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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年二月第一天，是个晴好的春
日。屋外的阳光甚好，偶有鸟雀叽喳着
飞过，在湛蓝的天空留下一抹灰褐色的
残影。我看着自由飞翔的小鸟，实在忍
耐不住对自由的向往，赶紧跑出屋外，
钻进院子里的汽车里。虽然还是憋在
车中，但相对于屋里，这却是极好的无
限接近大自然的一种方式。

阳光白晃晃地照着这片大地，暖意
和生机正在悄然滋生。小区旁边那棵
高大的樱桃树，待放的花蕾密密地布满
了枝丫。若是每日都是这样晴好的天
气，我想，最迟再过一天，便可见一树雪
白。这世界真的有趣，新冠病毒如此肆
虐在人间，但又好似从未来过，那勃勃
的生机，昭示着生命的强大和地球面对
极大危机时的自我调整能力。

我坐在车内，或是许久不见太阳的
缘故，那白花花的光让我有些眩晕。忽
然些许困意袭来，我歪在车中迷糊了过
去。就这么短短一会，我又梦见了故乡
的河山、故乡的乡邻……

祖祖辈辈生活在此的先人，总叫门
前的那条河叫“大河”，没有听过她完整
的名字。我们也就一直“大河、大河”的
叫了十来年，直到我小学四年级时，才知
道大河叫汉江，是长江最大的支流，全长
三千余里。望着这条大河，我第一次觉
得她那么伟岸，伟岸到让我心生膜拜。

我的故乡肖家湾，便是这汉江畔一
个小小的村落。此处依山傍水，我的祖
祖辈辈们，不知在此生活了多久。据祖
上所传，肖家湾在几百年前不叫肖家
湾，祖屋也不在这正河边上。那时候此
处名叫宁家沟，姓宁的人家居住在沟里
现叫池洼的地方。不知过了几代，宁家
最后只传下来一位姑娘，我们肖氏先祖
被召为上门女婿，就此粉墨登场。宁家
二老仙去后不久，一阴阳先生路过此
地，肖氏先祖殷勤留宿。天明先生离去

时告诫先祖：此处风水不好，不宜人居，
恐有断后之虞。须尽早择一良宅，方可
人丁兴旺。

先祖忙道：“先生慢走，请先生明
言，何处可安良宅？”

“我看沟外临河处便可安居！”言
罢，阴阳先生飘然而去。

风水乃华夏高深的玄学，从古至
今，上至皇家贵胄，下至黎民百姓，无人
不信风水这一套。故先祖听阴阳先生
这么一说，又联想宁氏一脉在此断后，
便依先生之言，在大河边上选一良地，
择吉日动工。后宁家小姐生子有三，就
此开枝散叶，沿岸广置房舍，以姓为地
名，是为“肖家湾”之由来。此后数百
年，肖氏先人在此繁衍生息，时至今日
人丁繁茂。

在我记事的时候，祖先们已记不清
至此到底有多少代了。而肖氏唯一的
族谱由二爹掌管，我询问二爹时，二爹
说当年重新建房，放在一个筐子里，后
不知所踪。至此，我们与肖氏先人的所
有传承，再也没有一星半点的文字记载
得以言明，所得皆为口头传言，故越传
越少。肖氏宗族这许多年间，在外也开
枝散叶起来，只怕再过几十年，没有一
定的文字记载留传，我们的后人大概真
的不知何处是吾祖了。念之此，心有戚
戚然，思忖着日后若有闲有钱，必当探
访整理出新的族谱，给肖氏后人留以先
祖的线索。

父亲还在世时告诉我，以前肖氏族
人全靠河岸居住。肖大公爹住最上，称
之为“上头”；居中居住的为多，称为“楼
门”；肖大勇爹住最下，称“下头”。“楼
门”房子一家挨着一家，人口居住密
集。晴天还好，一遇上阴雨绵绵的天
气，再加上牲畜过往，一条小道一踩就
是半腿深的混杂着牲畜粪便的泥糊，生
存环境差成这样，族人们都没想过改

变。后来在丹江口大坝加高蓄水后，靠
近河边的族人们房屋已然不保，不得以
才弃了原来的屋场，在肖家湾的沟里沟
外、山上山下另觅住处。房子盖好后，
家家户户掩映在繁茂的绿树下，春天的
时候，房前屋后是鲜花的海洋，这就是
我儿时所见的村落格局。在我脑海残
存的记忆中，门前有几堵破败的土墙，
那是原主人搬走后没有推倒的墙壁遗
址。几经风雨，几经寒暑，我看着它们
历经侵蚀后倒在我面前，湮灭在历史的
长河里。

少年时代，大水过后消落的沙滩，是
我们肖家儿孙的欢乐场；而靠近山根的
泥浆地，则是我们能吃饱饭的最大依
靠。父辈们说，以前没有这么大的沙洲，
在大洲那里，只有怪石嶙峋的石堆和数
不清的鹅卵石。在靠纤夫拉船的年月，
那是一段极难的水路，还留下了近似神
话的“走马出洞”的一段传说。

传说在大明洪武年间，有船夜行至
此，纤夫们使出浑身解数，可船依然不能
前行一步。他们把船拴好后席地休整，
忽然听到水中走马驰骋的人声马嘶声。
纤夫们初是惊疑，继而后怕起来。此事
一传十、十传百，传言石筋处是难得一遇
的风水宝地，若石筋不断，此河两岸的肖
家湾或杨家沟要出大将军。这个消息传
到了朱元璋耳中，大帝惊怒，抱着宁可信
其有的忧虑，派出工匠来此挖断此石筋，
破坏了此处风水。此后此段水路畅通无
阻，朱元璋终于放下了心中的担忧。这
个神话似的传说仅仅是个传说，无从考
证。但不知是不是“走马出洞”未遭完全
破坏的原因，朱元璋永世不曾料到，在六
百年后的新中国，在肖家湾对面店峪湾
一个叫杨家沟的小村庄，出了一位杨大
将军，他在保家卫国的战场上留下了赫
赫战功与威名。

我不曾见过纤夫，更无从听过那悠

扬、雄壮的船工号子，关乎于这所有的
微弱记忆，全部来自于祖辈的口口相
传。随着丹江口大坝的合龙，那些怪石
大都淹没在水中，被泥沙所覆盖。唯一
留下佐证的，就是江水正中的一片岩石
群，中间有一道三米左右的航道，我们
称之为“荡子石”。在河水干涸时我们
曾多次凫水亲临石群现场，见证了这巨
大青花石上的不明圆洞，更见证了此处
的惊险刺激。枯水期时这条窄窄的航
道水流最激，滔滔的江水轰鸣声日夜不
息，听得人心生惧意。只是在丹江大坝
二次加高后，这仅剩的石群也永远淹没
在了水中，从此不见天日。

那一大片银白色的沙滩哟，在夏日
里白的晃眼、晒的烫脚，但我们毫无所
惧！在多少个夏天的午休时刻，我、志
勇、权林哥、锋子、勇娃儿、权宝哥，还有
燕子她们几个小女生，和我们一起偷跑
去河边，尽情地享受江水的清凉。比赛
扔“漂漂石”，看谁扔得能在水面跑的更
远；一猛子扎进水底，看谁憋气更长。
所有可以在水上娱乐的项目，我们总是
玩得不亦乐乎，疯疯闹闹的快活一下
午。那好似没完没了的少年时光，是今
生最难以忘却的珍贵记忆。当然，在傍
晚回家之后，村子里四下总会此起彼伏
地响起一片哭爹喊娘的声音，那是少年
时代中最不开心的记忆。但少年的心
性总是如此，新伤压着旧伤的，依然阻
挡不了我们下河玩水的决心。老爸没
了办法，指着我一通大骂：“你就是个白
灰脸，一天不挨打皮就发烧。”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在
我们肖家湾，只有光秃秃的两座山，连
柴火供给都是极大的问题，如果靠山，
十有八九会饿死一片。幸好有这条大
河护佑我们，浪来的木头被捞起用以生
火做饭，丰富的河鲜滋养着我们的五腑
六脏。在每年的盛夏，是最好捉鱼的季

节。下网逮、堵小潭，或是扎了猛子下
水摸，不论用哪种方法，总会让你收获
满满。这些收获的河鲜中，翘嘴白、红
梢边、鲢鱼、鲤鱼、鳜鱼、黄桑鱼、沙丁、
河虾、餐条等等最是常见，鳖、鳡鱼、银
鱼比较难逮。这些河鲜无论用何种方
法烹饪，最后要起锅时，再加入叫做“鱼
香叶”的一种天然香料（书名叫霍香
叶），简直可以称得上是人间美味。至
于那些泥鳅、螃蟹和蚌壳一类的小河
鲜，只是我们无聊了抓来玩的，带回家
后，全部成了猪的美餐。现在想来，那
时简直就是暴殓天物。

九十年代初，改革开放带来了城市
的大发展、大建设。由此，大河边上的
沙子有了大的用场。故乡那一道长长
的河岸，每天会被来来往往运沙的船只
排满，这就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生财之
道——收山本。那时候经过全体族人
商议，收来的的山本只允许一户一人，
来了就分，来晚了就没有。就这样，看
见沙船靠岸，我们就像赛跑一般从家中
冲去河边。我的肖氏族人们，男女老幼
齐上阵，挨个船只收钱。大方的船老
板，会给个三两元，小气的还想一毛不
拔。大人们不好说什么，我们这些小孩
可管不了那许多，拽着筐子或者铁锹不
让挑沙，钱给了再说。船主没法，只能
舍钱把我们打发走。在分钱时，是最为
热闹的场景，查不准人数是每天都会发
生的事情。虽然分钱不多，但涉及到利
益，务必家家有份，若是不小心算漏了，
则会招来一片不和谐的声音。一天分
几毛，那是常态。若偶尔分个一元多，
在那个年代，不啻为一笔巨款，会兴奋
个好几天。

童年的欢乐时光总是一哄而散，留
下了无数叹息与记忆。那些山水，那些
乡邻，还有关乎那片地所发生事情的所
有片段，在记忆里永不褪色。

后来，举世瞩目的南水北调动工，
丹江口大坝第二次加高蓄水后，那片银
色的沙滩再也不见了，它只留在故乡每
一人的梦中。我们靠近河边的十来户
人家，由于处于洪水线上，不得不背井
离乡迁移到六七百里外的随州。志勇、
权林、权宝、我、锋子、勇娃儿，这些老

“楼门”的邻居，无一例外的被迫举家远
迁，把根和乡恋留在了故乡。这一走，
对有些人来说，便是一生一世。权宝的
父亲客死异乡、埋骨他处，他在河北发
展的挺好，隧在此安家落户；勇娃妻离
子亡，打击甚大，终日与酒为伴，年纪轻
轻的就一命归西，后被葬于离故乡六七
十里外的郧阳；志勇、权林他们两个的
父亲虽客死随州，但终叶落归根，魂归
故土。他们两家现定居随州，志勇同志
混得风生水起，还荣任为当地村委副书
记；至于我们另外几家移民下去的，因
在十堰工作，就在十堰定居了下来。

故乡近几年的变化也很大，靠公路
边上又新建了许多楼房。山是原来的
山，不过光秃秃的光景已一去不返，变成
真正意义上的青山；水，还是原来的绿
水，一如既往的清澈、甘甜，越千山万水，
奉献给北方滋润干涸的大地去了。只是
故乡的那些乡邻父老，年长的爷爷、爹爹
辈们大多已长眠地下；比我们大的，也已
步入中老年了；那些个留在故乡长大的
小后生或是新出生的娃娃们，已然不认
识我们这些故乡客了！写到此，心中不
由一阵悸动，岁月有情亦无情啊！

我在车中醒来后，怔怔了好大一会
儿，脑中浮现的尽是故乡的画面。故乡
的山水和亲人，那是我灵魂栖息的地
方，是我此生无法割舍的情愁。我遥望
故乡的方向，这一次瘟疫来袭，我的故
乡，应该还是一方净土吧！老屋的后山
坡上，那一片野桃花，我想，现在应是盛
开成红艳艳的一片了…… （肖 江）

在文艺作品创作这个专业领域里，刘妍从
不给自己设限。这些年来，她作为北京昀阳文
化传播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兼艺术总监，带组进
行方案策划、实地拍摄和后期制作，出版论著，
担任评审……每一份工作都做得风生水起。

刘妍于 2016 年开始担任中国文化艺术作
品领域领先策划企业——北京昀阳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兼艺术总监，带领昀阳文化
在迅速成为了备受业界瞩目的文化艺术作品
创意品牌。数年来，刘妍凭借在文艺作品行业
丰富的实战经验和圈内合作资源，持续扩大形
象文艺片、纪录片、影视、音乐、电视栏目等细
分领域的业务规模和市场份额。同时，精准的
行业洞察力和开阔的创新思维也令其在公司
经营和市场拓展方面形成了独到的理念和准
则，助昀阳文化建立并完善了完整的职能模块
和统一协调的运作体系，为公司的成长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以前沿的创新经验和专业知识作为支撑，
刘妍带领昀阳文化坚持精耕细作，从当前文艺
作品市场出发，结合客户需求、技术革新和流
行趋势，在原创作品中深入挖掘亮点，注重对
生活的感受力和艺术性，参与策划制作了原创
明星真人秀《为她而战》、迪士尼风格家庭互动
剧《哈姆雷特别事儿》、科技人、电影人、音乐人
的盛典“Hello Future- GMIC X 年度盛典”、原
创个性演讲节目《一人一世界》、喜剧类选秀节
目《我为喜剧狂》等形式不一的文化艺术作
品。它们或蕴含了深刻的教育意义、或营造了
强大的视觉冲击力和充分的互动性、参与感，
均为观众带去了空前的视听享受，开阔了文化
视野，更推动了文艺作品领域的模式创新。这
些作品在中央电视台、湖北卫视、江苏卫视等

电视节目中广泛播映。其中，由刘妍参与策划的《我为喜剧狂》在湖
北卫视、天津卫视的收视表现良好，持续保持在收视前十集团军，成
为 2017年下半年周间档的综艺大鳄，节目收视率高、网络热度强，综
合影响人数超 2亿。由刘妍参与策划的“Hello Future- GMIC X年度
盛典”在鸟巢成功举办，亿万观众通过几十家在线平台观看了此次
GMIC X年度盛典，创造了国内大型行业盛典直播的新记录。

如今，昀阳文化已经成为中国文艺作品领域的一张王牌，是文艺
创作、曲艺演出、音乐创作、影视策划、舞台灯光设计等首选的操刀
者，令国内该领域的发展格局从此别开生面。毋庸置疑，这一切离不
开刘妍的努力和付出。

近些年，由于专业成就突出，刘妍也曾多次受邀担任同行企业的
项目评审专家，为其文艺作品的创意及方案进行评价和指点，其中不
乏有桐文化公司、霍尔果斯语墨影视文化公司等业内知名企业。刘
妍的工作不仅促进了相关文艺作品策划案的顺利落地，还为专业人
才的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

当下，刘妍依旧率领团队奔忙在创意策划、制作发行等工作的第
一线。在她看来，唯有不断地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紧跟市场变迁的
步伐，才能在这场无休止的“创意风暴”中立于不败之地。

（常 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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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平台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
障办法，要把握好平台利益与劳动者权益
保障并重原则，并坚持不同行业差异对待
原则和多险种相补原则。在试点政策设
计中，应考虑职业伤害保障“保大还是保
小”问题和赔付的及时性问题，充分考虑
新就业形态的特点。

近日，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
《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
益的指导意见》有关情况。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有关负责人表示，目前正在制定
平台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拟
开展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初步考虑要明确
平台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是由政
府主导的保障制度，在现行工伤保险制度
的大框架下建立和实施。

目前，我国社会保险制度体系中，存
在一个尚待补齐的短板，即灵活就业人员
无法参加工伤保险。目前的制度中，工伤
保险需以存在劳动关系为前提。尽管个
别地区已经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工伤保险
试点，但由于劳动关系难以确定、工作流
动性强、工伤事故调查取证难等问题，大

部分灵活就业人员长期无法加入和享受
工伤保险待遇。此次从中央政府层面制
定试点政策，既是对现有社会保险制度的
补足完善，也是对工伤保险规定的突破。

笔者以为，此次试点政策应把握以
下几个原则。

第一，平台利益与劳动者权益保障
并重原则。总体来看，平台经济是一种微
利的商业模式。职业伤害保费缴纳会提
高该商业模式交易成本，加重参与者负
担。政策既要保障从业者的职业伤害有
保障，也不能过于加重整个业态的负担，
以致最终受损的还是平台灵活就业者。
应在试点过程中详细分析职业伤害险的
社会成本与社会收益。

第二，不同行业差异对待原则。拟
定参与试点的出行、外卖、即时配送、同
城货运尽管都与交通风险相关，但分属
不同行业，工作过程和交付方式有差异，
职业伤害风险的概率和事故赔付差异较
大。出行、同城货运等一般都有交强险，
大部分司机也会购买商业险。外卖和即
时配送主要以平台商业险为主。应考虑

不同行业风险特点和行业现有保障机
制，合理设定职业伤害险费率水平。

第三，多险种相补原则。目前主要
平台企业大都通过商业保险方式，为平
台职工购买相应保险产品。商业保险能
够起到部分保障作用，也有认定流程简
单和赔付较快的优点。但商业保险成本
较高，保障额度相对较低。职业伤害保
险应该与平台商业保险、车辆交强险等
互补发挥作用。

试点政策设计中，还应明确以下几
个问题。

第一，应考虑职业伤害保障“保大还
是保小”问题。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可能
面临致残、身故等较为严重的职业伤害，
更有可能面临日常磕磕碰碰的小伤痛。
传统工伤保险制度中，只对认定了伤残
等级的工伤进行赔付，主要保障较严重
的工伤，并不赔付轻微但也可能影响劳
动者收入待遇的工伤。新就业形态职业
伤害保障是否应该赔付日常轻微工伤，
或应倾向于保障哪类工伤，值得研究。

第二，应考虑赔付的及时性问题。

传统工伤保险的认定程序繁冗，认定时
间长且所需证明材料多，需要治疗期满
才可申请伤残等级鉴定。新就业形态从
业者个人及家庭经济压力大，希望尽快
得到赔付。试点政策可以加快赔付流
程，提高赔付及时性，或试点基金先行支
付制度。

第三，试点政策设计应充分考虑新
就业形态的特点。例如，劳动者可以自
由进入或退出平台是新就业形态的重要
特点，这决定了传统工伤保险由用人单
位完成缴费义务的方式不完全适合新就
业形态。可探索按完成订单数比例缴费
的缴纳方式。

建议政府部门做好试点政策评估研
究工作，在试点阶段全面评估职业伤害
险带来的社会福利变动、利益相关方影
响和保障效果，从而为职业伤害风险框
架设计与制度运行细节提供改进经验。
平台企业也应做好经营评估与风险测算，
共同应对政策试点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为
未来政策全面推开做好准备。

（张成刚）

做好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

□ 乔金亮

我国农民工结构已发生深刻变化，
新生代农民工成为该群体的主力军。
把握好新生代农民工带来的人口红利，
既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关键，也是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要加快推动城乡
融合发展，让他们在城乡间进退有据，
可以安稳留乡，可以踏实进城，可以返
乡创业。

日前，北京市外来新生代农民工监
测报告发布。报告显示，2020年北京新
生代农民工占比达到 50.1%，从事 IT行
业占比大幅提高，在所有行业中增幅最
大。

继 2017年新生代农民工比例在全
国范围首次过半后，该群体比例在北京
也实现过半。这意味着，我国农民工结
构已发生深刻变化，新生代农民工成为
该群体的主力军。随着农民工群体代
际更替出现的质变，“农民工”3个字不
再是体力劳动者的代名词。把握好新
生代农民工带来的人口红利，既是推进

新型城镇化的关键，也是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关键。

新生代农民工指 1980年以后出生
的农民工，他们的常住地在城市，户籍
地仍在乡村。过去，很多人模糊感觉
到，这批拖着拉杆箱的农民工与扛着蛇
皮袋的农民工有所不同。如今，当月薪
过万的 IT行业与新生代农民工出现交
集，进一步打破了人们对农民工群体的
刻板印象。他们有几个显著特征：没有
或很少从事过农业生产，依然吃苦耐
劳，爱上网、敢消费，愿意自我提升，不
单重视薪酬高低，更看重职业前景和自
我满足。他们中有人希望能融入城市，
也有人愿意带着积累返乡。

过去，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的限制，
农民工融入城市面临就业难、住房难和
落户难等问题。彼时，大量农民工缺乏
一技之长，局限于传统的建筑业、低端
制造业、初级服务业，且流动性较大。
伴随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和户籍制
度改革的深入推进，近年来各地出台了
不少政策，从规范劳动合同到完善各项

保险，从解决子女教育到享受市民化待
遇，让想融入城市的农民工心里更加踏
实。

城市发展离不开“白领”，也少不
了快递员、保洁工。一方面，无论经济
怎么转型，依然需要大量的非技工型
农民工从事各类服务业。“招工难”的
背后是农民工总量增速在下降，农村
剩余劳动力正从无限供给向有限供给
转变。另一方面，伴随科技进步，对技
术型农民工的需求与日俱增。如今，
新生代农民工的学历水平、学习意识
都在提升，正加快向新型技工转变，职
业选择也更加多元，他们中很多人有
能力从事 IT 行业，也能胜任更多高新
技术类行业。

亿万农民工在城乡之间长时间、大
范围有序有效转移，是中国经济社会发
展的独特现象和强大支撑。过去，新老
农民工用智慧和汗水支撑了中国制造、
实现了中国奇迹，推进了工业发展、城
市建设。如今，对高素质新生代农民工
的依赖和争夺，更考验着城市和企业的

智慧，需要做出针对性改变。在过去，
大量企业的利润是建立在廉价使用农
民工基础之上的。现如今，企业就要改
善就业环境，增加职工福利，学会向农
民工让利；而城市则要推进新型城镇
化，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通过日趋
公正的制度环境和更亲切的人文关怀，
增加对高素质农民工的吸引力。

有说法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徘徊在
“留不下的城市”和“回不去的乡村”之
间。尽管事实并非如此，但这种观点却
警示我们，要加快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让他们在城乡间进退有据，可以安稳留
乡，可以踏实进城，可以返乡创业。尤
其要让那些在城市失去竞争优势的农
民工可进可退，在农村可以有地种、有
房住、有事干。无论是推进新型城镇
化，还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都不能以
损害进城农民权益为代价，要保护好他
们的农村土地权益和集体资产权益。
只有这样，高质量的农村劳动力才可以
顺畅流动，更好发挥农村劳动力弹性供
给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农民工”不再是体力劳动者代名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