽培，不同生育期对棉株的长相是
有明确要求的，即苗期要健壮，蕾期

不陡长，后期不早衰才可获高产。
为此，在棉花的施肥上必须如

下掌握：苗肥要“轻”，蕾肥要
“控”，花铃肥要“重”，秋后酌情补
充。例如，苗期到蕾期棉花吸氮很
少，不足

(-,

；但是苗期是磷营养
临界期，需磷虽少，可不能缺磷；花
铃期需肥多，吸氮多，强度还大，这
时期的吸氮量占

$-,

。棉花从结铃
到吐絮成熟期所需要的磷和钾也
占一大半。为了顺应棉花不同生育

期对营养需求的规律，争取明年获
得较高产量，施肥安排可作如下修
正：

(+

基肥的调整，除了施用
(-

公
斤氯化钾和

(-

公斤磷酸二铵以
外，再加

$

公斤尿素。而且基肥要
深施入土，以供中后期棉花的生长
所需。

"+

增施种肥，在播种棉花时加施
)

公斤磷酸二铵作种肥。种肥的入土
位置在棉株的侧下方约

"

厘米处。

以磷为主的种肥是供棉花的苗期所
需，可促进根系发达，保证幼苗健
壮。

&+

保持苗期至蕾期控水控氮和
中耕蹲苗的措施，以免形成棉花陡
长。

*+

花铃期追肥做适当的调整，除
(-

—
()

公斤尿素以外，追加
)

公斤
氯化钾。施肥方法要采用肥土混合
并及时灌水，不可表施尿素以免造
成挥发损失或熏坏棉花叶。此时追

钾肥可达到促进棉铃增产的作用。
)+

如果发现棉花后期生长势头
减弱或自动封顶，及时适当追加尿
素

)

公斤，以防止棉株早衰并争取
秋桃。

总之，在高产棉花的施肥上要
掌握基肥深，苗肥轻，蕾肥稳，花肥
重，秋后酌情补充的要领。对于抗虫
棉品种，钾肥的用量要高于普通品
种的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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