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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大众报单县讯 （记者
石鹏志 通讯员谢丽）“现在的
收入虽与年前在济南打工相比略
微低了些，但不用外出就挣到了
钱，还能随时照顾老人。”4月23

日上午，单县东城街道宗庙村峻
龙玩具厂，正在操作台前忙着贴
标的殷广柱抬起头来说。车间
内，只见一排排毛绒玩具摆放整
齐，30余位戴着口罩的村民正忙
着裁剪、缝纫和充棉。

今年32岁的殷广柱家就在宗
庙村，过去因为在老家找不到挣
钱的门路，他便跟随着村里人常
年在济南建筑工地打工。疫情防
控以来，他一直没接到返工的通
知，只好呆在家里的殷广柱心里
直发慌。“过去平均一个月能挣
4 0 0 0元，一家人的花销基本够
用。可连续好几个月无法外出挣
钱，感觉日子越过越难。”殷广
柱说。

“一人务工就能养起一个

家，现在他们不能外出挣钱，咱
得想办法帮一帮。”峻龙玩具厂
负责人靳美丽说，当初她也是为
了能照顾孩子，2014年返乡创办
了这个玩具厂。复工复产后，她
便琢磨着扩大生产规模，多招一
些工人，吸纳更多的村民进厂务
工。

殷广柱的工作并不复杂，技
术要求不高，只是裁剪打印好的
商标，把它贴在玩具上。“这项
工作不需要技术，上手快，时间
一长就熟练了。我做了一个多
月，现在每天能贴 1 5 0 0多件商
标。厂里实行计件工资，我平均
每天能赚70多元。”既能在家门
口挣到钱，又可以随时照顾老
人，殷广柱很开心。

在车间另一端，殷广柱的母
亲卢其荣正在熟练地给动物玩具
剪线头、翻耳朵。“我在这儿干3

年多了，看到儿子在家没活干犯
愁 ， 我 就 喊 着 他 一 起 来 打 工

了。”卢其荣说。
“在家门口就能挣到钱，活

也不累，厂里对工作时间没啥硬
规定，家里的事也不会耽搁，我
不再想外出打工了。”殷广柱
说。

靳美丽介绍，除了生产车间
内有近30台缝纫机正常工作生产
玩具外，她还在宗庙村及周边村
设立了6个加工点，下放了200多
台机器设备，进行玩具生产和加
工，工人们月平均收入2000元左
右。

“刚新上一台抽棉机和一台
下料机，新招聘的员工经过简短
培训就能上岗。工作期间采用
‘车间+家庭’的弹性生产模式，
除了在车间干活，村民还可以将
缝纫机带回家自由工作，既不耽
误村民家里的事，也更有利于疫
情防控。”靳美丽说。目前，峻
龙玩具厂已吸纳近300名村民在此
就业。

一个人返乡，创业！
一群人就地，就业！

弹性生产模式留下外出务工者

农村大众报聊城讯 （记者戎
宁 通讯员刘江 李书强）4月15

日，在聊城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七
楼网络直播间，市属事业单位本硕
岗位网络面谈来到了最后一天。此
次面谈共设置7大类、40个事业单
位本硕岗位，来自国内双一流院校
及全球知名大学的本科生及硕士研
究生共2047人报名参加。

一根细细的网线相连，这头是
面试考官和社会监督员，那头是侃
侃而谈的考生。这是聊城市“水城
优才”优秀青年人才引进计划中的
一部分。

这几年，“人才争夺战”愈演
愈烈。2020年初，聊城市确定人才
制度改革攻坚为当地九大领域改革
攻坚之一，为打造专业化干部人才
队伍，引进和储备一批年轻干部人
才，从今年起实施“水城优才”优
秀青年人才引进计划。

但突如其来的疫情，给各项工
作开展带来了巨大影响。聊城市委
组织部决定借力“云端”，采用网
络面谈的形式开展工作。

第一场网络面谈是在3月中旬，
50名来自全国各大院校的博士在监
督员检视下，轮流与7名考官在线问

答，完成了博士岗位的网络面谈。
“水城优才”网络面谈，是聊

城市首次大规模事业单位网络面
谈，可谓是“摸着石头过河”。聊
城市主要领导高度重视，市委常
委、组织部部长秦存华亲临现场指
导，全社会广泛关注。

聊城市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
说，网络面谈与常规面谈相同的是，
既要全面考察考生的综合素质，又
要做到公正、公平、公开。为此，面谈
工作严格选拔政治坚定、经验丰富
的考官团队承担此次面谈评委工
作，且面谈期间严格执行封闭管理。

与常规面试不同的是，网络面谈
还要保证网络画面、声音的流畅性，
保证面试双方环境良好。为此，相关
部门前期做了大量准备工作。从前期
召集多部门综合论证、优化面谈方
案，到选定面试地点、模拟面试流程、
测试网络设备、培训工作人员等，最
终选定在聊城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
网络直播间开展这次面试工作，并多
次对设备、流程进行优化。

“事实上，在此之前自2月24

日开始，我们的‘云上高新’直播
平台已成熟运行过数十期活动，包
括线上招聘、线上招商、线上培训

等，积累了丰富的技术和服务经
验。这样也客观上为‘水城优才’
网络面谈成功举行奠定了坚实基
础。”聊城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运
营公司总经理王峰说。

聊城市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介
绍说，从面谈情况和面谈后的结果
公示看，效果很不错。对于本科生和
硕士研究生的面谈面试工作，聊城
市委组织部将结合疫情防控情况及
这次网络面谈的经验，尽快制定切
实可行的方案，争取早日实施，让广
大考生早日吃下“定心丸”，为聊城
快速发展集聚人气、增强底气。

一根网线两头牵

聊城人才引进实行网络面谈

三进城市的高唐县赵寨子镇
小朱寨村农民朱成龙再次回乡。
这次和以前不同，他掏出多年积
蓄，在老家开了一家家常菜馆，
说要在家乡干出一番事业来。

近年来，外出务工人员选择
回乡就业的越来越多。他们的选
择，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劳
动力不足的问题。当前不少村庄
青壮劳动力大都外出打工了，剩
下的只有老人和孩子。不要说上

项目，就是挖沟修渠，常常连个
帮手都找不到。对此，人们感
慨：没有人，想要实现乡村振
兴，很难。

外出务工者选择回到家乡，
也顺应了乡村建设对人才的渴
求。外出务工人员中有相当一部
分是懂管理、善经营、敢创新的
能人。无论是发展现代农业，还
是建设美丽乡村，不仅需要设施
提升、资金投入，更需要大量掌

握了现代理念的人才来支撑。
一个个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就

近就地就业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
乡村生活的新气象，看到了农民思
想观念的新转变，也看到了打通城
乡“最后一公里”的新契机。

房春香返乡创业，在郓城县
侯咽集镇碱店村创建汽车用品公
司，招收近百名村民进厂打工。

大学生张可可和丈夫杜祥辞
职回到杜祥老家沂南县苏村镇大

杜庄村，直播奶奶缝小棉袄，推
销家乡产的小米、芋头、生姜和
辣椒酱等农产品……成为拥有63

万粉丝的“网红”。
昌乐农民王立刚从北京回到

家乡创业，先后创办了一家公司、
两家合作社，带动460余人就业，其
中返乡农民工155人。

一个个返乡就业创业者，办
企业的的房春香们是一种类型，
展示乡土文化，带动农产品销售

的张可可和丈夫杜祥们是一种类
型，直接投身农业生产的王立刚
们也是一种类型。他们在乡村搭
起一个个平台，身份从农民工变
成了老板、网红和农民的合伙
人。

家门口打工，重构着农村的
生产生活模式，也在重塑人们对
于农业、农村、农民的印象。这
一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一些坚信
自己除了务农、打工还可以有不
同出路的新农民，也看到了不断
适应新时代的老农民。正如朱成
龙所说，“虽然在城市奋斗这么
多年，但咱不一定非得立足城
市。只要有本事，在乡村照样能
拥有自己的一份小事业”。

农村大众报鱼台讯 （记者
张超 通讯员乔志宇 缪学振）
“俺已经编好了100个草编件，公
司来上门收货时，再给俺捎来10

把蒲草和一捆棉线。”4月24日，
在鱼台县王庙镇南房村，村民高
银花在太阳贸易有限公司微信群
里发信息，通知公司工作人员到

家里来收货。说起在家打工挣
钱，高银花高兴地说：“真是太
感谢他们了，让俺足不出户就能
打工挣钱。”

在王庙镇太阳贸易有限公司
的生产车间内，10余名工人正忙
着编制草编工艺品。“你不要看
车间里人不多，其实我们的员工

大多在家里干活。我们借鉴‘外
卖无接触送餐模式’，员工线上
提出原料需求，公司线下配送原
料到家；员工在家加工完成后，
配送工人再规划路线上门收取成
品。虽说会增加成本，但是可以
让更多的村民在疫情防控期间挣
到钱，也算是一个两全其美的方

法。”公司经理张波表示。
“每天工作8个小时，一个月

差不多能挣3000块钱，很大程度上
缓解了俺家里的困难。”正在济宁
欧斯奇日用品有限公司车间打工
的谷亭街道和平村村民李方菊说。

说起现在的工作，李方菊娓
娓道来。去年9月，济宁欧斯奇公

司招聘操作工人时，鱼台开发区
工作人员主动找到该公司总经理
胡俊领，提出能否优先招聘附近
村庄村民。“当时开发区工作人
员来找我说这事，我当即就答应
了，咱们做企业不光要挣钱，还
要响应号召回报社会。”该公司
总经理胡俊领说。

目前，鱼台县不断鼓励各镇街
企业、合作社加快车间创办，吸纳
周边群众就地就近就业，切实帮助
群众在家门口打工挣钱，并从政
策、资金、用地等多个方面给予这
类企业、社会组织扶持。

原料送上门，村民在家加工挣钱

家门口就业，重构乡村生活
农村大众报评论员 郭杰

4月21日，在聊城市茌平区
贾寨镇后陈村，创业青年侯艳霞
在查看培育的地瓜苗长势。

2亩“西瓜红”地瓜育苗基地
预计可采收秧苗100余万株，每株
按0 . 15元算，直接收益15万元。
2018年，侯艳霞开始了她的田园
创业梦。她南下考察，从海南引进

了“西瓜红”地瓜新品种。2019年，
侯艳霞尝试一边种植地瓜，一边
培育地瓜苗 ,一年下来纯收入超
过18万元。在她的带动下，许多村
民加入到新品种地瓜种植上来。
侯艳霞说，虽然累点，但是尝到了
成功的喜悦，她计划明年扩大育
苗规模。（赵玉国 刘浩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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