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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永远是一个柔软的词。有了一
间房，那里却不一定是家，除非这间房
里有自己的家人，更有一份“停下来，
就是这里”的心情。

远离故乡，是不少岳阳城陵矶女工
的生存状态。一直以来，她们的理想生
活是：有一份稳定工作，有一处固定住
所，身边有家人孩子。简单而感人。

近年来，随着临港新区的发展建
设，基础设施、保障性住房日益完善，
加上就业机会的增多，骨干路网全面
成型……吸引很多女工们纷至沓来，问
她们为什么，她们没有深刻的理由，只
是觉得城陵矶离她们的理想生活很近，
这里就是她们的故乡。

亦城亦乡很有家乡的味道
杨萍与冯松一个来自江西，一个

是湖南沅陵人，像我们所见的女工一样，
她们朴实、勤劳，一直以来渴望平稳的
生活，可是外出务工的生活总是让她们
远离故乡。

来城陵矶之前，她们都是中国水电
八厂三峡工程建设的一员。在三峡，日
子就像眼前的江水来去匆匆，一眨眼
几年过去，她们的生活依旧平淡无奇，
每天都是在宿舍与工厂之间来回。她们
早已习惯了这种单调的生活。只是她们
不知道，三峡工程结束后，下一站会在
哪里？

三峡工程如期完成，2010 年，杨
萍与冯松跟随企业搬迁至岳阳城陵矶。

城陵矶，位于岳阳城北，把守江湖
相会之地。长江近在咫尺，这让初来的
杨萍与冯松有些亲切感。但城陵矶与三

峡不同，这里地势相对平坦，放眼望去，
有山有水，满眼绿色，高层楼房拔地而
起，人口流动量也日渐增加，亦城亦乡
很有家乡的味道。

杨萍每天的生活路线是从凌泊湖
小区到厂区，最幸福的是，做完家务，
和丈夫沿着宽敞、平整的通海路走，两
边绿树已经长成，每天都有不少人在这
条路上慢跑锻炼，从来不会感觉清冷
寂寞。

来之初，最担心的莫过于小孩的上
学问题，“常年在外，没能给孩子一个
稳定的居所。”杨萍回忆起之前人随事
迁的工作经历不无感慨。几年下来，孩
子也在这种动荡的生活中学会了自立，
没有父母在身边时，也能很好照顾自己。
考虑到杨萍的实际情况，公司给她在凌
泊湖安置房小区分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
子，孩子则被安排在云溪中学，从住的
地方过去只要二十几分钟车程。解决了
住宿和孩子的学习，杨萍前所未有的轻
松和踏实。“在城里买不起房子，这里
有免费住宿，挺好！” 

像杨萍、冯松这样的女工，城陵
矶水电八厂就有 50 多位，她们一部分
人是跟着厂子迁徙而来，一部分人是从
当地招来。有些人远离故土，举家迁徙，
生活的稳定对他们来说就是最大的希
望，而城陵矶最终给了她们家的感觉。

工作与生活，各得所需
“没读过多少书，只有这点技能，

能找个工作就是不错的。”冯松每天打
开电视最关心的还是现在的就业问题，
她很庆幸自己能在一个不错的企业一直

稳定地做下去。
每天下班后，做完家务，约上三五

好友打打乒乓球，参加每周一次的舞会，
或者与几个牌友搓几盘麻将，业余生活
过得有滋有味。这是冯松在城陵矶的
生活写照，简单但也充实。

“不要考虑住宿、吃饭的问题，这
里消费也不高，每年能余下好几万块钱，
平时工作累是累，但也值得。”每年回家，
冯松感触颇深的是，家乡有很多像自己
这样的女性，她们有些人在家里守着一
亩三分地，日子过得很艰难。“有时我
竟然成为她们羡慕的对象。”冯松露出
了幸福的笑容。

回想起 4 年前，在城陵矶这片陌
生的土地上，她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人
在这里工作生活。每天上下班高峰期，
一拨拨人从附近各大工厂、办公楼走进
走出，繁忙得不比一座城市差。

据了解，城陵矶建区 4 年来，在“三
年搭骨架、五年见成效、十年成规模”
的总体建设要求下。临港新区着力打造

“现代新港、产业新区、滨江新城、岳
阳经济新的增长极和长江中游区域性
航运物流中心”，建设发展取得显著成
绩，“三纵三横”骨干路网全面成型，
配套设施逐步完善，建设标准化厂房
10 万平方米、保障性住房 24 万平方米，
铺设管网 100 多公里，签约项目 88 个，
合同引资 460 多亿元，仅 2013 年，签
约项目达 30 个，过亿元项目 13 个，过
10 亿元项目 5 个。

完善的基础设施、优质的工厂企业
以及宜居的生活环境，让城陵矶成为
不少人就业、生活的新选择。

岳阳城陵矶临港新区女工生活调查——

城陵矶给了我们一个家
文：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佘智洋    供图：中国水电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每天工作八小时，并不会觉得很累。

挑战一下男工们的工作。

专注细节，做到精益求精。

今日女报 / 凤网讯 （记者 陈思伊）
7月 5 日，国内首创艺术彩绘创意骑
行——“2014. 湖南彩骑”大型活动在
张家界老道湾景区炫目上演。本次活
动为期 2 天，由湖南省旅游局、湖南
省体育局、湖南日报报业集团、张家
界市人民政府指导，湖南华声户外有
限公司、湖南日报社张家界分社、张
家界老道湾风景区联合承办。来自全
国各地的 500 名户外爱好者 DIY人体
彩绘，身着比基尼，在当年鬼谷子修
炼之地——老道湾景区，展开长达 6
公里的自行车赛事角逐。老道湾景区
位于张家界市城区以南天门山，谷内
处于天然原生状态，是户外探险胜地。

据悉，本次活动设有“彩骑丽
人”、“彩骑健硕”、“彩骑创意”等
三项大奖。此外，还有彩骑之夜大
型晚会、啤酒狂欢夜、水上竞技表演、
瀑降表演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
老道湾景区总经理李征兵告诉记者，
老道湾一直致力于户外拓展、环保
出行。本次活动是老道湾的一次尝
试，未来将引领更多户外运动，打
造张家界户外产业链。

张家界“彩骑”，
比基尼彩绘炫目

大学生生育可报销：保“生育”还是毁“声誉”？

社保新政：
女大学生生育最多可报 2000 元

近日，有媒体报道，在南昌市辖区内
参加居民医保的大学生可享受生育保险
待遇，并设 顺产 1000 元和剖腹产 2000
元限额。

对此，南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医保处相关负责人表示，南昌市大学生
并没有享受单独的生育保险。2009 年 9
月起，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南昌市将大学
生纳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中。参保
人员中的生育妇女，住院分娩费用及产后
并发症纳入住院医疗补助范围，并设报
销最高限额，具体标准为顺产 1000 元，
剖腹产 2000 元。

2008 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
将大学生纳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
点范围的指导意见》，规定各类全日制普
通高等学校 ( 包括民办高校 ) 的全日制本
专科生、研究生，其住院和门诊大病医疗，
按照属地原则通过参加学校所在地城镇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解决。

在郑州大学担任班主任多年的王华
认为，大学生毕竟还小，对很多事情的自
制力和判断力都十分有限。将生育费用纳
入医保范畴，会不会让很多人误以为是政
府鼓励大学生在校生育。

南昌人保局医保处相关负责人表示，
在校大学生中生育妇女与普通城镇居民
一样，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并不是特殊
对待。

“在校女大学生生育，最高可报销 2000 元。”近日，一则南昌市大学生可享受生育保险待遇的消息引起一番
激辩，支持者有，担忧者亦有。这是人性化的保障，还是变相鼓励在校生育？校园婚姻能否得到社会认可？

凤眼时评 >>

大学生可报销生育保险无需大惊小怪
文 / 秦锐

结婚、生育是一个人享有的基本的权利，
即使是在校大学生，只要符合国家相关法律
规定的条件，适婚的男女都可以结婚，生育
子女。前段时间，网上报道了一名美女硕士
毕业的时候抱着自己的孩子一同拍毕业照也
印证了这个问题。而普通大学生在校期间只
缴纳了居民医保，而未缴纳除医保外的其他
保险，但是作为公民就应当享有生育保险待
遇，因为大学生无论在校期间是否生育，最
终在参加工作后都将缴纳生育保险，并且作
为强制缴纳保险的一部分，南京让在校大学
生享有生育保险待遇恰恰是考虑到了这一因
素，确实是一个人性化的优惠政策。

有人说，让在校大学生享受生育保险的
政策是变相的鼓励大学生在校期间结婚生育，
并且有些“伤风败俗”。其实不然。结婚生育
本是一项权利，南昌的做法值得全国各地学
习，保护了女大学生合法的生育权益。当然，
报销生育保险也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必须满
足已婚、符合相关部门生育条件的人才可享
受其相关待遇。

当然，对于大学生而言还是当以学业为
重，尤其是在自己都无法自立的情况下，何
以给下一代一个安定、稳定和温馨的家庭呢 ?
只有自己好好努力，以学业为重，将来才能
为事业发展提供更好的基础，为家庭的和谐
提供更加有利的前提。

在校生育：
荒废学业还是便利就业？

 针对大学生在校生育与学业能否兼顾
问题，记者采访了郑州大学、武汉大学、贵
州大学、南昌航空大学的多名在校生。他们
都认为大学生生育费用能有医保补助是社会
进步、思想观念转变的表现。

 一些人认为，在校学习期间应当以学
业为重，还不具备组建家庭和养育小孩的经
济能力和基本条件，因而不会选择在校生育。

 也有一些大学生认为，在校生育是女
性面对就业压力的无奈之举。南昌航空大学
一位正读研三的女大学生对记者说，她所
在的班共有 17 名学生，已经有３名已婚女同
学怀孕，其中一名已顺利生产。“我很理解
她们，研究生毕业普遍都二十四五岁了，如
果在校生完孩子，以后就不需要再因为生育
而使工作中断。在找工作时也有更多优势。”

记者采访南昌多所高校学生工作处了解
到，大部分学校表示对大学生在校生育的情
况，会遵照国家有关政策法规管理。校方会
本着人文关怀的角度，建议在孕产期的大学
生暂时休学，回家生育。“毕竟学校条件有限，
女学生生育期间休学，对学校的教学质量、
对学生自身健康和婴儿健康都有好处。”

山东大学社会学教授王忠武说，目前
我国在校大学生大多数已是成年人，按照
相关法律规定，享有结婚权和生育权。从
近些年的情况来看，大学生结婚的情况越
来越多，政府相关部门、法律应当保障他们
的合法权益。                            （本报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