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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能烫 300 多条裤子，月薪已有
4000多元的李居民，刚刚成为一名熟练
工，但他还是选择了回家。本月 14 日，
他舍弃 5 个月前来常州时的全部梦想，
背起行囊，踏上了返途。

李居民成为 17 人中的第 13 名离职
人员。

今年 3 月 22 日，安徽淮北矿业集团
首批17名矿工走出大山，来到黑牡丹集
团常州荣元服饰有限公司当起了缝纫
工。这是江苏首批接纳安置省外“去产
能”企业职工。

一边是去产能企业有大批富余人
员，一边是发达制造业基地需要大量操
作技工。这次首批安置去产能企业职工
人数不多，主要为后面大批分流矿工积
累经验。可是，近8成打了“退堂鼓”。

优势互补的大好事，为何那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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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居民今年40岁，进入常州荣元服饰
有限公司后做整烫工。半个月前，记者见
到他时，他一手拿着熨斗，一手按住裤脚，
沿缝均匀地平烫着，动作十分娴熟。他还
很认真地说：“我只会烫裤子，烫上衣还没
学会。要努力学，尽早把整烫全弄熟。”

可是，本月 14 日他却说：“来了快 5
个月，只回了一趟老家，还是‘五一’节。
虽说两地相隔并不远，但来回一趟，花在
路上的时间也要两天。上有老人，下有
两个孩子，不放心哪。这次，家里帮我在
老家找了一份合适的工作。尽管在这里
干得很顺手，但权衡再三，赚钱重要，照
顾家庭更重要。”

与李居民有同样想法的还有侯春
雷，他来常州不到 1 个月就离开了。他
说，自己祖辈都是矿工，15 年的采掘生
涯，让他对煤矿有了一种特殊情怀。去

年底，因所在矿组停产，尽管心里有许多
不舍，但出于对新生活的渴望，他义不容
辞来到了常州。

上班第一天，侯春雷信心满满地告
诉记者：“来到这里，点亮了我们全家新
的希望。我会通过努力，让父母、老婆和
孩子过上好生活。一旦有机会，会把他
们一起接过来。”

昨天，记者电话连线他时，他说：“我
也很想留在常州，但梦想与现实还是有
很大差距，眼前最重要的还是家庭，他们
离不开我。”

回到老家的侯春雷，被淮北矿业集
团安排到另外一个矿区工作。可是没干
满 1 个月，他又辞职了。“从采掘工到缝
纫工，再到采掘工，苦与累并存，那工作
环境已不适应。回头想想，我还是很羡
慕留在常州的工友。”

关于今后的打算，侯春雷激动地说，
自己还年轻，还有很多机会去努力，首要
的是多学点技术，才真正有奔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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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家庭的牵挂是远离家乡的转
岗者的一大心结，那么，对环境和工作的
不适应，则成为他们面前的一大鸿沟。

作为现代制造业基地的常州，需要

的不仅仅是劳动力，更需要高素质的熟
练技工。

这 17 名矿工到常州的第一堂课就
是封闭式技能培训。

“考虑到他们的接受能力，先是进行
针对性培训，内容尽量单一，通俗易懂。
再通过视频、面授、实际操作等培训课
程，以‘一对一、一对二’的‘师带徒’方
式做好传帮带，使他们尽快掌握有关操
作技能。这样，才能让他们有自信心。”
荣元服饰副总经理贡国尧说，为了让他
们尽快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公司特地把
他们的住宿安排在一起，四五个人住一
间，并发了一些必备的生活用品，他们自
己只需备一些换洗衣服就可以了。同
时，考虑到饮食习惯不同，公司还专门开
了“小灶”，为他们提供面食，每天还有
17元伙食补贴。

岗前培训结束，公司根据每个人的
不同情况，把他们分别安排到缝制、后整
理、水洗等岗位。

公司实行小时工资，保证每天不少
于 100 元。等他们完全熟练了，再实行
计件制。“其实，缝纫、水洗、整烫这些活，
用点心一两天就能上岗操作，但磨到熟
练也不是件容易事。”贡国尧说。

第一个离职的侯春雷，就有这种感
受：“工种的差异，让我有点不适应。去

与留，是双方磨合的过程，或许企业对我
的工作也有点不满意。”

服装企业有相对的用工取向，更多
需要的是年轻女工。当初来的17人，年
龄普遍偏大，大多数在 40 岁左右，而且
只有竹艳一位女性，她是随丈夫费圣明
一起过来的。

“80 后”的竹艳告诉记者，来常州
后，学到很多，还掌握了一门技术活，能
独立操作自动锁眼机了。她现在按计件
制拿薪，每月近4000元，很满足。

记者了解到，实行计件制，一般每人
每月都有3700元以上的收入，多的超过
4000元。

今年 30 岁的费圣明，中专毕业，因
喜欢电脑，被分配在缝纫车间跟着师傅
向长丽做“排程”。本月14日，记者见到
费圣明时，他正在按照样板要求在电脑
上“排程”。

他说，现在的工作，他很适应。
在生产车间，记者还见到了37岁的

张飞，他原来在矿上从事巷道掘进，现在
负责打服装上的圆头眼。工位旁的服装
堆得像小山，他紧盯着机器，两手在机器
与服装之间舞动，卖力地干着活。

“一天能打多少件？”
“3000多件。”
“有没有次品？”

“几乎没有。”
他还告诉记者，在这里，大家都格外

照应他，遇到什么难事，都乐意帮助他。
在留下的 4 人中，年龄最长的是刘

伟。刘伟43岁，总像大哥哥一样为大伙
儿鼓劲。他说，水洗工段比其他工种要
累，但技术含量小，这对他们矿工来说比
较容易适应。“等孩子一结婚，就准备把老
婆接来常州，一起在这里打拼。”刘伟说。

贡国尧分析说，从矿工到缝纫工，工
作环境好了，但要能坚守下去却并不容
易。服装企业，一人守着一台机器，活动
范围小，而且要求连续工作，节奏快，有
时还要加班一两个小时，有的人可能就
不习惯。问题的关键在于，转岗再就业
是一个重新适应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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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刀
阔斧去除过剩产能和落后产能，是痛在
当下、利在长远的必由之路。去产能，最
大的难题之一就是职工安置。对此，江
苏、安徽两地总工会主动作为，在输出地
和接受地企业之间进行对接，两地企业
也都做了精心安排。

但是，究竟应该如何精准安置去产
能企业的职工呢？常州市哲学社会科学

界联合会主席、常州市社会科学院院
长陈满林认为，目前有 3 个问题值得
思考与研究。

首先要充分考虑就业体制环境变
化。与20多年前国企改革大批人员下
岗最大的不同是，现在我国已建立了比
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各类托底保障
使得分流人员生存压力大大降低；何
况，此次去产能国家拿出了相应的配套
资金，一些分流人员危机感并不强了。

其次要充分考虑就业价值观的变
化。过去30年中，人们从农村走向城
市，从中西部来到东部地区，是因为极
度贫困，迫于生计，别无选择。如今，
人们重视个人的幸福，学会了权衡比
对，建立了综合性价比概念。比方说，
离乡就业，虽然收入较高，甚至比较体
面，但要面临夫妻分居，不能抚养老人
和教育小孩，以及他乡生活成本高等
问题，因此感觉不划算。

第三要充分考虑互联网条件下人
们就业方式的变化。互联网实现了生
产、生活的智能互联，使灵活就业、精
准就业成为可能，它不但提供了个性
化就业方式，而且降低了就业成本。
比如，武汉钢铁厂分流人员主动开滴
滴专车，还有部分人员加入快递大军，
或者开网店等。这些就业，灵活自由，
而且收入不菲。我们不要去责怪 17
人中离开的13人，而是要去研究他们
的实际需求，并加以适当引导。

记者在采访中还听到一种声音，
“企业自身也应当反思”，东部经济发
达地区出现用工荒已不是一年两年
了，每年企业都绞尽脑汁招工，可是收
效甚微；如果企业顺应产业梯度转移
规律，把生产基地搬到劳动力富余的
欠发达地区，岂不是一举多得。

唐秋冰 李昕

——关于去产能企业职工如何精准安置的调查和思考

17人为何只剩下4人

本报讯 21 日，江南环球港，随着香
港“皇朝定制+”常州旗舰店的开业，“奥
运品质家”皇朝家私大型环保公益行华
东站活动开启。

北京奥运会蹦床冠军、常州籍运动
员陆春龙作为爱心公益大使到现场助
阵。陆春龙参观了展厅，还与部分经销
商、消费者作了互动，共同检验与见证了

“皇朝定制+”产品的优秀品质。
“皇朝定制+”是香港皇朝家私旗下

的全屋全品类定制家具品牌，采用健康
环保的材质及先进的设计工艺，为消费
者实现全屋定制精品家具。

皇朝家私是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生
活类家具的独家供应商，值此2016奥运
年，皇朝家私开启“奥运品质家”全国大
型环保公益行活动，通过在全国举行签
售的方式募集皇朝公益基金，帮助社会
上有需要的人，致力于推进家具行业的
品质建设。 （孙东青/文 胡平/摄）

助阵公益行活动

北京奥运会蹦床冠军——

陆春龙亮相“皇朝定制+”

昨天，井柏然亮相环球恐龙
城。在参观这里的各大挑战项目
后，井柏然接受常州恐龙园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会主席沈波授予的霸王
龙骨架化石，正式上任首席旅行官。

井柏然是影、视、歌多栖明星。

早在 9 年前，井柏然刚刚出道时代言
的首个品牌就是中华恐龙园。 据了
解，首席旅行官相当于代言人。

昨天，还举行了水上粉丝见面
会 。 王 静 周 洁/文 朱 臻/摄
实习生 高任飞

井柏然出任恐龙城首席旅行官

本报讯 昨天，记者从市委统战
部获悉，常州籍黄埔老兵赵赠熊于
19日离世，享年106岁。

赵赠熊出生于武进嘉泽，父亲
和爷爷都行医。出生前夜，他父亲
梦见一只大熊向自己扑来，第二天
儿子出生，便取名赠熊。他违父命
不做医生要去闯世界，成为黄埔军
校八期、中央航校七期学生，曾培育
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

抗日战争期间，赵赠熊立下不朽
功绩。1937 年“七七事变”，8 月 14
日9架日本飞机向杭州上空袭来，包
括赵赠熊在内的中国飞行员上天迎
战，4小时后成功击落敌机6架，我方
零损失。1940年，空军在成都建立
航校，赵赠熊被选到成都航校当飞行
员教官，开始培训飞行员，直到1945
年抗战胜利。5年里，赵赠熊一路从
初级教官升到中级教官，再到高级教

官，最后当上飞行大队长，为抗战前线
培养输送了300多名飞行员。

据了解，1950 年空军司令员刘亚
楼接见赵赠熊，并将他调入人民空军
牡丹江航空学校任教。正是在此期
间，他为新中国培养了第一批14位女
飞行员。之后 8 年，他还陆续为新中
国培养了300余名飞行员。

1953年3月21日，赵赠熊出席在
京召开的空军首届英模功臣代表大
会。同年 5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
司令部、政治部批准给予赵赠熊记一
等功一次。

1977 年，赵赠熊退休回到老家嘉
泽，安度晚年，并当选为武进县、常州
市和江苏省人大代表，还被聘为江苏
省文史馆馆员。

目前，常州籍黄埔同学还有17位健
在，年龄最大的101岁，最小的90岁。

（李梅香 黄钰）

1937年8月14日杭州空战，参与击落日机6架；
此后，培育出我国第一批女飞行员——

我市黄埔老兵
赵赠熊享年106岁

中国女排夺冠后的一瞬，惠若琪
紧紧抱着大姐徐云丽嚎啕痛哭，哭得
酣畅淋漓，哭得旁若无人，哭到抽泣，
哭到失声⋯⋯

小惠为什么会这般痛哭流涕呢？
她的痛哭背后，究竟有多少不为人知
的内容，旁人不得而知，也无须探究。
但我们可以设身处地为她想一想，一
个年仅 25 岁的姑娘，为了一份理想，
孜孜追求了十几个春秋。其间经历了
那么多磨难，克服了那么多常人难以
克服的艰辛，尝到了那么多本不应该
针对她的质疑和非议；如今，她终于用
近乎完美的表现，收获了巨大成功，驱
散了阴霾。面对这狂奔而来几乎是猝
不及防的成功，百感交织，怎能不热血
沸腾、闸门洞开呢？她的嚎啕痛哭，是
积压在心中多年的辛酸苦楚的井喷，
是一时物我两忘的宣泄。其实，多数
队员在前两场比赛取胜后都已有过类
似的宣泄，小惠之所以一直憋到这一
刻，既是她毅力和克制能力的过人之
处，也是她遭遇的磨难更多更坎坷从
而与众不同之处。

本人与小惠素未谋面，过去只是
佩服她 16 岁小小年纪就远离父母到
国家队为国争光，也佩服她在球场上

的拼劲和出类拔萃。真正令我感动到
唏嘘不已的，还是这次奧运期间，看了
央视播放的小惠的一个专题片。

原来，年纪这么轻，她不光是一个
从小聪明要强的小学霸，也不光是一
个一帆风顺一步登天的中国女排的主
力和队长，而是一个经历过那么多风
霜雨雪、战胜了那么多艰难困苦才有
今天的奇女孩。这期间，一次受伤和
一次重病对她的打击最为残忍。大小
朋友们，你们能想象，如今驰骋在球场
的她，几年前为了挽救自己的排球理
想，硬生生往左肩膀里打进七根钉至
今还留在身体里吗？你们能想象，去
年 8 月她因突发心脏病离队治疗，不
到半年她就又出现在球场且在这次奧
运大赛中再次成为中国女排的主心骨
吗？她在两次治病和康复训练中受的
罪、吃的苦，还是帮她康复训练的原江
苏女排主教练周炜说得好：“我从当运
动员到当教练几十年，从没见过像小
惠这么坚强的孩子！”

今年 4 月底，小惠病愈复出，终于
回到了她日思夜想的球队。于是，她
又在实战中逐步恢复功力，入选奧运
阵容。谁知中国队出师不利，小组赛
阶段全队状态低迷，失利连连。她作
为队长，比别人更揪心。偏偏这时，外
界的质疑和非议又纷至沓来，什么“根
本不应该带惠若琪来”“都输在惠若琪
上去那会儿”“世界杯能夺冠就因没带
她去”等等，不一而足。面对这些责难
和流言，她看在眼里，藏在心里，只字
不加回应。她一心打球，从淘汰赛开

始，就越打越好。最后两场半决赛和
决赛，她打满全场，好多高难度球和关
键球，都是她打成的。她的一传和防
守，成为前排队员进攻的有效保障。
这时候，小惠又成了名副其实的球队
支柱和攻防转换核心了。

惠若琪好样的！
她几经磨难，几经曲折，但她永不

服输，越挫越勇。从她身上，我们看到
了“女排精神”的缩影。

究竟什么是“女排精神”？诠释很
多。但我宁肯把它理解得简单些，“女
排精神”最核心的精髓，就是越挫越勇
的永不服输精神。从老女排的五连冠，
到黄金一代的两连冠，再到惠若琪、朱
婷、张常宁、龚翔宇们新一代女排还没
划句号的两连冠，都是靠越挫越勇的不
服输精神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奇迹的。

在小惠个人的曲折成长轨迹中，
每一步都闪烁着这一精神的光芒。

人，还是需要点精神的。特别是
在新时代，一面是市场竞争、人才竞
争、生存竞争已经激烈到残酷的地步，
一面又是人心浮躁、信念缺失、精神脆
弱、不思进取等现代病泛滥，更需要赋
予时代特征的“女排精神”，走进各级
领导干部和广大共产党员的心，走进
老百姓的心，尤其是走进广大青少年
的心，弘扬正气，传递正能量。陈德荣

（本栏目到今天已经全部刊发完
毕。衷心感谢评论员陈德荣先生，衷
心感谢广大读者的一路陪伴以及鼓励
和评价。——本报编辑）

人，还是要有点精神的

奥运每日一评奥运每日一评
常州体育迷

降本“国8条”出台
（上接A1版）

六是较大幅度降低企业物流成
本，包括大力发展运输新业态，合理确
定公路运输收费标准，规范公路收费
管理，规范机场、铁路、港口码头经营
性收费项目等。

七是提高企业资金周转效率，包
括对科技创新创业企业开展投贷联动
试点，鼓励企业通过资产证券化、金融
租赁方式盘活存量资源，清理规范工
程建设领域保证金等。

八 是 鼓 励 和 引 导 企 业 内 部 挖
潜 ，开 展 技 术、管 理 和 营 销 模 式 创
新，推广应用先进技术，加强目标成
本管理等。

《方案》提出了推进体制机制改
革、推进创新活动、发挥“互联网＋”作
用、立足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加强和改
进管理、降低监管成本、改善公共服
务、优化产业布局、分行业降本增效等
方面的配套措施。

《方案》指出，要加强组织领导和
工作协调，加强对落实情况的督促检
查，适时评估总结和推广经验，建立
和完善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的长
效机制。

加大技改投入
加快转型升级

（上接A1版）目前已与国内外多家知
名家电企业建立长期合作关系。费
高云实地察看后，鼓励这些企业继
续大力实施“机器换人”，进一步提
高劳动生产率和产品质量，抢占行
业制高点。

江苏武进不锈股份有限公司通过
引进国内外先进的高自动化生产设备
和高效制造工艺，淘汰落后工艺装备，
取得了显著效益。企业去年初购置的
冷轧管机组，投入生产仅仅一年时间
就收回成本。费高云希望企业抓住

“中国制造 2025”、资本市场直接融
资、政府扶持企业进行技术改造等机
遇，向更高水平发展。

常柴股份有限公司的多缸柴油
机智能装配车间，通过大量应用智
能化、自动化系统和设备，实现清洁
生产，并有效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
品质量，被评为江苏省示范智能车
间。费高云鼓励企业更大力度实施
自动化、智能化改造，提高智能制造
水平。

费高云还来到集盛星泰新能源、
蓝翼飞机装备制造、申达经编等企业，
了解企业技术改造情况。

费高云指出，技术改造是企业加
快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也是推进

“三位一体”工业经济转型升级发展
战略的关键抓手。广大工业企业要
聚焦产业链两端和价值链高端，加大
技术改造力度，努力构筑自身发展新
优势。同时，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加
大相关扶持政策的宣传力度，全力做
好服务，协调解决政策执行过程中出
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及时兑现相关
扶持资金，充分调动企业转型升级、
加快发展的积极性，促进全市工业经
济稳定发展。

副市长李小平参加调研。
（韩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