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九日 星期日A4要聞責任編輯：方展傑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前奏之 奔向小康

【編者按】中共十八大報告發出了動員令，要切實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小康社會就是有穩定的收入、和睦的家庭、誠實守信的文化氛圍以及沒有後
顧之憂的工作和生活。人們在工作之餘能放鬆身心、精神方面有所愛好和追
求，這才是人們嚮往的小康生活。本報記者走訪北京、上海、廣州、深圳，
分別採訪四位百姓，追尋他們的小康夢。

他們蓋起廣廈千萬間
，自己卻只能住在逼仄的

城中村裡；他們生產名牌服飾，身上卻
穿着廉價T恤；他們照顧僱主的孩子，
親兒卻找不到上學的地方。數以億計的
農民工是中國小康建設的生力軍，但往
往遠離小康生活。

重慶籍農民工賈桂瓊就是當中一員
。面對 「您幸福嗎？」這個流行一時的
話題，達觀開朗的她哈哈一笑， 「我姓
賈（諧音假），但我希望得到 『真的』
幸福。讓我們一家像城裡人一樣健康快
樂地生活，就算真的 『小康』了！」

「星期四過來嗎？我要你過來，因
為我孤單、寂寞。」這是 1993 年 17 歲
的賈桂瓊寫給男友曾桂林的情書。如今
，這些情真意切的書信，被捐贈給廣東
農民工博物館作為文物陳列，每個駐足
參觀者，都可以從字裡行間，讀出一代
農民工的青春躁動和生活期許。

鴻雁傳情解相思苦
那一年，風華正茂的賈桂瓊剛從家

鄉南下廣州，在打工時結識了比她大三
歲的韶關南雄青年曾桂林。樸茂敦厚的
小曾用真誠打開了少女的心扉，同在異
鄉為異客的寂寥，很快讓這對年輕人選
擇了抱團取暖。當時，兩人雖同在廣州
，卻因城南城北相隔一方，只能依靠鴻
雁傳情。 「那時一星期要寫兩三封，我
白天上班，晚上回到宿舍就躲在被窩裡
悄悄回信。」

工作很累，生活很苦，再經歷一段
青澀朦朧的 「山楂樹之戀」，幾乎是每
個農民工涉足城市之初的集體記憶。正
是考慮於此，賈桂瓊決定將家中收藏的
數十封舊書信捐獻給農民工博物館，為
那場城市化浪潮中的先行者留影。

節儉省用置業安居
慶幸的是，賈桂瓊的初戀修成正果

。1997年7月1日，他們選擇了這個有
意義的日子共結連理。15 年來，風雨
同舟，患難與共，最艱苦時，每月
1000 元工資要養活一家三口，交完房
租就所剩無幾，賈桂瓊幾年都不敢買一
件新衣服，多虧有街坊鄰居的幫忙救濟。

為了孩子上學，夫妻倆咬咬牙在佛
山南海按揭買了一套 40 平方米的房子

，換得一個落戶的機會，兒子這才得以
讀上公辦學校。而今，13 歲的兒子在
南海上學，賈桂瓊夫婦在廣州租房打工
，周末才能閤家團聚。雖然收入有所增
加，她依然需要省吃儉用，接近 40 度
的酷暑裡，她也不敢買空調， 「水電費
太貴了。」

賈桂瓊知道，為生存而掙扎，是這
個群體永恆的生活主題。在她的周圍，
數以億計的從土地上走出來的產業工人
，拿着極低的工資收入，基本沒有福利
保障，總是隨意而漫長地加班。數年如
一日重複着單調的工作，給商品打上
「Made in China」的標籤。

幸福生活就算小康
他們有着明確的城市夢想，但要融

入光鮮的城市生活，依然有着重重阻礙
。談起 「小康夢」，賈桂瓊希望，政府
興建的廉租房，能將農民工也納入服務
範疇，學校招生不要因為戶口問題而將
農民工子女拒之門外，總之期待工資高
一點，物價低一點，待遇改善一點，享
受到更平等的社會服務，「我不清楚小康
的標準是什麼，但我想，能讓我們一家健
康幸福地在城裡過日子，就算小康了。」

廣東農民工博物館對外開放已有兩
月，賈桂瓊還從未親臨展廳，去看看由
她筆下寫出的那些時代印跡。她說，或
許有一天她會帶着兒子一起去看， 「讓
他了解爸爸媽媽的過去，」她補充一句
說， 「我希望兒子能考上公務員，反正
無論如何也不能再做農民工了。」

【本報記者鄭曼玲廣州八日電】

爐火上燉着雞湯和米
飯，曲先生手腳利落地收

拾着給寶寶用的紙尿片、小毛巾，他最
近奔波於醫院和家的兩頭，剛滿月的女
兒有些咳嗽和拉肚子要留院診治，妻子
雖然還在 「坐月子」，也每天守候在醫
院給寶寶餵奶。

在國家統計局的界定裡， 「小康」
這個概念有着一系列可量化的指標─
人均收入、住房、教育娛樂支出、森林
覆蓋率等。在曲先生眼裡， 「小康」顯
得非常具體：乾淨的水、清潔的空氣、
完善的社會保障、食品藥品安全……一
切都指向 「讓寶寶健康成長」這個最樸
素的願望。

擔憂嬰兒食品素質
「寶寶剛開始咳嗽時我們特別擔心

她患上新生兒肺炎。」曲先生告訴記者
，由於寶寶在冬天出生，有經驗的朋友
提醒他要預防孩子患上肺炎，因為嬰兒
感染肺炎要治愈最少要花 3、4 萬元，
現在社會保險報銷比例還很低，大部分

都要自付。 「何況寶寶太小還沒上戶口
，醫藥費沒辦法報銷，全部費用都是自
己負擔。」

曲先生說，孩子出生後要在醫院辦
出生證明，到接種疫苗的社區門診辦注
射本，再到街道居委會和派出所戶籍科
落戶，為了這些事情跑遍了大半個北京
城，弄錯了一個環節就要重新等候，
「可現在這些東西都是聯網的，完全可

以在一個地方辦完，國家為什麼不能有
更人性化的設計？」

希望增加教育資源
曲先生期盼的是值得信任的社會大

環境。 「孩子出生前我們上網找月嫂，
看到有些培訓班標榜月嫂和育兒嫂半個
月速成發證，這個真挺可怕的，誰能放
心把孩子交給不具有相對資質的人？」
曲先生說，現在內地的食品、產品頻頻
爆出質量問題也讓人擔憂，為此家裡凡
是和孩子沾邊的幾乎都是進口貨，自己
也把海外購物網站逛得熟得不能再熟。

「現在的教育資源也很緊張，孩子

要想上公立幼兒園，得一出生就去預定
。」曲先生表示，自從當上了爹後，事無
大小都打聽起來。「我們家有個親戚，3
年前交了3萬元訂金，到孩子快入園前
兩個月，幼兒園通知有人託關係把他孩
子的名額給佔了，只能退還訂金。」曲
先生很擔心這種情況會發生在自己身上
，希望國家能解決教育資源過緊的問題。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人民 「期
盼孩子們能成長得更好、工作得更好、
生活得更好」。和不少人一樣，曲先生
被這段話深深打動。他說， 「我們現在
就盼着這些都能落實，這裡面很多東西
是錢買不到的。」

【本報記者隋曉姣北京八日電】

「我憧憬的小康生活，是能
從容面對生活中的大小事宜，不

慌不忙地過着有錢、有閒暇、有思想、有健康
的生活；是能心懷感恩，感謝擁有的一切的生
活。」看着丈夫在廚房忙碌的身影，等着女兒放
學回家的錢文滿懷期待地描繪着她的小康夢。

家住上海閔行區的錢文是一位小區物業管
理員，40 多歲的她擁有一個不算富裕卻相當
美滿的三口之家。同這座城市中的大多數人一
樣，她每天過着朝九晚五的生活。為了能讓家
裡生活更寬裕，她利用空餘時間接受有關營養
師的培訓，並找了一份兼職，為社區的居民擔
任健康諮詢員。 「我做這份兼職，是希望能把
健康帶給更多人；而且靠我和丈夫兩個工薪階
層的工資，現在的生活是非常累的，所以我利
用工餘時間，希望能創造多一些財富，讓生活
變得更好。」

達到小康就有安全感
2000 年是錢文生活改善的標誌性一年。

他們一家三口離開了公婆家，擁有了屬於自己
的溫馨小家。 「從 5 口人住 20 多平方米的房
子，到3口人住近百平方米的房子，這是一個
翻天覆地的變化，全家都很開心。不過，2002
年，我因患了慢性乙肝長期休假在家，那時剛
買了房子，女兒還在上幼兒園，這個病不能幹
重活，還貸及心理上的壓力很大，使得我的世
界整個坍塌了，很無力，很痛苦。」

十年來，錢文邊與病魔對抗，邊與丈夫一

起努力打拚，不但還清了房貸，還有些儲蓄。
「到 2020 年時，我和丈夫都老了，希望那時

能換個低層的房子，把雙方父母接來一起住。
對我來講，最終希望的，是一大家人一起生活
，互相照顧。」在錢文眼中，現在人們都在為
生活不停奔波，不僅與子女間產生了代溝，對
老人的照顧更是有心無力。擁有一個其樂融融
的大家庭是她的嚮往。

錢文說， 「對於我，達到小康就是擁有安
全感，可以不用為明天而擔心就足矣」，她希
望未來可以不用為明天要面臨失業、不要面臨
難以接受的漲價而人心惶惶， 「那樣的話也就
能說明我的生活達到一定水平了。還希望政府
能出台些措施，讓上海的水質得到改善，讓空
氣質量也變得更好。」

【本報記者夏微上海八日電】

「我這裡有一個快件
，麻煩派人過來收一下。

」因為要寄兩張報紙，記者撥通了快遞
公司的電話號碼。抬頭望向窗外，外面
濃霧未散，冷雨襲人。心裡暗自思忖，
這樣的天氣快遞員恐怕沒那麼快來到。

喜歡城市快速節奏
不足 20 分鐘，一個穿着工作服的

快遞員敲門走了進來，身上
裹挾着一股寒氣，肩上背着一

個大大的工作包，年輕的臉上
略顯疲憊，但卻充滿熱情。 「臨

近年底，快遞業的春運來了。」黃
興一邊遞過來一張快件單一邊和記者

攀談起來。他是負責這片區域的快遞員
，在快遞公司工作三年了。

黃興每天的工作流程是，騎着電單
車，早上8時到公司取件，中午派送完
畢；下午再取件，晚上7時前派送完畢
，同時還得承擔取件的任務。

受近期網購高峰影響，黃興的工作
節奏明顯加快，平時每天 80 個左右的
派件量一下子增到近150個，有時忙得
連飯都顧不上吃。

送快遞雖然辛苦，但黃興的心裡卻
充滿希望。他說，他喜歡這種不斷奔跑
的感覺，讓他意識到忙碌是有價值的，
因為他是在和這個城市打交道，深圳的
快節奏與他奔跑的速度很合拍。

工作帶來不同體驗
黃興來自於湖北農村，大專畢業，

屬於有知識的人。原來性格比較內向，
以前在工廠車間幹過，都是在比較小的
範圍內，接觸的事物和人不多。

「深圳是一個現代化的城市，這裡
高樓大廈林立，做快遞員後，我經常出
入一些高級寫字樓、賓館，膽子和口才
比以前強多了，還組織過一次同鄉會。
」黃興說。

黃興欣喜於這份工作帶來的收穫感
。近年隨着快遞業的迅猛發展，快遞員
的收入水漲船高。深圳是快遞行業的發
家地，也是快遞包裹最大的集散地和中
轉地，因為互聯網發達，深圳人尤其酷
愛網購，令快遞業務大增。深圳的快遞
員有四成以上月薪超過 8000 元人民幣
，快遞高峰期，月薪過萬不足為奇，這
樣的薪酬與寫字樓裡的白領相當。他每
年給老家的父母寄錢，每月除去租房
和吃飯等必要的花銷，還會在銀行存
點錢。

希望可輪候保障房
「想過未來嗎？你心目中的小康生

活是什麼樣子的？」當記者拋出這個問
題時，黃興眼睛閃過一絲亮光。

「我每日的奔走不是為了離開，是
想留在這個城市。」黃興有心目中的理
想生活， 「我心目中的小康生活是成為
城市的主人而不是過客，有屬於自己的
房子和事業。但深圳現在的房價那麼高
，買房似乎是很遙遠的事情。不過聽說
深圳已經出台政策，快遞員也可以申請
政府租房補貼，深圳戶口也逐漸放寬了
限制，保障房也將實行輪候制，這給了
我們這些久居深圳的外來人希望。我在
深圳工作五年了，未來我相信能在這裡
立足。」

【本報記者黎冬梅深圳八日電】

四個百姓的四個百姓的小康夢小康夢

▲▲

農民工的農民工的
小康標準就小康標準就
是一家健康是一家健康
幸福地在城幸福地在城
裡過日子裡過日子

▲農民工有着融入城市生活的夢想

▲2020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已進入 「倒計時」

▲農民工渴望能在身處的城市置業
，一家人一起生活

▲在城市生活的農民工最關注孩子
的成長環境

▲錢文希望能在退休後與家人到國外走走
夏微攝

▲賈桂瓊說
，閤家幸福
地在城裡生
活就是她的
「小康夢」
鄭曼玲攝

▲曲先生說，能讓孩子健康成長是
父母心中最大的小康 隋曉姣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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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生活有閒暇有思想希望生活有閒暇有思想

深圳

盼成為城市的主人

北京

願孩子在健康環境成長願孩子在健康環境成長

過上幸福生活就算小康過上幸福生活就算小康
廣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