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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门口按时上下班，父母孩子天天可见，这感觉真好！”

归瑶乡记：走近湘南大山里的三位返乡农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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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卫城镇街道上做生意的杨大学，一大早赶
到镇邮局，观看无人机起飞。

“我 50 岁了，以前只在电视上看见过无人机，
没想到我们这里会用上无人机送信，说到就到，真
是不可思议。”杨大学说。

卫城镇位于贵州清镇市，四周都是莽莽大
山，交通不便。今年 1 月开始，贵州省选择卫城镇
邮政支局作为试点，利用无人机为最偏远的迎
燕、银桥、麦巷、星光、莲花寺 5 个村开展投递业
务。

镇上好多人没见过无人机，直到现在，每次飞
行都会引来众人围观。这架多旋翼无人机直径 1
米多，有 6 个螺旋桨，机腹下面带着一个写着“中
国邮政”的绿色盒子，逢周一、周四送信，每次能装
载 4 . 4 公斤左右的报纸、信件和包裹等。飞机起
降点设在邮局三楼的天台上，“飞手”是邮局的邮
递员王华。

过去，王华骑摩托车去这 5 个村送信件，冬天

一身冰、雨天一身泥，虽然距离并不算很远，但
因为路陡、弯道大，经常遇到危险状况，送下来
需要花费一整天的时间。

现在，他只需铺设好一块蓝红相间的定位
垫，将货物装在无人机上，然后用手机扫一下无
人机电池和机身上的二维码，在手机上点一下
启动键，无人机就起飞了。每秒 12 米的飞行速
度，10 秒便能飞上 100 米高空，整条线飞下来
只需一个多小时。

王华说，虽然每次操作起飞的都是他，但其
实都是系统设定好的。位于浙江的无人机公司
技术人员会在后台全程监控、测量风速，碰到强
对流天气，无人机偏离航线，会在预定地点备降
并自动返航。

每个村子之间的飞行距离是 10 多分钟，每
飞到一个村子，都需要村子里的人帮忙更换满
格的电池，就像“接力”一样。

“路线是设定好的，电池必须是满的，不能

超重，否则起飞不了。”王华说。他们建了一个
微信群，把 5 个村负责管理的人拉进去，飞机
什么时候起飞，什么时候降落大家都会相互通
知。

31 岁的迎燕村文书文冰是无人机的管理
员之一。接到起飞通知后，她会用手机软件实时
查看飞行位置，在村广场上铺好定位垫，无人机
传感器搜索到定位垫之后，会准确降落到定位
地点。飞机停稳后，她迅速取出货物，换上充满
的电池，再用手机扫电池和机身上的二维码，飞
机便会飞向下一个目的地。

文冰收到的一般都是报纸和信件，有两次
是外省打工村民寄给家里的鞋子，“如果步行去
镇上取需要两个小时”。

44 岁的卫城镇邮政支局局长陈忠祥从小
在邮局长大，他的父亲就是一名邮递员，在卫城
镇邮政局工作了 35 年才退休。在他的记忆里，
父亲刮风下雨都在外面，一旦进村送信就几天

都回不了家。“父亲那个年代，靠走路、骑马送信。
我上世纪 90 年代到邮局工作，领一个邮戳、一个
胶垫就上班了。”陈忠祥说，“我做过 7 年邮递员，
非常能体会他们的辛苦。”

卫城镇邮政支局的投递业务覆盖卫城、暗流
两个乡镇 30 个村的 8 万多人口，但邮递员只有 3
个人。自从这架无人机“上岗”后，邮递员的工作量
减轻了不少，去这 5 个村投递的次数从一周三次
降到了两次。

陈忠祥说，无人机送信目前还在试点，如果
效果好，下一步会提高飞行频率，但受到载重的
限制，无人机还不能完全代替传统送信方式，而
且每到一个村都需要更换电池，还是有点麻烦，
希望能解决这个问题，并增加无人机架数、拓宽
航线，将更多村子纳入到航线中。

文冰最大的愿望，则是无人机“信使”能把更
重的货物送过来，“这样村民们网购就方便多了”。

(记者李惊亚、张伊伊)新华社贵阳电

无人机“信使”飞进贵州大山

新华社长沙 5 月 16 日电(记者段羡菊、柳王
敏)横亘于广东、湖南两省之间的南岭山脉，云雾
缭绕。居于南岭北麓、湖南南端的永州市江华瑶族
自治县，瑶族人口众多，也是集“老、少、边、穷、库”
于一体的贫困县。

县经开区九恒科技产业园，生产快递单条码
的车间内，机声轰隆，快递单如流水般滚动，自动
包装下线。35 岁的女工陈江玲端坐生产线旁边，
检测核对产品质量后，在表格签名栏写下名字。这
位来自县内沱江镇三门寨村的“二孩妈妈”，如今
已在家门口上班近两年，担任车间的质检员。

“之前是在广东的东莞打工，月工资 4000 元
左右，但家里孩子没人照顾，只好跟老公一起回来
了，现在我们同在这个工厂。”这里每月的工资是
2000 多元，拿到手的钱比东莞略低，但陈江玲心
安。

每天坐摩托车上下班的陈江玲，有两个孩子，
大的 11 岁，小的 6 岁。照顾孩子、督促学习成了陈
江玲生活的主要部分。“在家里务工感觉肯定不一
样，挣钱的同时还能够陪伴孩子读书。”

2015 年以来，江华县主动承接沿海产业转
移，引导 400 多家劳动密集型企业进驻乡村开设
工厂，带动群众就业，推动产业脱贫。

江华县东南部的码市镇，离县城车程还有 3
小时，不仅地处湘、粤、桂三地交界之处，还是长
江水系和珠江水系的分界区，河水充沛，林木满
山。

被江华县招商政策和码市镇山林资源优势所
吸引，原址在东莞的栋梁木业有限公司将生产基
地搬迁到了码市镇，创造了 100 多个就业机会。

“在家门口就业，按时上下班，跟工薪族一样，
父母孩子天天可见，再也没有那种在外打工的漂

泊不定，这感觉真好！”码市镇中河村村民李湘成，
道出返乡就业人员心声。

36 岁的李湘成很早就去深圳打工，中专毕业
的他在电子厂、五金厂等多个工厂做过工人，断断
续续的工作经历，使他只能干普通的工种。然而年
迈的父亲身体欠佳，同时又有两个小孩需要照顾，
李湘成经常家乡、深圳两头奔波。

李湘成在家乡加入栋梁木业，有在外打工见
识、善于学习、勤劳踏实的他，历经多个岗位磨炼，
从一名普通工人，不久晋升为公司生产部副总监。

夫妻团聚，照顾父母，抚养孩子，在生养的故
土上找到归属感和安定感，是江华瑶乡大部分返
乡就业工人的期待。

目前，江华县在乡村开办的 400 多家劳动密
集型企业，吸纳带动 9000 余名农村劳动力在家门
口就业，人均年增收 1 . 8 万元以上，其中贫困人

口占 50% 左右。
在码市镇五月天服饰有限公司的车间里，

4 条生产线上的 30 余名工人正忙碌着。当天是
当地赶集的日子，不时有好奇的农民前来车间
探访。

记者见到盘进英时，她正坐在一台缝纫机
旁，对一件上衣做最后的加工。虽然进厂才 3 个
月，但厂长表扬她“上手很快”。在服装厂，每月
工资“生手”只有 1000 元左右，“熟手”很容易达
到 3000 多元。

39 岁的盘进英，家在码市镇田沟村，之前
曾在广州打工，也进过服装厂，从事的是边缘工
种。“有技术就有饭碗了，但是学技术要有人带，
同时还要有足够的耐心，能坚持下去。”盘进英
家离服装厂有 10 多公里，她和丈夫在镇上租了
一室一厅的房子，年租金 3000 元，丈夫在另一

家工厂上班。
学手艺，懂技术，掌握安身立命的本领，成

为返乡就业农民的迫切追求。今年一季度，江华
县所在的湖南省永州全市开展职业培训超过 1
万人，全市各县区举办上百场招聘会，达成就业
意向同期增加 1 . 2 万人。

大山深处所提供的本土就业机会，尽管比
以前大幅增加，仍然还有很大的挖掘空间和现
实需求。在码市镇，一位担任保安的林农，和一
位做服务员的乡村青年女子，在与记者交流时
均透露了对未来人生的渴望。“家乡发展好，我
们在家的就业机会就多，工作的幸福感更强。”

立志尽快成为一名缝衣“熟手”的盘进英，
对于生活和未来，有着清晰而坚定的认识：“自
己要踏实把技术学会，同时培养孩子好好读书
学习技术。”

从一人一马一杆枪
的游猎生活 ，到发展农
业生产 、传承传统工艺 、
拓展林下经济 ；从居住
“斜人柱”，到住上家用电
器齐全 、宽敞明亮的砖
瓦房……黑龙江省黑河
市爱辉区新生鄂伦春族
乡新生村经历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 ，过上了幸福
的新生活。

鄂伦春族是我国人口
较少民族之一，主要生活
在黑龙江流域的大兴安岭
一带，被誉为“兴安猎神”。
1953 年 9 月，原属爱辉县
辖区内 14 个部落的鄂伦
春族下山建村定居，开始
了新生活，新生乡新生村
也名源于此。目前，新生村
共有鄂伦春族 166 人。

走进新生村，一座“斜
人柱”式的迎宾门格外醒
目，街道旁一栋栋具有浓
郁鄂伦春特色的房屋映入
眼帘，仿白桦林的围栏有
序地隔出几十户鄂伦春人
家，水泥路通到每户家门
口，街边安装了路灯。

下山之前，鄂伦春人
居住在深山里，住的是“斜
人柱”、帐篷、地窨子。定居
后，他们的住房经历了三
次变迁。“刚搬下来的时
候，政府给我们建了木刻
楞，一开始一些鄂伦春人
还不习惯，后来我们也就
习惯啦。”新生村鄂伦春人
莫彩强说。

鄂 伦 春 族 下 山 3 0
周年之际 ，党和政府给
鄂伦春人盖了第一批砖
房 。2 0 1 3 年 ，鄂伦春人
又一次搬进了政府提供
的新居 。新生鄂伦春族
乡乡长张慧说，5 年来，
新生村最大变化是村容
村貌 、居住条件以及医
疗条件的改善 ，鄂伦春
人过上了现代人的新生活。

鄂伦春族狍皮手工技艺传承人葛长云，
1953 年下山之前穿行在大山深处，和父辈过着
“衣靠兽皮食靠兽肉”的生活。“当时给我们盖了
木刻楞，我们下山后，感觉比以前在山上住的
‘斜人柱’好多了，有火炕，可以取暖，舒服多了。”

葛长云说。
72 岁的葛长云是一名老党员 ，家里洗

衣机、电视机、沙发样样俱全。说起鄂伦春人
的生活变化，葛长云现场编词，用鄂伦春语
唱了一首赞扬社会主义好和共产党好的歌
曲。抑扬顿挫之间，老人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现在社会多好呀，我们住的新居，是政府
2013 年给盖的新砖房，一分钱没花，看病全报
销，孩子上学还有特殊照顾政策。”葛长云患有
气管炎，今年 3 月住院，花了 1 万多元，出院后
全部报销。

随着社会的发展，新生村的孩子陆续到黑
河市读书，闲置下来的新生鄂伦春族乡中心学
校，如今改造成爱辉区民族文化传承教育基
地，吸引了不少人前来参观学习。记者遇到爱
辉镇中心学校六年级毕业班的 69 名师生，正
在这里举行“回归自然，走进鄂乡”研学之旅。

“以前对鄂伦春族，不太了解，通过这个活
动，有了更深的认识，他们不仅把传统文化保留
下来，而且过上了新生活。”爱辉镇中心学校 6
年级学生宋子欣说。

如今，除了冬天狩猎，鄂伦春人还开展农业
生产、文化旅游多种经营。新生村鄂伦春族吴丽
霞家去年种了 600 多亩地，纯收入达到 20 多万
元。此外，吴丽霞还经常上山采集一些野菜、榛
子等，开了一家农家乐。

“感谢党的好政策，我们赶上了好时代，才
有了新生活。”新生村鄂伦春人常说的这句话，
一直在记者耳边回荡。

(记者李凤双、管建涛、王建)
新华社哈尔滨 5 月 16 日电

鄂
伦
春
人
﹃
下
山
建
村

﹄后
的
新
生
活

自从 10 年前嫁入德
庆县金西村，李华梅就梦
想着有一个抽水马桶。

那个时候，她和公婆
同住在土墙建造的平房
里，一家五口共用一个茅
厕。那气味、那场景，让当
时在深圳打工的她记忆
深刻，“不是实在憋不住，
我是绝不会进去的。”

结婚 4 年后，李华梅
的公公盖起了三层小楼。

她和丈夫 、儿子，拥有了
一个单独的卫生间。一个
白色陶瓷蹲厕占据了那
个狭小卫生间的地面正
中央。一次洗澡时，她儿
子滑跌进了厕坑里。“我
就是想要个坐厕(抽水马
桶)”，李华梅对丈夫说。

金西村位于珠三角
西部的一个山坳里，离最
近的城镇还有 10 公里。

在这样一个自来水尚未
普及，更没有排污管道的
山村中，想要一个抽水马
桶，仿佛就是一个梦。

然而，李华梅的梦想
在去年实现了。

金西村成为广东省
新农村建设示范片区中
的一员，政府拨款 1000
多万元，用招投标方式对
道路 、自来水 、村容村貌

进行升级改造，修建了排污管道和小型污水
处理站。2017 年，金西村 280 多户农民，家
家都有了配备化粪池的无害化卫生厕所。这
里成了广东省级卫生村。

在金西村“厕所革命”的当儿，李华梅和
丈夫买来抽水马桶，对自家的卫生间进行了
一次升级换代。“现在好看了，也安全了”，怀
抱不到一岁小女儿的李华梅现在满意了。

离金西村不远的五福村，也被纳入广东
省新农村示范片区建设之中。

因为供两个孩子上学，家里缺少劳动力
而致贫的五福村村民张汉光，去年也搬进了
有陶瓷蹲厕的新房。“村里所有贫困户家里
都有了无害化卫生厕所。”五福村党支部书
记张永佳说，“接下来我们想利用村里的竹
林、小河，发展乡村旅游，增加村民收入。”

德庆县创卫办副主任陈月明介绍说，至
2017 年底，德庆县农村有 9 . 5 万户农民使用
无害化卫生厕所，普及率为 92% 。

据广东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介绍，截
至去年底，广东省成功创建省级卫生村 12500
多个，农村无害化卫生户厕普及率达 93% 。

广东省力争在 2020 年实现全省农村无
害化卫生户厕全覆盖。

(记者壮锦)据新华社广州电

2010 年，在外从事过家电、服装、汽车配件等生意的阎仁兵、张荣苹夫妇回到重庆市铜梁区永嘉镇高龙村老家创业。经过认认真的市场调研和学习，
他们开始从事蓝孔雀养殖，并不断提升养殖技术、扩大养殖规模、拓展蓝孔雀产业链。

通过不懈努力，他们养殖的蓝孔雀数量已达到 3000 多只，除了销售蓝孔雀及其种苗外，还进行了孔雀蛋、孔雀标本、孔雀羽毛服装、孔雀羽毛饰品
等的生产和销售。2017 年，夫妻俩通过蓝孔雀产业，获得了 500 多万元的营业收入。

目前，夫妻俩正依托蓝孔雀养殖基地及周边优美的自然风光，打造“孔雀休闲山庄”，将蓝孔雀产业和乡村旅游结合起起来，进一步提高经济效益。“除
了自己挣钱，我们也希望能够带动父老乡亲一起致富奔小康。”阎仁兵说。 新华社记者王全超摄影报道

▲ 5 月 16 日，在重庆市铜梁区永嘉镇高龙村蓝孔雀养殖场内，一只蓝孔雀开屏。

▲ 5 月 16 日，在重庆市铜梁区永嘉镇高龙村，阎仁兵在
包装孔雀蛋。

▲ 5 月 16 日，在重庆市铜梁区永嘉镇高龙村，阎仁兵(右)
和妻子张荣苹在养殖场内巡视蓝孔雀生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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