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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公 里 ，温 暖 回 家
本报记者 周 剑 中国经济网记者 郝红波

题 记 1 月 22 日零时 11 分，

腊月廿二。伴随着长长一声汽笛

响，本报记者和进城务工人员一起

乘坐L603次专列，开始了共计1995

公里、近32个小时的旅途。这趟从

北京开往重庆的农民工专列共载有

近1800名乘客，途经河南、陕西、四

川、重庆等劳务输出大省，共计19个

站点。一路上，不同车厢的几十位

农民工与记者分享这一年的收获、

喜悦和期盼⋯⋯

L603次列车车组50多名乘务人

员，主要由北京铁路局北京工务段干

部职工临时组成，他们昼夜交替值班

应对行车中的各种状况，最终确保了

列车在23日早上8时准点达到。

而这也只是各地各部门采取多

种措施积极帮助农民工平安返乡返

岗的一个缩影。

爱心接力 汇聚暖流
本报记者 魏劲松

“咱农民工有专列”
本报记者 苏大鹏

“咱农民工有专列”
本报记者 苏大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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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是‘三好学生’，这张是‘文明标
兵’⋯⋯”“不得了，这两个娃儿今年拿了
14 张奖状哩。”1 月 22 日，记者经过 L603
次专列拥挤的第七车厢，只见两个孩子正
在高兴地整理一大沓奖状，邻座的农民工
乘客们发出一片称赞声。

“每次得到奖状，我都会给奶奶打电
话，奶奶说，‘娃儿好棒呦，过年回家把奖状
给我带回来！’”在北京大兴区农民工子弟
学校海迪学校上学、年仅 9 岁的关锦鹏毫
不怯生地向记者介绍，“我读三年级，今年
拿到 8 张奖状。妹妹关淑琪读一年级，今
年得了 6 张奖状。我们这次带着奖状回家
过年，奶奶一定会特别高兴！”

“两个小娃儿每门功课都在 90 分以
上，成绩一直保持在班级前十。”听到大家
的赞扬，孩子的父亲、37岁的关勇高兴得合
不拢嘴，言语间洋溢着自豪之情，“更重要
的是这俩娃儿乐于助人、孝顺懂事。”每年
春节，兄妹俩都会和父母一起坐上近 2000
公里的火车，赶回老家看望爷爷奶奶。

车厢实在拥挤，为了让孩子坐得舒适，
关勇就一直叉着手站在过道上，脸上却始
终挂着微笑。

他和妻子王义聪都是四川自贡市富顺
县龙石乡人，常年在北京大兴区旧宫附近
的服装厂务工。这几年，他们的两个孩子
先后在大兴区农民工子弟学校海迪学校顺
利上学，“带齐相关证件就能办理入学，从
来没有交过借读费。”

“海迪学校离我们家很近，走路只要 5
分钟；校园是半封闭管理，两道大门都有保
安把守，每天必须由家长接孩子；老师对学
习要求很严格，没完成作业就会联系家
长。”关勇表示，他对学校的各方面都很放
心。特别是 2013 年学校给每人发放补助
后，家庭的教育支出也变得微乎其微，“孩
子每学期交650元学费，学校给每人放500
元补助，算下来家里基本上不掏学费。校
长告诉我，明年的补助还会提高哩。”

“看到两个小娃儿在身边健康成长，我
们务工也很有信心。”关勇表示，他和妻子
两人月收入能过万元，除去各项家庭开支，
每年还能存下五六万块钱。刚刚过去的
2013 年，虽然服装行业不太景气，但他们
的家庭收入相比上年还是实现了增长。

“你们家现在还有没有其他困难？”
“我感觉都还不错。”关勇认真想了几

秒钟后回答道，最近 5 年全家人在北京生
活非常便利，孩子也特别适应这里的学习
生活环境，新年一切保持好的势头就行，

“我和妻子在京务工，子女也能在身边上
学，我们全家能在北京这样的大都市立足，
我真的感到特别满足。”

疾 行 的 L603 次 专 列 驶 入 了 中 原
大地。

重庆市开县赵家镇人孙代富心情不
错，正和老乡拿着手持电视在“安逸”地收
看节目。经过一晚在硬座上的囫囵觉休
息，孙代福已经从昨天辗转 3 个多小时到
北京站的劳累中恢复过来，“今年我们是在
网上抢到的票，刷了两天，不过总比排长队
去买票方便。”

35岁的孙代富和妻子在河北廊坊市胜
芳镇经营火锅店，店名就叫“重庆火锅”，“店
面有 200多平方米，加上院落的空间，生意
好的时候能坐满20张大圆桌。”他们的火锅
店推出30元至168元7种中低端套餐，消费
人群主要是周边工厂的务工人员。

胜芳镇是远近闻名的家具生产之乡，
当地有家具企业 1200 余家，从业人员逾 3
万人。同时，还有钢铁厂、化肥厂 200 多
家，从业人员过万。众多工厂在吸引大量
外来务工人员的同时，也带动了当地餐饮
业的发展。

孙代富介绍，在胜芳镇，仅重庆开县赵
家镇老乡开的火锅店就有近 20 家，基本上
都是家庭经营，两、三个人就能打点店铺的
所有事务，“大家今年赚得少的也有近 10
万元，最多的可能有 40多万元。”

“干净卫生是必不可少的。”虽然是夫
妻店，孙代富小两口对店面和食材的卫生
十分较真。

他们认为，火锅店对菜品的卫生要求
更 高 ，既 要 干 净 又 讲 究 摆 放 得“ 光 鲜 亮
丽”，“青菜得洗到能直接生吃，油、盐也必
须是真材实料。”就这样，他们的火锅店逐
渐赢得了不少回头客，“做生意讲究诚信，
我们是外地人，更需要好的口碑。”

孙代富和妻子以前在上海的一家工厂
打工，两人每月虽共有 6000 多元工资，但
除了吃住，只能剩下 3000 元左右，“基本
上是吃一人、存一人。”后来经老乡介绍，借
了 6 万多块钱来胜芳镇开了这家火锅店，

“没想到一年就收回了成本。今年的收入
又比第一年好了很多。”

“开店不管是时间和想法都比给别人
打工自由，但确实辛苦，操心的事情非常
多。”除了每天早 8 点至晚上 12 点的超长
营业时间，孙代富说还有“三怕”，一是担心
生意不好，二是担心有人闹事，三是担心卫
生出状况。讲起这些，孙代富微微皱起了
眉头，“基本没有周末和节假日，每天打烊
后浑身都是酸痛的。”

“马年生意更兴隆！”谈起新年愿望，即
将迈入本命年的孙代富几乎脱口而出。他
打算 2014年将店面重新装修一下，希望能
吸引更多顾客。

伴随着有节奏的“哐当、哐当”声，行驶
中的列车不时左右轻晃。

22 日下午 4 点，车窗外阳光和煦，11
号硬卧车厢里，48 岁的谢丽华正专注地绣
着一幅长达 1.5 米的“平安富贵吉祥”牡丹
十字绣。丈夫许明永则“妇唱夫随”地帮忙
扶着卷轴。此时，L603 次列车已行程过半
进入了陕西省，眼看离家越来越近，谢丽华
也加快了手中针线活的速度。

“这是送给儿子的礼物，下半年他就能
住上成都的商品房了。”谢丽华满脸幸福地
说道。许明永和谢丽华都是四川省达州市
通江县三溪乡爱国村人，由于常年在外务
工，当年两个儿子考上大学时都没时间送
行，为此一直心怀愧疚。2013 年，夫妻俩
最高兴的事就是资助大儿子在成都买了
房，“我们支援儿子 10 万元，加上他自己工
作两年的积蓄，20 万元的首付没花太长时
间就凑齐了。”

“这几年，我们夫妻俩在北京务工的收
入还不错，每个月能赚到 1 万多块钱。”许
明永介绍说，以前在外地打工，工资发放经
常没保障。来到北京后发现，这里工资较
高，而且基本不拖欠。

在 L603 次列车上的两天时间里，记
者先后在不同车厢遇到 10 多位来自达州
的务工人员。原来，地处川、渝、鄂、陕四省
市接合部的达州是四川劳务输出大市，近
年劳务输出人口稳定在 170 万人左右。他
们当中相当比例的务工人员为华北地区的
建设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据列车长曹春
生介绍，L603专列上 70%至 80%的旅客都
是在达州站下车或换乘。

让许明永引以为豪的是，他曾多次亲
身感受到达州建筑工人在北京的“品牌”效
应。“北京的木工、油漆工、泥工、电工、瓦
工，尤其是钢筋工中，有相当比例都是达州
人。招工时，老板听说是达州人，二话不说
就雇走。”言语缓慢的许明永，谈起这些时
语速明显加快，“光我们爱国村就有 300 多
人在北京干这行。”但许明永也清醒地认识
到，“达州务工人员主要做的还是零星项目
的‘点工’，没有承包工程的能力。”

也许是受父辈影响，许明永两个儿子
大学念的都是建筑工程类专业。许明永期
盼着“他们有了知识和文化后，不用重复我
现在做的这些‘小活’，以后肯定会有机会
去参与大项目、大工程。”

对于即将到来的马年，许明永夫妇俩
非常期待着去看看大儿子在成都的房子。

“但不一定有时间。我们想着再辛苦两三
年给马上毕业的小儿子也准备 10 万块钱
买房。”谢丽华话毕，邻座的乘客无不感慨，

“可怜天下父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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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家已在北京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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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家已在北京立足”

关 勇

四川省自贡市富顺县龙石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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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意会越来越好”

孙代富

重庆市开县赵家镇人

开心——

“儿子将住上商品房”

许明永、谢丽华夫妇

四川省达州市通江县三溪乡人

1 月 19 日 15 时 56 分，载着 1092 名返乡
农民工，载着满满的喜悦，农民工专列 L833
次临客从大连开往 1500公里外的佳木斯。

“来，我这有尼龙绳，用它捆上，结实，掉
不下来”，看到一个小伙子正为行李摆放不稳
发愁，列车长赵运猛递上一根尼龙绳，并帮他
绑好行李。为了让外来务工人员回家的路走
得舒心，这趟专列的专门准备可谓周全。大
连客运段于晶告诉记者，列车专门准备了医
疗箱、便民箱、一次性纸杯和拖鞋等。为照顾
哺乳期的妇女，每节车厢乘务室专门用来做
哺育室⋯⋯

行进在天寒地冻的东北大地上，列车被
欢声笑语温暖着。广播里响起频率最高的歌
是《咱们工人有力量》，许多乘客情不自禁地
随之哼唱起来，一个小伙子这样唱道：“咱们
工人有力量！咱们农民工有专列！⋯⋯”

L833次列车上，乘务员给大家讲解如何在

12306网站订票诀窍。 本报记者 苏大鹏摄

腊月廿四，500余名农民工从武汉中转乘爱

心大巴返乡过年。 本报记者 魏劲松摄

北京海迪小学三年级学生关锦鹏（右）

与妹妹关淑琪带着 14 张奖状回家过年，他

们的父亲关勇看着两个孩子，喜悦的神情

溢于言表。 本报记者 周 剑摄

专列乘务由北京铁路局工务段承担，司

乘人员都经过严格培训，经考核持证上岗。

图为北京工务段党委副书记姚志远在车厢

（右二）。 中国经济网记者 郝红波摄

本报记者周剑（左一）采访在京务工的

四川达州市通江县三溪乡爱国村人许明永、

谢丽华夫妇。 中国经济网记者 郝红波摄

1 月 23 日早晨，列车准点抵达重庆站，

中国经济网记者郝红波（右）在采访列车长

曹春生。 本报记者 周 剑摄

1 月 24 日，农历小年，武汉洪山礼堂前，
10 辆爱心大巴车整装待发，500 余名农民工
及其子女、农村大学生将从这里踏上回家过
年的温暖之旅。

冯春梅一家三口在爱心车队志愿者的接
送下，匆匆赶来。冯春梅夫妇是在杭州打工，
这次一路由爱心车队全程接力，很快就能回
到潜江老家。

这是湖北 2014“帮农民工兄弟姐妹回家
过年”关爱活动中的一幕。

湖北经视总监邓海介绍说，今年的活动
是以“爱心接力”为主题，即：从各个鄂籍农民
工聚集的打工大省到中转地武汉，再到各个
地市；从专列到大巴，再到社会爱心车队；从
集中送票到分期分批帮忙买票——一站一
站，无缝对接，将返乡农民工直接从厂门口送
到家门口。

1月18日，湖北楚天交通广播和湖北私家
车广播组织的大巴，远赴杭州、广州、北京、上海
等地将在外打工的近千名湖北老乡接回武汉。

1 月 19 日，务工人员胡娟娟在广州登上
返乡爱心大巴。“爱心接力，温暖回家”活动真
是令原本以为回不了家的她喜出望外，她抱
着不到 1 岁的孩子说，“孩子出生后还没见过
外公外婆呢，今年老人该高兴坏了。”

1 月 20 号，凌晨 1 点 16 分，经过近 20 个
小时的奔波，爱心大巴抵达湖北通城。通城
县政府为农民工兄弟姐妹端上热腾腾的饭
菜，并安排了 4 台面包车接力把他们送回几
十公里外的大坪、北港、石南等乡镇。

3 天后，来自恩施巴东县的农民工李长
发拉着行李走进汉口火车站，“以往春节最担
心买票难，今年太方便了，特别高兴，特别感
谢。”1 月 23 日，在武汉务工的近千名农民工
由社会爱心车辆接送到火车站，免费搭乘
K8091 专列踏上了返乡之旅。他们许多人
已是多年未曾返乡。

武汉 927 汽车俱乐部领队、网友“花车”
是最早抵达汉口站的私家车主之一，“我今天
来送农民工兄弟坐车。”他介绍，通过在 QQ
群和微信里的宣传，俱乐部里共有 36 台车参
与此次活动，分别前往汉阳、青山、汉南等不
同地区接送，“约好 7 点半集合后再分别出
发，但有的网友 6点就开着车来了。”

湖北楚天交通广播总监陈前告诉记者，
他们已与京、沪、深、浙、鲁等 10 家交通广播
组成“全国交广爱心接力，送农民工兄弟温暖
回家”协作网，以便让这份关爱、这份暖流服
务到更多农民工。

湖北广播电视台至今已连续 3 年联合省
总工会、省妇联、团省委、武汉铁路局等单位，
发起“送农民工兄弟姐妹回家过年”活动，目
前已帮助 30万农民工兄弟姐妹顺利返乡。

1月23日早上8点钟，农民工专列L603临客准时抵达重庆火车站。旅客们搬运着行李离开站台，归心似箭。中国经济网记者 郝红波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