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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年前，张富清回乡探亲，和孙玉兰第一次
见面。

他俩同村，算知根知底。她问他的问题是：
“你在当兵，有没有加入组织？”

“我入了党。”他回答。
她挺满意：这个人，一点不炫耀，问到才说。
其实她是妇女干部，还去他家慰问过军属呢，

那些出生入死的事他却提也不提。
通了半年信，他写道：“你来武汉吧。”

“好啊，那我就去玩几天。”她想。
空着两手就上了长途车，临走前，她去乡里开

介绍信，书记说：“傻女儿，你去了哪得回来！一年
能回一次就不错了！”

“这话叫他讲到了！真的，多少年都回不去
了！”讲这话时，她呵呵笑着，已是一头白发了。

果然，到了武汉，他们领了结婚证，接着就奔
恩施。

路真远啊！走了半个多月，先坐船，再坐
车，又步行。她在车上吐得昏天黑地，脚和
脸都肿了。好容易到了，他又问：恩施哪里最
艰苦？

就又到了来凤。
她没带行李，他行李也不多：一只皮箱，一卷

铺盖，一个搪瓷缸子。
来凤的条件跟富庶的汉中没法比。“我们那

都是平坝坝，哪有这么多山？”
租来的屋，借来的铺板，就成了一个家。做饭

要到门外头，养了头小猪，白天放出去，夜里拴门
口。“它原快死了的，我买回来养，又肯吃又肯长。”
她很得意。

工作也不错，他是副区长，她在供销社当营
业员。日子这么过着，挺好了。

可是有一天，他回来说：“你别去上班了，下来
吧。”

她不理解：“我又没有差款，又没有违规，你啷
个让我下来？”

“你下来我好搞事。”他说。
换别的小夫妻，要大吵一架了吧？

“这不是吵架的事情。”她说，“是他先头没说
清楚：国家有政策，要精简人员。他说了，只有我
先下来，他才好去劝别人下来。”

她就这么回了家。先是给招待所洗被子，后
来去缝纫社做衣服，领了布料回来，白天黑夜地
做，做一件挣几分钱。

几个孩子帮着打扣绊，还要出去拾煤渣，挖
野菜，到河边背石头。一家六口只仗他一人的
工资过活。孩子们长到十几岁，都不知道啥叫
过节。

他去驻村，又选的最偏远的生产队。她一人
拉扯四个孩子，经常累得晕倒。

住院，几个孩子围着她哭，她搂着轻声安慰。
身体好点了，又马上缝补了干净衣服，买了辣椒
酱，用药瓶分装好了，让孩子带到山里给他吃。

“哪个干部家里过成你这样？”有人替她不值。
“你怨他干啥，他是去工作，又不在跟前。”她

叹口气。
那时，他的心里，一定也沉沉的吧？！
离休回家，他从“甩手掌柜”立刻成了家里的

主要劳动力，买菜洗衣收拾家，到处擦得锃光瓦
亮，叠得整整齐齐，角角落落都一尘不染。

连做饭也是他。“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他
总这样说，把她手里的锅铲抢过来。

离休生活三十多年，都是这样。
上个月，她突发心梗，他拖着一条腿扑到她担

架前，带着哭腔：“你怎么样了？他们说给你送到
医院，你挺不挺得住？还是到医院去吧，你不用为
我担心呵……”

旁边几个年轻人都看哭了。
这次采访，记者里好多小姑娘，七嘴八舌

地围着问：孙奶奶，跟着张爷爷，背井离乡，吃
苦受累，后悔吗？

“有么子（什么）后悔呢？党叫他往哪里走，他
就往哪里走。反正跟随他了，他往哪里走，我就往
哪里走。”孙玉兰说。

“您当年看上爷爷哪点？是不是一见钟情，特
崇拜他？”

她一下子笑了。
（新华社武汉5月26日电 记者张汨汨 谭元斌）

爱情的原色
——张富清的英雄人生之二

新一轮产业技术变革加速，经济
转型升级潮流澎湃汹涌，敏锐的企业
家们纷纷加大研发力度，创造创新，
在时代变革中寻找机遇。

近期多个市场发布的企业财报
显示，研发投入的增加，给企业带来
了业绩的增长，给经济转型发展注入
了不竭力量。

研发加强
助力打造经济发展新引擎

“今天，是历史的选择，所有我们
曾经打造的备胎，一夜之间全部转

‘正’！”华为子公司海思半导体总裁
何庭波5月17日向全体海思员工群
发的邮件备受关注。

备胎转“正”的底气，源自华为持
续多年对芯片研发的投入。在我国，
越来越多的企业重视研发创新。

比亚迪去年研发投入85.36亿
元，同比增长36.22%；长安汽车截至
2018年末研发人员7722人，比上年
增加7.59%；京东方A去年新增专利
申请9585件……

“随着我国对专利技术保护力度
的加强，对技术创新发展的引导推
动，社会对人才重要性认识的加强
等，企业在研发人才、资金方面的投
入力度持续加大。”望华资本创始人
戚克栴说。

上交所数据显示，2018年沪市
实体类公司研发投入3900亿元，同
比增长21%；中企联数据显示，2018
年中国企业500强研发投入较2010
年增长了1.66倍。

不仅是大企业，在中小微企业集
聚的新三板，全市场挂牌公司2018

年研发费用合计599.13亿元，同比
增长15.69%；硕士及以上人员占比
2.7%，是我国整体水平的3.46倍。

日积寸功，方能成器。难以计
数的企业主体投下的研发力量，正
在转变成增长的动力源。

凭借在新能源领域的创新，比
亚迪2018年营收同比增长22.79%；
通过向“强智造”转型升级，福耀玻
璃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30.86%；每
年研发投入占销售额10%至15%的
恒瑞医药，业绩常年保持稳定增长
……

聚沙成塔，积土成山。在持续
的研发投入下，一批新兴产业在市
场竞争中成长了起来。

在战略新兴产业占比超七成的创
业板，2018 年营收总额同比增长
15.85%；849家新三板创新层公司一
季报显示，净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28.15%。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的集
聚发展，正在成为经济增长新引擎。

矢志创新
紧抓机遇搏浪转型发展

昆明洛龙河畔、北京翠湖旁……
凭借自主研发的双膜新水技术，碧水
源建起了一座座再生水厂，为市政、
湿地、农田等持续输出清洁水。

碧水源的进取，是我国新兴产业
发展的一个切片。

当前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
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企业必
须顺势而为。

“老百姓对品质生活、个性化体

验的追求越来越高。这些追求从需
求端推动着企业研发创新，开发出更
多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产品。”中国企
业联合会副研究员高蕊说。

比如，为满足蓝天碧水的需求，
节能环保产业方兴未艾；为满足健康
生活的需要，生物医药行业快速成
长；为满足更高效的运算需求，新兴
信息产业迅速迭代……

“市场的需求是企业创新的根本
动力。”碧水源董事长文剑平说，有技
术有市场，就能生存和发展，就永远
不会失去信心。

市场之外，企业成长逻辑也在
变，其中蕴藏着发展的机遇。

传统靠投资、靠廉价劳动力，靠
以破坏环境为代价的发展老路已经
走不通；新一代产业技术革命蓬勃发
展，用高新技术武装起来的企业，将
在未来拥有更广阔的市场。

顺大势者昌。企业必须紧紧抓
住历史机遇，聚焦主业、广纳英才、持

续创新，探索属于自己的核心技术，
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如此，才能搏
浪时代，不负时代。

滚石上山
持续研发助力高质量发展

凭借持续的创新研发和大型游
乐设施领域的长期积累，2018年12
月，中山金马成为游乐装备制造业少
有的上市公司之一。

“今天的成就来自企业持续的研
发创新和对产品质量安全的严控。”
中山金马董事长邓志毅说。

广东中山之外，还有许多像“金
马”一般的企业，正以滚石上山的毅
力，持续投入研发，在高质量发展征
程上奋蹄疾进。

“持续的研发投入能够激发出新
产业、新增长点，这些新产业、新增长
点将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排头兵，推
动经济实现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

展。”联讯证券研究院分析师彭海说。
守正笃实，久久为功。研发的投

入很难立马见效，对关键技术的突破
需要持久发力，企业家们已经做好了
准备。

“持续研发投入是美的过去、未
来发展不变的主旋律。”美的集团董
事长方洪波说，未来将在人工智能、
芯片、传感器、大数据、云计算等诸多
领域持续探索。

“未来三年将再投入10亿至15
亿元的研发资金，致力解决水脏、水
少、饮水不安全三大难题。”文剑平说，
企业将持续聚焦治理水环境、开发新
水源、保障饮水安全的技术创新。

好风凭借力，扬帆正当时。迈向
新征程，人才资金等研发资源的持续
投入，必将培育起千千万万的技术种
子，结出千千万万个创新成果，并以
此汇聚起澎湃力量，推动企业、行业、
国家蓬勃发展。
（新华社北京5月26日电 记者许晟）

研发加强激活新动能 紧抓机遇搏浪新时代
——从企业研发看经济转型发展

聚焦中国经济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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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的获得不仅是成
果的展示，也是一种责任，我
们将继续以粽子生产作为产
业扶贫的主要抓手，打响粽
子品牌，帮助更多村民脱贫
致富。”5月 25日，在2019
年海南端午美食文化节上，
海南碧乡石碧苗妹五色粽水
口仔厂荣获“海南名粽”称号
后，该厂相关负责人表示。

作为政企合作传承民族
文化的公益产业扶贫项目，石
碧苗妹五色粽水口仔厂是在
琼海市委、市政府及琼海市检
察院的指导下，由碧桂园海南
区域无偿捐赠近800万元为
琼海市石壁镇水口仔村打造
的精准扶贫产业项目。该项
目的落地和正式运营，不仅成
为助力当地村民脱贫致富的
有效举措，也为成功改造产业
起到了示范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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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扶贫项目落地
助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

青山掩映，绿树萦绕。5 月 24
日，阳光照耀下的水口仔村显得格外
美丽。走进村里，有一处景色优美而
又具有苗家风情的园区，这里就是石
碧苗妹五色粽水口仔厂。舀米、剪粽
叶、包扎、蒸煮、清洗、包装……随着
端午临近，厂内的工人也变得越来越
忙碌。

“真心感谢政府和碧桂园，以前为
了养家糊口，我不得不经常在外地打
零工，收入少工作也不稳定。自从有
了这个粽子厂，不但可以有稳定的收
入来源，更重要的是可以在家门口就
业，方便照顾家人。”水口仔村贫困户
赵运香由衷地说。

据了解，石碧苗妹五色粽水口仔

厂是政企合作的公益产业扶贫项目，
该厂绝大部分的工人都来自于当地的
村民。其中，有一半以上的工人是村
里的贫困户。

项目建成后，该厂以“党支部+合
作社+贫困户”模式进行试运营。今
年3月 11日，该厂举行运营签约仪
式，委托碧桂园集团旗下海南碧乡农
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运营，这标志着
石碧苗妹五色粽水口仔厂正式进入常
态化运营阶段。

“为了实现产能最大化，我们在保
证传统原材料的选取以及手工包扎技
术的基础上，采用了先进的设备和操
作技术。”海南碧乡农业发展有限责任
公司总经理助理、石碧苗妹五色粽水
口仔厂厂长姚伟峰介绍。

现如今，传统的手工技术，加上先
进的设备，石碧苗妹五色粽厂不仅实
现了产业规模，也让苗族的传统美食

文化得到更好的传承，让越来越多的
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

“输血”与“造血”并举
让村民“腰包”鼓起来

“在这里工作既可以学习技术，又
可以增加收入，人也更有干劲了。”
2018年，坟海珍在当地政府和企业的
帮扶下，成为该粽子厂的一名包扎工
人。如今，包扎技术越来越娴熟的她
已经成为了厂里的技术骨干。

姚伟峰介绍，除了在厂区内的技
术培训以外，公司还会组织部分员工
到碧桂园总部进行学习培训，感受浓
厚的企业氛围，从而改变村民从被动
接受到主动学习的观念。

不仅如此，随着粽厂的投产及正常
运营，不仅实现了粽子销量逐步增加，
同时带动了当地养猪、养鸭、粽叶种植、

山兰米种植等10余个相关产业的发展。
姚伟峰介绍，下阶段除了粽子等

传统的季节性产品以外，为了优化产
品结构，公司还将有针对性地研究生
产速冻产品等面制品，饼干、糕点等分
装产品。

此外，公司还将充分挖掘琼海乃至
全省丰富的特色农产品资源，进行农产
品深加工，做大做强，为社会创造更多
就业致富的机会，让越来越多的农民腰
包“鼓”起来，让百姓的生活富起来。

据碧桂园海南区域助理总裁郭
姿瑶介绍，截至目前，五色粽厂已收
到了7.44万余个端午节粽子订单，并
仍在持续增长中。“我们不仅通过市
场渠道对外进行销售，而且也在整个
碧桂园集团内部进行推广，让更多的
人在享用美味粽子的同时帮助村民
们脱贫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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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桂园海南区域捐赠近800万元为琼海村民建粽子厂

产业扶贫助力村民家门口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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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江王下：打造黎乡“香格里拉”◀上接A01版
母亲在故事里总告诉他，不会砍山种
山兰、不会爬树吃饱肚子，就讨不到媳
妇了。

如今的林峰年近花甲，早已忘了砍
山爬树的技巧，但一家三口过得其乐融
融。“尤其是我媳妇，现在都喜欢网购
哩，下单就能送到家门口，哪还有母亲
口中买盐都困难的日子！”林峰笑着说。

不仅是林峰一家，自从2017年底
昌江打通了王下乡光纤入户的“最后一
公里”，加之交通条件的不断改善，家家
户户用上了互联网、勤劳的村民买上了
小汽车，日子一天比一天红火。

在乡政府工作了一辈子，林峰每
天接触着形形色色的村民，让他感受
最深的，是生活在变，大家的想法也在
变。“听说有村民靠着在网上卖蜂蜜，
一天能赚300元！”林峰说，想法多了，
收入渠道自然也多了，守着橡胶过日
子的人越来越少，拓宽增收渠道的人
越来越多，崭新的小楼拔地而起，开车
进城也成了常态。

“贫苦的日子，以后就只存在于故
事里了。”林峰告诉记者，上一辈的故
事，他还会说给下一辈听，这是黎家的
风俗，也是忘不了的初心。

故事里的人，实现发展

林峰记忆里母亲说的故事，对张
文东而言，就是从前真实的生活。如

今住在大炎村浪论村民小组漂亮的连
排房里，张文东还是闲不下来，跟家人
一起摸索着“电商”这个新玩意儿。

王下的变迁，张文东是亲历者，更
是建设者。

“别看现在村子漂亮整洁，现代化
设施应有尽有，在20年前，整个村子
都是茅草房，进村的路都没有。”张文
东说，相比王下乡镇墟，浪论村的条件
更为艰苦。上世纪90年代初，当公路
修进了王下，浪论村的村民也坐不住
了，“吃着酸芒果、踩着红泥巴，大家一
起硬生生铺出一条进村路来。”

刚刚打通与外界交流的渠道，一
场意外发生的大火却把村民的茅草屋
烧得一干二净，后来虽在政府扶持下
住进了瓦房，但产业不兴、交通较差的
浪论村，依旧挣扎在贫困中。

“真要说发展，那还是近几年的
事。”张文东说，2014年，水泥硬化路
修进了村，2015年，昌江启动了浪论
村整村推进扶贫项目，给全村64户村
民盖上了新房，还通过发展养殖业敲
开了村民的致富门。通过扶持五脚猪
和山鸡养殖，昌江着力改善了浪论村
落后的农业产业结构。

走出大山的路好走了，不少村民
家中的芭蕉、山货也有了销路。有生
意头脑的村民干脆把农特产品拉到石

碌镇上售卖，收入可观的同时，增收渠
道也更加丰富。

增收的路子有了，浪论村的小市场
也繁荣起来，有物流车带着货物进来，有
小商贩卖起了新鲜蔬果，靠山吃山一辈子
的村民，也开始过上了买菜做饭的日子。

而张文东，拉着儿子在村里搞起
了电商服务站，土蜂蜜、野山药等山
货，现在都是浪论村村民微店里的畅
销货。“贫困户都以‘党建+合作社+农
户’模式纳进乡里的山鸡养殖产业合
作社，收入稳定，生活无忧。”张文东
说，种槟榔、种益智，发展农村电商，浪
论村的发展，还在路上。

讲故事的人，正在路上

同样奔波在路上的，还有王下乡

政府工作人员韩汝雪。26岁的她学
的是音乐专业，熟悉她的人喜欢叫她

“百灵鸟”。而作为王下人，她还有个
特殊的“光环”：返乡大学生。

“2006年实施教育移民以前，整
个王下乡一个大学生都没有，高中毕
业那在咱们这是高学历。”半开玩笑的
语气里，王下乡党委宣传委员黎增山
更多的是无奈。但自2006年至今，王
下乡的学子借助教育移民的机遇，已
经有118人顺利走进了大学校园，韩
汝雪便是其中之一。

“从山里走出去了，没几个人愿意
回来，穷乡僻壤，留不住人。”韩汝雪说，
长辈们灌输的观念，从来都是努力走出
深山创造好的生活，却想不到愿意回乡
的大学生，能帮助更多人创造新生活。

2017年，大学毕业在外打拼一年

的韩汝雪选择回乡，负责扶贫领域的
工作。在乡干部眼里，歌声优美的韩
汝雪好似一条连接王下与外界的纽
带，带回了发展的新思路，探索着增收
的新途径。

很多人不理解，飞出去的“凤凰”，
哪有回巢的道理？“回来，是因为家乡
的发展需要我，如今王下的发展提速，
更需要我们回来。”与韩汝雪一样选择
回乡服务的大学生韩婷，有着更长远
的想法：“长辈们的故事，都说要离开，
如今我们回乡助力发展，就是要讲我
们自己的故事，讲王下发展的故事。”

包括韩汝雪和韩婷在内，如今已
经有4名从王下走出去的大学生参与
到家乡的发展建设中，而“既要金山银
山，又要绿水青山”的观念正逐步深入
人心，曾经的穷乡僻壤经历了巨变，现
在正由年轻一代的王下人，用他们的
努力讲述着发展的新故事。

（本报石碌5月26日电）

昌江黎族自治县王下乡，只有
3000 多人，相较于地理位置偏僻、交
通不甚便利等客观因素，制约着王下
发展的，还有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经过几十年发展，王下乡通了公
路、有了网络，越来越多的孩子有了到
县城享受优质教育的机会。但这些王

下乡的“天之骄子”，是否愿意回来？韩
汝雪、韩婷等从王下走出去的大学生用
行动回答：我愿意，因为家乡的发展需
要我。曾几何时，王下乡的群众为了

“逃离”贫苦的生活，混得不好也不愿重
返深山；而今，本可以在外创造幸福生
活的大学生选择回乡，带来了新思路、

新想法、新希望，他们的回归，能为王下
未来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王下的条条大路越来越好走，奔波
在路上的人越来越年轻。他们用行动证
明，如今的王下走得出去，也留得下来，
因为乡村振兴事业值得他们留下，值得
他们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刘笑非）

走得出去，也留得下来记者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