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四川甘孜 ， 海拔3700多米的塔公草原 ，
95后藏族僧人久美， 凭借自己的双手， 建起了
这片草原上第一座图书馆。 图书馆取名为纳朗
玛， 免费开放给村里的孩子们。 久美希望， 书籍
能成为孩子们 “望向更广阔未来的一个窗口”，
而不是困在 “森林里”。

点评： 为了筹措资金， 久美制作青稞酱售
卖； 为了修建图书馆， 久美自学建筑设计， 自画
图纸， 自己搬运三四百斤的石头盖房子……一座
图书馆不仅代表了久美的梦想， 还诠释了一个人
的人生态度。

■本期点评 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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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评弹】 【图闻点评】

位于沂蒙老区的诸葛镇在党支部领办志愿服
务队基础上， 聚焦破解农村老年人 “做饭愁、 吃
饭难” 等养老问题， 因地制宜建设村党支部领办
的 “暖心食堂”， 打通了农村居家养老 “最后一
公里”。 目前， 沂水县已全面推广农村党支部领
办的 “暖心食堂” 为载体的农村养老模式， 结合
每月开展的党建引领 “关爱老人·情暖夕阳” 寸
草心志愿服务。

点评： “暖心食堂” 一方面解决了老年人的
吃饭问题， 另一方面还让在外工作的儿女安心。
此外， 村委干部还化身为志愿服务队， 真正让百
姓享受到了物美价廉的服务。

沂蒙深处“暖心食堂”
让老人身暖心更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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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强

曾经一提到北上广深， 年轻人都为之神情一
震， 尤其是应届大学毕业生， 无不为能想方设法
留到北上广深工作而深感自豪。 然而， 这种让大
学生趋之若鹜的就业选择， 如今出现了意想不到
的变化。 猎聘的 《2022新一线城市人才吸引力报
告》 显示， 从2017-2021连续五年来中高端求职
者投递一线和新一线城市的占比来看， 一线城市
呈下降趋势， 从2017年的45.33%下降到2021年的
36.87%； 与此同时， 新一线城市的投递占比则从
31.52%上升到2021年的35.03%， 越来越趋近于一
线城市。 同一时间段， 应届生投递一线及新一线
城市也呈现相似的趋势。

令人吃惊的是， 无论是职位发布量还是投递
人数，杭州、成都、苏州都是稳居前三的城市，呈现
供需两旺的态势。 而北上广深不再是毕业生就业
的首选。以成都为例，我认识的好几个年轻人都跑
到了成都去就业。 问及理由，说这里好生存，机遇
众多， 尤其是大都市的烟火气更加浓郁。 数据显
示，新一线城市中增量最多的是成都市，10年间常
住人口增量达581.89万人，在全国所有城市中，这
一增量仅次于一线城市深圳和广州，位居第三。

那么， 为何这15个新一线城市得到年轻人的
高度青睐呢？ 《2021新一线城市Z世代青年消费
趋势报告》 显示， 超过70%的人将 “生活悠闲、
归属感强、 烟火气十足” 摆在首位。 这些城市无
不是发展势头强劲， 而购房压力相对较小， 也为
年轻人提供了体面的生活感受。 而且这些城市的
文化氛围也很受年轻人的喜爱， 如拥有众多的书
店、 咖啡馆、 剧本杀店、 酒吧等， 不仅仅是在职
场上玩命的打拼。

因为随着各大城市人才新政的推出， 北上广
深的城市户籍不再是年轻人重点考虑的选项。 新
一线城市的户籍稍微宽松一些， 而且发展的机遇
和薪酬也并不比北上广深少多少。 如我看到网友
选择新一线城市南京的理由是： 治安好； 南京人
热情， 不排外； 气候宜人， 风景优美。 南京景点
多而美。 不但有风景优美的白鹭洲和秦淮河， 还
有诗情画意的钟山； 经济发达， 就业机会多。 南
京的经济总量高达1.48万亿， 位居全国前十， 人
均GDP高居全国前列。 南京给年轻人的就业机会
甚多且工资较高。

而选择成都的网友更是给选择成都多达10个
理由。 尤其是成都是国内罕见的慢生活节奏的大
都市， 让人感觉更舒适， 工作的同时不忘记享受
生活。 可谓是工作与生活同时兼顾了。 这种慢节
奏的生活方式， 更加开放的城市态度， 以及相对
较低的房价， 成功吸引了大学毕业生， 更是让许
多高校选择成都的大学生超越了上海北京。

笔者以为， 如今众多的大学生选择去 “新一
线” 城市就业和生活， 是一种更加开放和务实的
就业选择。 北上广深固然在经济、 文化、 环境等
领先全国， 但人才还是相对集中， 对刚毕业的大
学生来说， 要想在北上广深扎下根来， 发挥出自
己的能量， 没有个十年是不可能的。 因此， 到有
发展潜力的新一线城市去就业， 不但能够享受较
低的物价、 房价， 还能迅速在工作中打开新局
面， 毕竟新一线城市的发展机遇还是很多的。

这批新一线城市， 都具有极强的辐射能力，
经济发达、 交通便利、 文化底蕴丰厚， 是我国经
济新的增长极， 也显示了国家发展仍然具有极大
的潜力， 可以说是后起之秀， 具有极强的发展后
劲。 如此多的潜力， 也孕育着更多的挑战和发
展。 因此， 对年轻人来说， 在新一线城市更能快
速地找到自我， 超越自我， 从而实现个人事业的
腾飞！

日前， 江苏苏州外卖小哥张晨晨， 接到一单
配送绿豆汤的订单备注信息： “我快要不行了”，
引起了他的注意。 可是配送地址只有楼栋号， 对
方电话也无人接听， 一场揪心又暖心的救助展开
了……最终， 成功挽救了一个生命。

点评： 真是一位热心善良的外卖小哥 。 如
今， 点外卖已经成为了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外
卖小哥救人的故事经常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

戴上绝缘帽，穿上绝缘披肩，将包括绝缘手套
在内的三层手套逐一戴好，然后系好安全带，张伟
和何永顺跳进绝缘斗，缓缓升到高空……烈日下，
两人开始接触线路，迅速进入作业状态。

点评： 空中带电作业中， 没有东西遮挡阳
光， 再加上高空作业本身制约着动作发挥， 操作
人员还要穿戴厚重的防护装备， 对他们的身体和
心理都是极大的挑战， 但他们依然坚守岗位， 全
力保障居民 “清凉度夏”。

暑假期间，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丹
寨县文化馆举办免费暑期才艺培训班， 组织文化
志愿者指导孩子们学习舞蹈、 苗族芦笙等， 让孩
子们乐享多彩暑假生活。

点评： 孩子暑假怎么过是不少家长们的烦心
事。 丹寨县文化馆举办的才艺培训班一方面解决
了家长们的后顾之忧， 另一方面让孩子们了解了
传统文化， 带给孩子一个别样的暑假。

三伏天高空带电作业
只愿为百姓送去清凉

下单备注求救信号，
接单小哥紧急救人！

文化馆举办免费才艺培训班
带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暑假

一名95后僧人在高原上
为孩子建了一座图书馆

年轻人更青睐新一线城市
显示了国家发展的潜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