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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临近，也是渔获旺销的时节，渔船海
上作业更忙了。1 月 14 日下午，记者来到奉化
莼湖街道的桐照渔村，码头上 10 多名搬运工刚
刚完成工作，准备回驻地休息。

“今天来了 5 条渔运船，我们早上 7 时多就
干活了。”江苏宿迁籍的搬运工李严说。今年 43
岁的李严在桐照码头已干了 8 年。老李说，他去
年过年没回家，本想着今年要回去，“可思来想
去，还是决定留下来”。

“这几天上货多，一天能挣近千元，能干到
腊月廿六。”李严说，桐照码头正月初七初八开
船，得提前来做准备，这样一算，回老家过年
也住不了几天，往返太累，“万一碰上疫情影
响，隔离半个月，那损失可就大了”。

莼湖是我市的重点渔区，有 800 多条外海捕
捞渔船，码头上的搬运工人有 100 多名，9 成是

外来工。记者粗略打听了一下，准备回家过年
的约有两成，绝大多数选择留下来过年。

今年 50 岁的吴长贵是贵州毕节人，在桐照
做工已 14 年了。“现在，我们一家三代 8 口人都
在奉化，这几年过年很少回老家”。老吴告诉记
者，妻子在村里的冷库上班，夫妻俩在奉化，
每年实际做 6 个月，收入逾 10 万元，感觉很满
足。老吴说，去年码头上新配了电动传送带运
送渔获，效率提升三四倍，他们干活轻松多
了。“防疫人人有责，政府倡导就地过年，我是
很支持的。”老吴说，现在日子好了，天天像过
年。他和老婆早商量了，等到 5 月休渔开始后，
再回老家去。

眼下，莼湖的渔船还在海上紧张作业，已
进入年末“最后一网”阶段。桐照村外海书记
邬盛波说，桐照村的外来务工渔民大约有 6000
人。“现在船上装了宽带，联系更方便。早些
天，我们把政府倡导就地过年的政策，向各作
业编组进行了传达，绝大多数渔民是支持的。”

邬盛波说，船员自己也会算账，过年后没几天
又要出海，少干一天就损失几百元。很多外来
船员决定，等休渔了再回老家。据统计，去
年，桐照村留在奉化过年的外来渔民占比约
70%，邬盛波说：“今年争取留下来的渔民比例
超过 85%。”

除 了 出 海 捕 鱼 的 船 员 ， 像 冷 库 、 渔 获 运
输、销售等行业，也有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
莼湖街道办事处负责渔业事务的吴锡科副主任
介绍，今年奉化区对民营企业的外来务工者推
出了四重留奉过年“大礼包”，除了现金红包
外，还有景区旅游、消费购物等方面的福利。

“在渔区，每到过年，留工压力比较大。”吴锡
科说，除了把区里的留工政策不打折扣地执行
好外，街道和村里还鼓励船东、企业为外来员
工再提供额外的福利，尽可能解决他们在生活
方面的实际困难，让更多和渔业相关的外来务
工者就地过年，与本地居民一起感受奉化的

“年味”。

莼湖外来渔民 等到休渔时，我们再回老家！

编者按：
又是一年春节将至。出于疫情防控需要，“春节不返乡，就地过大年”成为越来越多外地人过年的选择。在宁波，今年各级

政府、部门和企业推出了暖心的“留甬大礼包”和丰富多彩的活动，让留在渔村山乡、工业企业、街道社区等的外地留甬人员感
受到宁波的浓浓年味，收获满满的归属感和幸福感，正可谓：留甬过年，此心安处是吾乡。

此心安处是吾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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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上即将到来的 2022 年虎年春节，这是郭
德仓连续四个春节选择留在镇海过年。

“响应市里、区里倡议，今年春节不回老家
了。况且镇海疫情后，企业订单激增，得加班加
点把疫情期间的损失抢回来。”见到郭德仓时，
他正在公司的新能源汽车电池箱数字化车间内
忙碌。

38 岁的郭德仓是河南南阳人。2018 年 6 月
1 日，他作为人才引进，来到位于镇海骆驼街道
的宁波昌扬机械工业有限公司，在工程技术中
心从事技术研发工作。

如今，郭德仓一家四口已在镇海安家：住在
九龙湖，妻子在澥浦一家企业工作，两个儿子均
在镇海上小学。

为何连续几年没回老家过年？郭德仓用了两
个词语来回答：“没选择”“没得选择”。

“2019 年春节因为我刚来工作，加上父母也
在镇海，就没选择回家过年。”郭德仓没有想到，
2020 年春节后疫情形势反复，他想回家过年的期
盼变成了“没得选择”。

作为异乡游子，乡愁是心底割舍不断的情感。
留镇过年期间，郭德仓会在家做些家乡菜：胡辣
汤、红烧肉、清蒸鱼⋯⋯看孩子有些寂寞，他会陪
儿子一起放烟花，增加些年味。

春节前夕，郭德仓会给远在老家的父母寄些
年货，这次也不例外。“前几天给爸妈买了新衣服，
还有黄鱼鲞等海鲜干货，已经寄给老人了。”虽然
这几年没有回家给父母拜年，但每次郭德仓会打
视频电话嘘寒问暖，“老人特别想念两个孙子，每
次都说等孩子回去，给他们压岁钱，给他们买玩
具，给他们做好吃的。”

留镇过年，同样充实。“这几年春节，我选择在

公司加班，休息时就带老婆、孩子逛逛招宝山、宁
波植物园、九龙湖等景区，春节期间留镇外来员工
进景区免费哩。”郭德仓说，公司每年也会为留镇
员工送上丰富的活动和福利。

“腊月廿三，员工包饺子、送春联；廿五，外地
员工家属接待日；廿八，慰问宿舍员工；除夕夜，员
工年夜饭；正月初一，新春观影⋯⋯”聊起公司此
次准备的新春活动，郭德仓充满期待。

对于春节期间加班的员工，昌扬机械更是“厚礼
以待”：除享受市区两级专项补贴外，从腊月廿二到
正月初八期间，除了加班费，加班员工每人每天补贴
100元，加班6天以上，每人再给予800元补贴。

“春节假期全部用来加班的员工，平均每人可
以拿到 8000 元，再加上工资，2 月份的收入有 2 万
元左右，这对员工来说颇具吸引力。”昌扬机械副
总经理方敬海告诉记者，该公司有近 400 名外来员
工，目前约八成选择留镇过年，“公司今年订单已
排满，有些订单已排到 2030 年。”

企业技术员 连续四个春节选择留镇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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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4 日，三九严寒天。当天最低气温达
到零下 1 摄氏度，当上午 9 点记者在海曙区白云
街道白云庄社区看到 51 岁的保洁员周合停时，
他正在清扫路面，已经忙碌了 5 个小时的他额头
上微微渗出汗水。“今年是我来到宁波的第 16 个
年头，宁波是我的第二故乡，我会留在宁波过年
加班工作，虽然辛苦，但是忙并快乐着。”周合停
表示。

2007 年，周合停和妻子从老家河南省上蔡县
来到宁波，成为白云保洁服务中心的一名环卫工
人。无论是烈日炎炎的盛夏，还是滴水成冰的寒
冬，每天当大家还在睡梦中，他就开启了一天的
工作。一般情况下，早班凌晨 4 点到岗，全面清扫
一遍路面至 7 点，吃过早饭后，继续动态保洁至
上午 11 点；午班是 11 点至晚上 6 点；夜班则是晚

上 6 点至 10 点。
周合停具体负责白云街上一段五六百米长

的道路保洁，虽然每天的工作内容千篇一律，但
是他依旧一丝不苟，曾获得区保洁技能竞赛第二
名，还年年被评为先进个人。“干好这份工作不仅
要有充沛的体力，而且还要有强烈的责任心。”周
合停说，白云街是街道的主干道，路两边有街道
办事处、医院、居住小区，周边还有菜市场，车流
人流大，垃圾产生量相对多，每天眼、手、脚不能
停，一遍遍清扫路面，尤其要关注路牙、阴沟、边
角等易产生垃圾的盲区。

16 年如一日的辛勤忙碌，周合停为城市的整
洁美丽付出了青春和汗水，也越来越爱上了宁
波这座城市。“现在居民素质越来越高了，有时
提醒一些居民改正不良卫生习惯，他们会虚心
接受，路边店主也很配合和支持我们的工作，
随手乱扔乱倒垃圾现象基本消失了，道路越来
越干净了。”租住在白云庄小区的周合停感慨

道，居民也非常友好，经常送来吃的穿的，让
他很暖心。

周合停告诉记者，来宁波的 16 年，他只回
老家过了 3 个年。“保洁工作一天不能停，这些
年的春节我基本在加班中度过的。”周合停透
露，现在他全家定居宁波了，妻子担任社区保
洁员和垃圾分类督导员，女儿在宁波成家立业
了，儿子也在宁波上大学，“为第二故乡辛勤劳
动无怨无悔。”

当天，周合停收到了社区为外来务工人员
服务的“亲清一家人”公益项目送来的包括春
联、挂历和调味品等在内的“留甬大礼包”。而
据海曙区环卫中心统计，今年该区有 1294 名

“城市美容师”计划留甬过年，该区拟投入
50 万元，面向“留甬过年”的一线环卫工人
每人发放价值 500 元的“大礼包”，
大年三十至正月初六为环卫工人送

“爱心早餐”的传统也将延续。

街道保洁员 在“第二故乡”忙碌无怨无悔

记者 黄程 通讯员 米兰

“妈妈，今年疫情比较严重，我就不回老
家过年了⋯⋯除夕，我视频给您拜年。”去年
刚到江北三星医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上班的
四川凉山越西籍小伙艾左徐，最近打电话告诉
了妈妈春节不回去过年的决定。往年春节他都
在家和父母过团圆年，今年，这个连续多年的

习惯将被“打破”。
艾左徐告诉记者，他今年 20 岁，去年 9 月，

跟随着越西东西部劳务协作转移就业的大军来到
江北，在不到半年的工作时间里，他对江北的感
情越来越深。“在这里，大家都对我很好，平时
工作上忙不过来，同事会帮着分担，现在我已经
融入这个大家庭中了。”艾左徐说，之前他在其
他地方从事过餐饮行业，但是工资收入不高也不
稳定，来江北之后，不仅企业福利待遇好，工资

收入也很稳定，大大减轻了家里的负担。
三星医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表示，

艾左徐目前在工厂从事电池焊接工作，这个看似简
单的工作，其实在生产流程中是一个重要的环节，
极其需要耐心和专注，一旦这个环节出错，将影响
产品质量。艾左徐从刚开始的一问三不知，到现在能
熟练操作，工作越来越得心应手了。

“现在，我走出大山，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我要通过自己的双手让日子越过越好。”艾左徐说，
在政府和企业的关怀下，他的自我价值得到了实现，
在江北的工作和生活，所有的一切让他觉得满意，很
温暖。

“我现在住在职工宿舍，没什么开销，每个月五
六千元的工资大部分汇给了在老家的父母。”艾左徐
说，“我还有个妹妹，等我以后工作更加稳定了，收入
提高了，我想一家人在宁波团聚，这是我目前能想到
的最好的生活了。”

艾左徐告诉记者，由于今年春节不回家过年，
他给家里人买了年货快递回去了。“现在疫情防控
形势严峻，为响应政府号召，我就决定留下，今年
这个春节就在这儿过了。”艾左徐接着谈起了新年
愿望，“就想多攒点钱，让家里人过上好生活。”

在三星医疗电气公司，像艾左徐一样，留甬过
年的还有来自贵州册亨的王如芬。“过年公司的福
利待遇很不错，有年夜饭，派发新年红包、福袋等
活动，公司还会组织一些娱乐活动，今年虽然不能
与家人团圆，但异乡的相聚，公司的贴心福利让人
感受到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的温暖。”王如芬说。

江北区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春节临近，为
鼓励外地务工人员留甬，江北区积极响应市留工优
工、稳企促投政策精神，并出台一系列福利政策，
采取稳定生产、留工稳岗、暖心服务等多项措施，
让他们切实体会到“他乡如故乡”的温暖。目前，
江北共有 50 多名越西籍员工准备留在宁波过年。

东西部协作务工人员 在宁波过年，感觉同样温暖

工人在码头搬运渔获。（余建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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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德仓正在车间内忙碌。（沈孙晖 摄）

周合停 （右） 收到了社区送来的春联。
（陈朝霞 摄）

艾左徐在专心工作。（黄程 米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