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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甘泉

一场大雪，纷纷扬扬，勾勒出大别山黑白分明的线条，犹
如一幅水墨画。

山脊下，河南信阳市新县扒棚居委会羚锐大道旁，德龙玩
具工厂正热火朝天地生产出口洋娃娃玩具。当地人说，别看厂
子不大，气派却不小：一头连着山区的留守妇女，一头连着欧
美国家的超市；一头连着深圳的研发基地，一头连着老区的工
厂生产线。

陈俭平是这家有 400 多工人厂子的老板。53 岁的他还有
一个“身份”：返乡创业农民工。

数据显示，2015 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 27747 万人。初步
统计，近年来，农民工返乡创业人数累计达 450 万人。

陈俭平的故事，可以说是一个激荡变迁的时代里中国农
民工的缩影——— 既走过二亿多人曾经的艰苦甚至辛酸的路
程，也是归去来兮返乡创业的那部分佼佼者的代表。

离乡：蛇皮袋、铺盖卷，陈俭平也是这样

的标配

1995 年，盛夏。32 岁的农村小学民办教师陈俭平做了他
人生的一个重大决定：南下打工。

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每天 5 块钱工资负担不起家中
四张口的生计。日复一日的贫困，像暑天的烈日，让陈俭平灼
热难熬。

南下，是他生平第一次出远门，要去哪里都不清楚。只记
得一句忠告：“谁能挤上南下的火车，谁就能找到工作。”

暑假后，陈俭平离开家乡。在汉口火车站中转，他被巨大
的人流挟裹着，双脚离地卷进火车。“就算上了火车，脚还是一
直不能着地，到了广东后出现水肿，一个星期后才能走路。”

上世纪 90 年代初，农民工离开家乡，如潮水一般奔向心
里期待的更好的生活。最早一批多来自河南、四川等地。提着
蛇皮袋、扛着铺盖卷，他们来到从地域到文化都陌生的城市，
工厂生产流水线上、塔吊林立的建设工地里……到处能看到
他们的身影。

1995 年，南方劳动力市场上，农民工供过于求，找份工作
并不容易。稀里糊涂、茫茫然然，陈俭平到了广东东莞。最初的
日子总是最难的，他沿着大路一家一家工厂找工作，饿了啃几
口杂粮饼，夜晚就睡在大桥洞下。

第一份工总算找到了：在一家灯泡厂做份清洁工，每天负
责打扫厂房和厕所。工资每月只有 200 元，比家乡挣得多了几
十块，让他却十分珍惜。每天早上 8 点开始上班，一直干到凌
晨两点多才下班。认真到近乎疯狂的他，让整个车间的卫生状
况焕然一新。一个星期后，工厂老板注意到了这位清洁工，破
例将他提拔为一条生产线的线长。

陈俭平说：“那个时候，我就是全国千万个农民工中最微
不足道的一粒沙子。”

创业：“你是我打工的第一个老板，也是

最后一个”

近 30 年时间中，早于或晚于陈俭平走出贫瘠家乡的农民
工，不知不觉间改变着千百中国城市的面貌，也改写着各自的
命运。

就拿陈俭平的家乡河南新县来说，曾经踟蹰的离乡脚步
如今迈得更坚实、更远。新县农民已经把工一直打到了国外，
日本电子厂、韩国造船厂、西班牙制鞋店、约旦建设工地、阿联
酋外贸店……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了新县人“打洋工”的
身影。

但对绝大多数农民工来说，流水线，是他们打工的起点，
也是打工的终点，变化的可能只是不同城市的风景。也有少数
人，摆脱流水线的束缚，成为技术能手、管理能手。陈俭平就是
其中之一。

“安顿”下来的陈俭平在东莞有了不错的发展。靠着吃苦
耐劳、勤学认真和当老师的文化底子，他离开家乡四年半后，
就当上了工厂的总经理，熟练地管理着一家 1200 人的工厂，
向世界各个港口调度货物，月工资已经拿到 8000 多元，这是
他在农村时收入的 50 多倍。

这时，他做了人生又一个重大的决定：辞职。
“是工资少了？”老板有些诧异。“没关系，不满意还可以再

加。”“我不能再打工了。”陈俭平平静地回答：“我很感激你，让
我看到这个世界无限的机会。”“但你是我第一个打工的老板，

也是最后一个。”
辞职了，他却并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该干什么。每天站在天

桥上看熙熙攘攘的人忙些什么，站在超市里看人们买些什么，
站在批发市场看人们需要些什么……“足足看了三个月，最终
决定，就做塑料玩具！”陈俭平说。

认准了行业后，陈俭平便开始买书，去工厂学习，干劲儿
十足地做各种准备。2001 年 3 月 4 日，东莞光源塑胶玩具厂
挂牌，员工两人，他和妻子。第一单生意是给一家大厂代工生
产玩具娃娃身上的一个小零件。为了保证质量，甚至在塑料上
留下的指纹他都用酒精擦拭干净。第一个单子，两麻袋零件，
利润 10 元。

凭借质优价廉，单子越做越多，工厂越来越大。经过 10 年
多发展，他的工厂渐渐有了七八百名员工，也有了自己的设计
团队、翻译。

农民工，或者按现在的称呼：进城务工人员，多数人对这
个群体的印象也许还停留在背着蛇皮袋、骑着摩托车千里返
乡的画面。陈俭平们不同了，虽然还是这个庞大群体中的一小
部分人，但他们代表的是其中的佼佼者和幸运儿，凭着勤劳、
聪明，勇敢地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返乡：“能回去尽一些力也是另一种人生

价值的实现”

“我是被动员的，”谈到返乡创业这个人生第三个重大决
定，一向有主见的陈俭平做了这样的回答。

在陈俭平的家乡，河南信阳市人社局内有这样一个机
构———“农民外出务工服务办公室”。设立之初，是为了服务占
全市近 1/4 人口的 200 多万农民工。近年，这个办公室的业务
开始有点“名不副实”了——— 他们近一半的精力开始投入到服
务返乡创业的农民工身上。

“以前是琢磨着怎么把人往外送，更好地就业；如今考虑
的是怎么把人吸引回来，在家创业。”信阳市人社局副局长陈
廷森说。信阳上下发动干部，找到在外成功人士，亲自拜访招
商、召开联谊会……用大肠汤、家乡话打出的“感情牌”，情意
足够、诚意满满。

家乡的盛情最是难却，陈俭平回去了。
当然，回乡不完全是源于感情。东南沿海劳动密集型产业

转型调整的大背景，招工难、成本高等具体问题，都促使他汇
入新的浪潮：将生产线迁移到内地，利用原有的销售渠道把产
品打出去。反正要搬，何不回家？

更何况，还有政策的支持。
2015 年 6 月，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支持农民工等人

员返乡创业的意见》《鼓励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三年行动计
划纲要》等，围绕改善金融服务、加大财政支持以及培训等方
面给予农民工返乡创业支持。与此同时，河南、四川、安徽、广
西等地出台相应鼓励政策。像四川这个曾经的农民工大省就
在全国率先探索设立 1 . 76 亿元返乡创业风险分担基金，解
决创业融资难问题。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公布《关于支持返乡下乡人员创业创
新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意见》，提出在简化市场准
入等方面提供支持，进一步鼓励他们发挥在活跃农村经济中
的重要作用。

老家信阳对陈俭平们也着实不薄，对返乡创业农民工配
套提供了土地、用电、税收等优惠政策。

天雷勾动地火，农民工、大学生等返乡创业热情被激发出
来。他们的回归，将广阔农村变成创业热土，荒山改造成郁郁
葱葱的油茶林，农家乐燃起红火的炊烟……

早在 2013 年，陈俭平就开始紧锣密鼓地实施东莞工厂的
主体搬迁。在老家新县新创办了德龙玩具厂，主要负责制造，
而研发和市场总部还留在深圳。2014 年建厂，2015 年研发，
目前吸纳当地留守妇女 400 人就业。“订单增长的速度比想象
的要快。”陈俭平说，“预计到明年，产值将达到 2 . 5 亿元，用工
1500 人。玩具销往美国、墨西哥等 20 多个国家。”

“家乡还有很多人依然贫困。”陈俭平说，“能回去尽一些
力也是另一种人生价值的实现。”

改变：新“五子登科”

尽管返乡创业农民工仅占全国农民工总数很小的比例，
但这个群体正在迅速壮大，深刻地改变着农村的面貌。

“如果对农村的印象还停留在乡愁的记忆里，那是还没有
走进返乡创业这个充满活力的群体。”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
治理研究中心博士夏柱智说。凭借开阔的视野、积攒下的资
金，返乡创业农民工群体正日益成为产业转移的承接者、现代
农业的拓荒者、产销对接的链接者、美丽乡村的建设者。

与陈俭平相距千里之外的四川省眉山市洪雅县中山乡前
锋村，5000 亩有机茶园郁郁葱葱、一望无际，如一道道绿色波
浪在连绵的山地中起伏。这画面凝聚着返乡创业农民工付志
洪 12 年的心血。他通过发展有机茶园，先后带动 30 多户农民
脱贫致富。2013 年，他高票当选前锋村党支部书记，成为全村
致富的领头羊。

与陈俭平相差整整一代人的 32 岁返乡创业青年向满余，
借助电商将家乡土货与广阔市场连接。他从家乡河南光山县
的羽绒服批发市场上发现了商机，回乡投资创办电子商务公
司，主销当地羽绒制品，目前年销售额在 1000 万元以上，还进
一步带动当地鸭养殖、鸭绒加工的发展。

“过去农民外出打工叫做‘五子登科’，即挣票子、盖房子、娶
妻子、生孩子、下馆子。”陈廷森说，“如今是新‘五子登科’，

即——— 换了脑子、闯出路子，建了厂子、创了牌子，活出样子。”

农业更强、农民更富、农村更美——— 是新时期亿万农民的
“三农梦”。每一个返乡创业的农民工都像一颗种子，靠散发着
自己平凡的光芒，将广阔农村一角的“三农梦”点亮。

“虽然一个人的力量有限，”陈俭平说，“但种子越聚越多，
‘三农梦’一定会被点亮实现！”

归去来兮，田园更美，胡不归？
(参与记者：杨华)新华社郑州 12 月 1 日电

农民工陈俭平返乡创业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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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上海 12 月 1 日电(记者李荣)新中国建设的首个
特大型钢铁企业——— 武钢与改革开放初期建设的第一个特大
型钢铁企业——— 宝钢联合重组而成的中国宝武钢铁集团，1
日正式揭牌成立。这是中国国企改革的大事，是中国钢铁业推
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事，也是全球钢铁业界的大事。

宝武联合的意义何在？其走向如何？需要关注的方面有哪
些？不仅在成立大会的现场，而且在业内、在市场，大家都在关
心这些问题。通过采访，记者概括出宝武联合的四大“看点”：

第一个“看点”是：宝武联合，是“国内、国际”两个轮子一起
转。在成立大会现场，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肖亚庆认为，宝武集
团成立后，将实施行业“领跑”战略，既要立足国内创新发展，
切实承担起中国钢铁行业产业组织者和技术创新引领者的责
任，成为行业领军企业，又要放眼国际，主动对标世界一流，找
差距、补短板，打造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第二个“看点”是：宝武联合，在于做强做精钢铁主业的核
心竞争力。国家已提出“中国制造 2025”战略，以顺应制造业
的服务转型和产业链竞争的发展趋势。冶金规划研究院院长
李新创分析认为，宝武合计的发明专利，约占国内重点钢铁企
业发明专利总数的一半左右，联合后形成的创新协同，可有效
形成中国钢铁制造行业的创新平台，增强中国钢铁业的创新
发展动力。宝武集团董事长马国强表示，将推动钢铁主业向高
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发展。

第三个“看点”是：宝武联合，在于探索行业整合融合的有
效途径。肖亚庆认为，整合融合的推进，最终应表现为“资源配
置更优、运行效率更高、盈利能力更强”。宝武联合后，资产总

额约为 7300 亿元，年产粗钢规模位居中国第一、全球第二，有
条件统筹规划技术研发、产品布局、采购管理、销售渠道、物流
网络等各方面的资源。关键在于：减少重复建设，压缩管理层
级，减少法人数量，确保集团高效有序运转，在增品种、提品
质、创品牌上下功夫。

第四个“看点”是：宝武联合，将在持续深化改革中激发出
内生动力和发展活力。宝武集团已成为中国国有资本投资公

司的试点企业之一，重组整合将是深化改革的一个契机，加
快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在探索建立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
度和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运营模式方面，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在宝武集团下一步的“改革议程表”中，已包括了：加快构建适
应集团化管控、市场化运作、国际化发展的高效运行机制；建
立和完善适应市场竞争要求的劳动用工和收入分配机制等
方面。

“宝武联合”的四大“看点”

新华社广州新媒体专电
(记者胡林果)童模 T 台走秀、
儿童画册写真、淘宝儿童服装
模特……伴随着童装产业和
互联网销售、自媒体直播平台
的兴起，童模经济日益火爆。
日前一则“儿童模特 2 岁多培
训 5 岁月入过万”的报道引
起广泛关注。对于儿童而言，

小小年纪过早成为“网红”到底
是喜是忧？家长又该怎样在多
元环境下全面培养孩子？对此
记者展开了调查。

父母当全职“经纪

人”培养儿童走秀

单眼皮的广州男孩小凡
年仅十岁，但在业界早已小有
名气：为童装品牌代言、参与
时装发布会、组建儿童唱跳组
合。这一切在小凡的妈妈看
来，既“洋气”“有面子”，又满足
孩子的天性。

一手把小凡“捧红”的小凡
妈妈现在是儿子的全职“经纪
人”。小凡妈妈在孩子 7 岁那年
将孩子送去学习形体和舞蹈，
此后也辞掉了工作一心一意陪
他，陪试镜，陪走秀，陪拍摄。

“这个过程比想象中要辛
苦得多，经常需要从早上七点
就开始拍，到晚上十点才收
工。”小凡妈妈说，最初只是想
培养孩子的肢体协调性，并未
想过朝着明星的方向去发展或
者靠孩子的拍照走秀来挣钱，
走秀练习是用来调节日常学
习，扩大眼界，培养吃苦耐劳精
神。

有的童模家长初衷却完全
不同。一名将自己的孩子照片
发到百度贴吧上“求走秀”的家
长告诉记者，这样做纯粹是想
让孩子走秀挣点零花钱，“这钱
容易挣、来得快”。记者发现，在
58 同城等网站上招聘童模、一
小时 200 元就将孩子送去拍摄
的家长也为数不少。

事实上，作为服装交易大
省的广东，每年都有各类服装交易会和时装展，儿童走秀模
特也因此成为了“香饽饽”，这些儿童年纪往往在 3-12 岁之
间。

网友对此评价则褒贬不一。网友“背起行囊勇闯天涯”
说：“让孩子接受类似的礼仪培训并非不好，掌握好度就
行。”网友“酥波漫”说：“一颗幼小的童心装载的应是对世界
自然万物的纯真，而不是为他人喜好或名利而过早沾染尘
埃。”

谁在“消费”儿童？有小朋友年收入达

20 万元

记者调查发现，尽管部分家长初衷是培养儿童形体
礼仪，但由于培训机构的不规范培养，以及部分家长对
新媒体环境下儿童发展的认知不足，不少儿童实际上被
“卖萌”消费了。

“我们的培训内容主要以矫正腿型、走路姿势为主。”记
者在广州市一家儿童模特经纪公司暗访时，该公司一名老
师说，公司打出去的广告是培养儿童气质，但是也会给孩子
一些“福利”——— 在公司的带领下参与商业机构的走秀和演
出。“也不是强迫父母都去参加，这只是形体训练展示成果
的一种方式。”

位于东莞市虎门镇的一家儿童模特培训公司则因地处
虎门儿童服装批发市场附近，衍生出一条专业培养儿童模
特的“生产线”。该公司“阿荣”老师告诉记者，大多数父母送
孩子过来正是看中该公司在产业链上的资源：成为公司认
可的儿童模特就有机会参加每年春夏两季的广州时装节。

“13800 元包学两年，每周来一次学三个小时就可以，

学三个月之后就可以开始‘接单’。”阿荣老师告诉记者，交
的这一万多元完全可以在日后孩子接单走秀中赚回来。

位于广州市水荫路的一家儿童造星公司则明确告诉记
者，自己的学员已经登上央视、湖南卫视等的舞台，有的小
朋友甚至年收入达 20 万元。

据了解，除了以正规形体培训为名从事商业演出培训，
也有成人模特培养机构转而从事儿童模特培训。广州市水
荫路一家“造星”机构的老师告诉记者，这里就有不少老师
曾经专职打造成人模特，而其课程设置也是以成人模特的
走姿来进行模仿训练。

专家建议，家长勿以己需强求孩子

儿童穿着华丽衣裳在光鲜亮丽舞台上走秀，借助自媒
体传播手段在新媒体平台传播，不少父母甚至引以为豪当
做展示的资本。这些光鲜亮丽的背后，是否符合孩子本身兴
趣和身心发展需求？

广州某教育机构的一位老师告诉记者，该培训班里
有个小童模，总觉得自己异于常人，常常炫耀自己去这去
那拍片子，不屑和其他小朋友接触，“有时候太早让孩子
尝到成功的滋味未必是好事，家长们应该好好思考一下
孩子过了这个年龄段以后，没人找孩子拍的话该怎么
办。”

“未成年人的现象是成年人社会的表露。”广东省青少
年研究中心原主任曾锦华认为，未成年人尤其是学龄前儿
童不具备自主判断的能力，而此时如果父母用成人的眼光
和价值观来引导孩子，则很容易让孩子“早熟”。

广东省妇联儿童部副部长王毅丽则认为，在儿童身体
发展期培养形体和礼仪无可厚非，但目前业内相关培训机
构师资水平参差不齐，有的甚至故意让孩子们去模仿成人
走路的姿势，其实是不利于儿童全面发展的。

对于如何适应儿童身心健康发展需求，广东第二师范
学院德育研究中心主任李季表示，家庭教育和陪伴其实是
最关键的。“不能说你希望孩子有自信就把他丢到人群中，

也许三岁的儿童并不需要家长所认为的那种自信心。”李季
说，相比儿童在自信心等方面的培养，更重要的是培养其健
全的人格和健康的情绪。

在曾锦华看来，当下儿童模特、儿童“网红”背后其实是
某些人钻了法律的空子，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广告法对
于儿童上电视节目有了法律保护依据，而时下网络发展很
快，网络监管部门则未对儿童在网络上过度曝光进行有效
的保护，“不能让网络的低门槛成为相关机构利用孩子的工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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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国际”两个轮

子一起转

做强做精钢铁主业

的核心竞争力

探索行业整合融合

的有效途径

在持续深化改革中激

发出动力和活力

既要切实承担起中

国钢铁行业产业组织者

和技术创新引领者的责

任，又要放眼国际，主动

对标世界一流

将推动钢铁主业向

高端化 、智能化 、绿色

化、服务化发展

有条件统筹规划技

术研发、产品布局、采购

管理、销售渠道、物流网

络等各方面资源

重组整合将是深化

改革的一个契机，将探

索建立中国特色现代国

有企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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