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是大力倡导“耕读传家”的优秀家风。
这是起于先秦，成于唐宋，盛于晚清的精神传
统。耕读传家，耕可以事稼穑，丰五谷、养家
室，为了生存；读可以知诗书，修身性，图大业，
为了发展。家是浓缩的国，国是放大的家，为
家而耕，为国而读，一个“读”字昭示出“读者”
心中怀有一个放大的家——国家，这就是炎黄
子孙世代相传的家国情怀。“耕”与“读”透现出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修齐治平的大
格局。目前，乡村自推行撤点并校以来，学校
总量已由最高峰的60多万所减少到目前的20
多万所，乡村孩子面临新的“上学难”问题，应
下大功夫落实好新近出台的“学生单程不超过
半小时的”国家政策。乡村教育应面向乡村，
不可“逆乡土化”，只为大城市、发达地区培养
人才。既要实施千军万马挤一条独木桥的精
英教育，更要推行学一技之长、可安身立命的
生存教育。乡村孩子是加长“四化”中农业现
代化这条短腿的主力、主体，他们读不好书，这
条短腿就只能跛足。“耕读传家”，是家的追求，
更是国的责任。

二是探索小农户与现代化的有机衔接。
我国2.6亿小农户中的2.3亿是承包耕地的农
户，就农业经营主体而言，美国230万户，英国

23 万户，我们是美国的 100 倍，英国的 1000
倍。要把这样一个庞大群体组织起来与现代
化对接，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世界上组织
农民与现代化有机衔接的成功范例主要有两
大类型，一是西方大农的专业合作，二是东亚
小农的综合合作。我国是公有制下的小农，需
要探索一条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的第三
种组织形式，充分发挥产权明晰后的集体经济
的组织优势。我国乡村集体经济有两根主轴，
一条是以村社为单位的社区型横向组织，一条
是以供销合作社为单位的层级型纵向组织，供
销合作社具有政府、市场、社会三重职能。长
期以来，纵横两条线各行其是，应在村一级打
通二者的通道，让供销合作社伸延到村，“把社
建在村上”，建立起与村级组织、新型经营主
体、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等合作的新型合作组
织，引导小农户入社，通过政府、市场、社会三
方集合发力，让各类现代服务惠及小农户，这
应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新探索，是具有中国特色
的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实现农民与现代化
有机衔接、使“农业全面提升、农村全面进步、
农民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也是完成乡
村振兴五大目标任务的好途径。安徽、山东、
贵州等省在这方面已经进行试验，探索了一些

成功经验，应予总结提炼完善推广。
三是家户环境卫生管理。乡村振兴五大

目标任务中生态宜居和乡风文明都与环境卫
生有关。环境卫生既是一个地方的脸面，也是
提高生活品质的重要环节。而环境卫生好坏
的决定因素在每家每户。“厕所革命”被世卫组
织定义为最廉价的医药，各地都在大力推行。
民谚云：物质文明看厨房，精神文明看茅房，不
无道理。下一步要下大功夫解决的问题就是
垃圾处理问题。随着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垃
圾的产出更以惊人速度在同步增长。让垃圾
的制造者都变成管理者，这将是一个全社会观
念变革的过程，需要一代人的教育，并且需要
全社会成员一起做才能做好。如何让乡村垃
圾制造者变成管理者，是当下需要从儿童抓起
从家户抓起的新命题。环境已不堪重负，无废
社会、无废时代终将来临，让垃圾这个放错地
方的资源变废为宝，乡村必须跟上。

（摘编自《中国发展观察》）

［耳听八方］

2019/12/3
星期二
本版责编 王平
每周二出版B1-B8

【 】

【 】

人类农业文明时代的特征是低效平衡，工
业文明时代的特征是高效失衡。今天我们要
建设的是既高效又平衡的生态文明社会，就需
要借鉴工业文明的高效和农业文明的平衡。

工业文明的高效主要是各种现代元素的
注入，农业文明的平衡重在两个方面，一是遵
循自然规律，二是在乡村社会构建官绅民的治
理结构。在中国古代社会，乡绅与乡贤大体是
重合的，当然也有土豪劣绅，并非贤者，但那只
是极少数。乡贤处于国家与社会、公域与私
域、官方与民间、上层与底层的缓冲带，既承
担国家权力的延伸实施，又体现民间利益的集

中，是国家意志和民间意愿交汇、融合、互渗的
节点。代表国家权力的官员是流动的，而乡贤
则是稳定的，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熟知乡里，影
响力、权威性都根植于乡土社会。不管上层社
会如何更替，即使发生战乱甚至改朝换代，乡
贤都可以维持一方平安，待到上层社会结构稳
定，又可随时与之衔接。乡贤又是乡土社会的
标杆，他可以引领乡土社会的道德走向、文明
进程。中国古代社会城乡人才一直是对流的，
告老还乡或衣锦还乡是绝大多数从故乡走出
去的人的追求，他们把人生的追求浓缩成两个

“真好”，年轻时能够走出家门、放飞理想，“真

好”！年老时，可以叶落归根、重返故里，“真
好”！第二个“真好”实现之日，便是他们成为
乡人追慕的榜样之时。

我国自1958年城乡二元制度实行以来，
乡村人才单行道流入城市，今天应在制度层面
尽快打通互动通道，让从乡村走出去的城市退
休人员及商人能够到乡村定居，他们中不少人
都有着强烈的为家乡作贡献的意愿，都能成为
一方新乡贤，这应是乡村振兴的一笔宝贵财
富。热爱家乡的人建设有毛病的家乡，不爱家
乡的人去寻找没毛病的天堂。结果找不到没
毛病的天堂，也耽误了建设有毛病的家乡。

我国现有约20亿亩耕地，这是14亿人赖
以生存的根本。在土地资源越来越紧张，已经
无荒可开，增量资源有限的情形下，守住耕地
红线，让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同
时饭碗里主要装的是自己的粮食，是乡村振兴
的底线思维。而要实现这一目标，任务之繁
重，问题之复杂，困难之艰巨，难以想象。在城
市化、工业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耕地被蚕食
的现象十分普遍。全世界城市化进程都是节
约土地的，而我国一直在大量浪费土地，有关
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城市、县城及镇、乡所在地
四个层面的建成区占地12.02万平方公里，按
国际标准每平方公里万人，已经可以居住12
亿人口，但目前这四个层面的占地扩张，各地
仍在想方设法暗中推进。这种行为对一城一
地的发展也许大有好处，但对于国家这个整体

就成了经济学上的“合成谬误”。守住耕地，就
是守住了自己的根脉，这是乡村必须坚持不懈
死看硬守的责任。决不能为了眼前的诱惑丢
弃长远利益，为了今天的快发展忘记了子孙的
铁饭碗。

对于耕地，需要量的坚守，更需要质的提
高。当下，化学农药、化肥、农膜、除草剂“四
害”横行的势头虽有所减弱，但不少地方仍在
泛滥，“四害”带来的耕地质量下降严重影响农
产品的质量和产量。按国际标准，一亩优质土
壤应有16万条蚯蚓，300公斤真菌细菌，5%—
12%的有机质含量。我国许多地方的土壤有机
质含量不到1%，有机质含量低，真菌细菌难以
繁殖，而没有真菌细菌便不会有蚯蚓，土壤内部
的生态循环便不能实现。源于石油农业以来植
物动物开发的“二物思维”，今天必须加上微生

物，变“二物思维”为“三物思维”，土壤的质量才
能提高，生态农业、循环农业、有机农业等农业
生产模式才能变成现实，农产品质量才会提高，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才能实现。

推进土地的适度规模化，是乡村振兴在田
园层面需要解决的第三个要害问题。土地的
细碎零散化是我国农业实现现代化的最大障
碍。而土地适度规模化的两大前提条件是种
田能赚钱和有经营管理能力的人。种地赚钱
必须不低于外出打工的水平，外出打工的人想
把土地转出，必须有能够经营几百几千亩土地
的新型现代农民承接。这两个问题的解决都
需要在宏观政策层面加大力度，一面利用好国
际“三箱”政策；一面调整过大的工农产品价格
剪刀差；一面大力培养懂农业爱农村的新一代
会经营善管理的农民队伍。

乡村振兴守护好田园是关键

面/向/郊/区 服/务/农/业 做/农/民/的/朋/友

［封面人物观点］
［核心提示］

作者单位作者单位 从空间结构的视角看，乡村振兴可分为家户、家园、田园、山水等肌理构成。它们

的关系就如投向水中一块石子，以家户为核心，依次荡开。位置不同，功能不同，场景

不同，着力也各有差异，需要因层施策，突出重点，抓好关键。

刘奇
博士生导师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

重塑新乡贤是家园建设的新课题

把握好乡村振兴的“关键点”

【 】乡村振兴就是小农户的振兴

DONG FANG CHENG XIANG B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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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呼唤抗旱水稻呼唤抗旱性性 （（三三））

 

在我国西南山区在我国西南山区，，生长生长
着一种着一种““高山奇草高山奇草”。”。

它和水稻一样它和水稻一样，，可以结可以结
出稻米出稻米，，但不需要灌水但不需要灌水
种植种植。。

他就是水稻的兄弟他就是水稻的兄弟———旱稻—旱稻，，又名陆又名陆
稻稻、、山禾山禾、、山栏稻山栏稻。。

旱稻与水稻有旱稻与水稻有
共 同 的 祖 先共 同 的 祖 先
———野生稻—野生稻。。

野生稻在水田种野生稻在水田种，，变成了水变成了水
稻稻。。因此因此，，水稻对水的依赖水稻对水的依赖
性强性强，，抗旱性差抗旱性差。。

野生稻在旱地种野生稻在旱地种，，变成了变成了
旱稻旱稻。。因此因此，，旱稻的抗旱旱稻的抗旱
性强性强。。

旱 稻 的 根 粗旱 稻 的 根 粗
壮壮，，扎根深扎根深，，
可 以 从 更 深可 以 从 更 深
的 土 层 中 吸的 土 层 中 吸
收水分收水分。。

旱稻叶片具有较多旱稻叶片具有较多
的茸毛或较厚的蜡的茸毛或较厚的蜡
质层质层，，可以防止水分可以防止水分
的散失的散失。。

旱稻的栽培史旱稻的栽培史，，可追可追
溯到溯到70007000年前年前。。

旱稻通常种植于热带旱稻通常种植于热带、、
亚热带的山区……亚热带的山区……

坡地或温带的少雨旱坡地或温带的少雨旱
地地，，适合旱稻生长适合旱稻生长。。

全世界旱稻种植面积约全世界旱稻种植面积约
19001900万公顷万公顷，，占水稻栽培占水稻栽培
总面积的总面积的1212%%以上以上。。

在亚洲在亚洲，，旱稻种植了约旱稻种植了约 12001200 万公万公
顷顷，，占旱稻种植总面积的占旱稻种植总面积的 6060%%以以
上上，，主要分布在南亚和东南亚主要分布在南亚和东南亚。。

在拉丁美洲在拉丁美洲，，旱稻种植旱稻种植
了了 475475 万公顷以上万公顷以上，，约约
占旱稻种植总面积的占旱稻种植总面积的
2525%%，，主要种植在巴西主要种植在巴西、、
哥伦比亚和智利哥伦比亚和智利。。

在非洲在非洲，，旱稻种植了约旱稻种植了约200200万公顷万公顷，，占占
旱稻种植总面积的旱稻种植总面积的1010%%以上以上，，主要分主要分
布于西非布于西非。。

旱稻在美国南旱稻在美国南
部部、、墨西哥湾墨西哥湾
沿岸也有少量沿岸也有少量
分布分布。。

我国的云南我国的云南、、广西广西、、海海
南等地南等地，，有悠久的旱稻有悠久的旱稻
种植历史种植历史。。

在水稻长期的种植中在水稻长期的种植中，，通过自然通过自然
和人工选择和人工选择，，我国选育了丰富的我国选育了丰富的
水稻品种水稻品种。。

水 稻 有 的 高 有 的水 稻 有 的 高 有 的
矮矮，，根系有的长有根系有的长有
的短的短。。根系长的水根系长的水
稻可吸收土壤更深稻可吸收土壤更深
层的水分层的水分。。

籽粒大小也不同籽粒大小也不同，，最最
大的每千粒可达大的每千粒可达 4545
克克，，而目前种植的水而目前种植的水
稻一般不超过稻一般不超过3030克克。。

米粒颜色也不一样米粒颜色也不一样，，有白色有白色、、红红
色色、、紫色和黑色紫色和黑色。。

我国旱稻资源丰富我国旱稻资源丰富，，据调查据调查
共有约共有约40004000个不同的品种个不同的品种。。

天津天津
积极推动

村务公开信息化
近年来，为扩大公众参与

范围，激发群众参与热情，天
津市民政局在全面实施村级
事务阳光工程基础上，积极推
动创新村务公开形式，研发

“天津市村务公开平台”系统
（以下简称“系统”）并推广使
用，实现了广大村民足不出户
就能够从网络和手机微信公
众号上了解村务公开内容，极
大地调动了村民参与自治的
热情，加强了群众对村级权力
有效监督，进一步提升了天津
市乡村治理水平。为推动系
统落实落细落地，天津市民政
局深入部分涉农区、乡镇（街
道）、村，就村务公开工作进行
专题调研，并主动与市委组织
部、财政局、农业农村委等相
关涉农部门研究确定村务公
开目录内容，组织召开区、镇、
村三个层面座谈会，征求对系
统推广使用的意见建议，了解
群众需求。

福建福建
纳米农药防治病虫害

总结交流会召开
日前由全国农业技术推

广服务中心主办，南京善思生
态科技有限公司承办的“纳米
农药防治农作物病虫害总结
交流会”在福建省福州市召
开。与会领导和专家一致认
为，绿色环保型纳米农药符合
国家保护生态环境和发展绿
色农业的导向，航空植保是我
国农业生产实现全程机械化
的重要环节，市场需求大，规
模发展快，希望国家有关部门
大力支持纳米农药技术的发
展，将纳米农药纳入“绿色发
展”通道，加大政策引导和扶
持力度，加快纳米农药登记进
度，助力我国农业生产和生态
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浙江浙江
举办全国休闲农业
管理人员培训班

日前，农业农村部乡村产
业发展司在湖州市南浔区荻
港渔庄举办全国休闲农业管
理人员培训班，来自全国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
列市的农业农村(农牧)厅(局、
委)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
农村局有关处室负责人及休
闲农业经营主体管理人员共
计约120余人参加培训。农业
农村部乡村产业发展司、农业
农村部管理干部学院、南浔区
政协相关负责人出席开班仪
式。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