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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论坛

农民增收需要体现“四个注重”
【核心提示】 我国农民收入连续多年保持较快增长，脱贫攻坚战也已取得全面胜利，广大农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新起点上，必须确保农民持续较快增收、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而农民增收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多措并
举、
同向发力。
□张红宇
农民增收是一项系统性工程，
需要多措并举、同向发力，体现“四
个注重”。
一是注重结合经济社会发展
阶段制定农民增收战略。从发展
实践来看，进入工业化中期后，国
际上普遍加大对农民收入增长的
支持力度以实现工农、城乡协调发
展，如日本从 1961 年开始实施“国
民收入倍增计划”。2011 年前后，
我国江苏等一些省份也制定实施
了居民收入倍增计划，取得明显成
效。党的十八大提出居民收入翻
番 目 标 ，成 绩 更 是 有 目 共 睹 。因
此，农民收入增长态势，与一个国

家或地区能否及时调整经济发展
战略和国民收入分配关系、转变经
济发展方式高度相关。从发展阶
段看，当前我国已成为中等偏上收
入国家，并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这对于解决农业农村发展不充分、
城乡发展不平衡、城乡收入差距大
等问题，具有多方面优势和条件。
要坚持把农民增收置于“三农”工
作重中之重的位置，继续推动国民
收入分配格局向农民倾斜，促进农
民收入增速超过经济增速和城镇
居民收入增速。
二是注重产业结构、就业结构
与农民收入结构的关系。工业化
早期阶段，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决
定了农业收入是农民收入的主要

来源。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农业
劳 动 力 大 量 向 二、三 产 业 转 移 就
业，工资性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
的比重上升，2012 年达到 43.6%，成
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来源。到了工
业化后期阶段，随着城镇化加快推
进，进城落户或常住农民的收入不
再被统计为农村居民收入，工资性
收入占农民收入的比重在达到一
个峰值后逐渐下降。为此，要避免
农民收入增速徘徊甚至下降，必须
推动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加快增
长。一方面，要利用专业化带动农
业生产的规模化、集约化，使务农
收益水平达到甚至超过外出务工
收入水平；另一方面，要继续推动
农业转移人口真正市民化，促使产

业结构、就业结构和收入结构均衡
发展。
三是注重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更多向农民倾斜。应加强农民增
收 的 顶 层 设 计 ，推 进 体 制 机 制 改
革，完善政策扶持体系。在初次分
配领域，应建立合理的农产品价格
形成机制，引导农产品价格合理调
整，使其反映要素稀缺程度和生产
成本。同时，建立农产品价格和低
收入群体生活补助联动机制，提高
各方面对农产品合理涨价的容忍
度。在再分配领域，应出台差别化
的补贴政策。新增农业补贴向主
产区倾斜、向山区牧区渔区垦区倾
斜、向贫困地区和边远地区倾斜，
既充分发挥财政转移支付作用，缩

观察与思考

现阶段，各地城市社区健康养
老服务机构已越来越多，在很大程
度上满足了城市老年人晚年幸福生
活需求。但据调查了解，农村健康
养老服务还有待完善。
其实，农村老年人更需要健康
养老服务，更应让医养融合“平民
化”
“农村化”。这是因为，一是相当
一部分子女在外打工，无暇照顾老
年人；二是不少农村老年人罹患心
脑血管疾病、肿瘤、糖尿病、支气管
哮喘等慢性疾病以及老年心理疾
患，
亟需诊治，实施规范健康管理。
时下，各地相当一部分乡镇卫
生院、村卫生室还没有很好地开发、
利用农村老年人医疗卫生保健资
源。主要表现在：一是有些地区没
有明确专门医护人员、生活护理人
员，也没有开设专门老年病区收治
老年人，负责提供老年人一日三餐，
并专门聘请护工照料老年人的日常

生活。二是对辖区内养老福利机构
关爱不够，不能定期安排医护人员
到养老福利机构为老年人义诊、健
康讲座、健康检查。三是对辖区内
居家老年人，特别是有病的孤寡老
人、
“ 空巢”老人上门健康服务不到
位。
近年来，一些地方也在积极探
索医养结合工作，推进养老院和乡
镇卫生院“两院合一”，通过合理配
置民生资源，探索医疗康护与养老
深度融合、
“互联网﹢健康养老”
，
积
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
一是在医养康护一体方面，探
索“两院一体”的新型医养结合模
式，
由敬老院和卫生院组成联合体，
实行医疗机构托管敬老院，整合卫
生、民政、慈善、医保、企业等多方面
资源，实现医疗、养老、康复、护理无
缝对接。卫生院医养中心内部区域
设置上突出功能分区，
设有治疗区、
护理区、康复区、安宁疗护区，对不
同身体状况的老年人实现分区管

理，疾病加重时转入治疗区，
病情稳
定后又可转入康养区。
二是在互联网助力养老方面，
面对不少农村老年人青睐居家养老
状况，充分利用“互联网﹢健康养
老”手段，
由政府搭建智慧健康养老
云平台，
配备智慧随访箱，
打通居家
养老的“最后一公里”
。老年人在家
通过智能手环、智能手表、远程心电
监测设备、智能血压监测仪、床头一
键呼叫器等智能终端，可享受紧急
救援、健康监测、健康管理、生活照
料、远程访问、上门诊疗等服务。
三是在关注老年人心理健康方
面，一些地方建成多处口袋公园、小
广场，方便老年人开展广场舞、健身
秧歌、太极拳等文体活动。当地卫
生健康部门还举办健康大课堂，帮
助老年人了解健康知识，养成良好
的生活习惯。在特定节日，志愿者
服务队还会来到老年人身边，开展
助老服务。此外，各医养结合机构
与胶州市心理康复医院签订心理专

从“农民伯伯手上的裂纹”说开去
□石路
经常听有些家长说：
“我家孩子
真懒！”难道真是孩子懒吗？他或她
天生就这样吗？这显然不是。不少
父母包揽孩子所有大小事务，放弃
必要劳动引导与教育，
整日道“你现
在主要任务是学习”，意思说其他事
用不着学、也用不着干，使原本天真
烂漫、活泼好动的孩子，变成了“吃
饭、睡觉、写字、背课”受人操控的
“ 机 器 ”。 由 此 ，孩 子 哪 来 劳 动 机
会？他们对劳动诠释又能是什么
呢？
笔者手头有份案例，有着多年
创造教育历史的沪上某学校，前二
年就推出“劳动创意 101”综合实践
活动，鼓励学生们通过与劳动有关
小课题，共同解读劳动的意义。我
觉得这样有益孩子成长的活动，甚
好！值得推广。

(摘编自《中国乡村发现》
）

各抒己见

医养融合，农村需要大力发展
□严国进

小农民内部收入差距；又进一步强
化政策激励效应，促进农业生产发
展和生态环境保护。
四是注重通过城乡融合发展
优化农民增收的外部环境。城乡
收入差距较小的浙江、上海、苏南
等地，都是城乡融合做得比较好的
地区。要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
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
型工农城乡关系，健全完善城乡融
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需要
从三个层面入手。一要推进城乡
要素平等交换。二要推进公共资
源均衡配置。三要加强农村基础
设施建设。

查了有关资料，
欣喜地看到，本
市城乡不少学校把劳动教育玩出新
花样。如学生持有“家务清单”、
班级认领“百草园”里一块地、每
个孩子轮流站上“劳动岗”等等。
劳动教育正越来越成为学生全面发
展的一门重要必修课。据悉，上海
市教委前二年就已着手制定加强大
中小学幼儿园劳动教育的实施意见
以及配套的教育指导纲要，努力将
劳动教育进一步落到细处、小处和
实处。
关于劳动，我认为是个值得一
议再议的话题。为什么呢？因为世
间万物都是劳动所得；
离开劳动，
人
类将无法生存。虽说，现今生活好
了、条件改善了，但这一切都有赖于
劳动结果。爱劳动的好习惯，亦当
从小培养，并应始终伴随我们生活
左右。开头提到的某学校，在一次
综合实践活动中，20 个班级贡献了

101 个和劳动有关的小课题，其中
“寻找最美劳动者的手”的创意，可
谓最亮眼，
也最现实。它，
打动了孩
子们一颗纯净而质朴的心。
从“ 一 双 手 ”来 看 劳 动 者 的
“美”——朴实的美、认真的美、坚韧
的美、奉献的美、创造的美等等。这
个创意来自该校五年级的一个“向
日葵”课题小组。一次，学生们在
课文中遇到“龟裂”一词。他们从
网上资料发现，用来解释“龟裂”
的，竟然是农民伯伯手上的裂纹。
于是，原本就在筹划“寻访最美劳
动者”的学生们，经过合计，决定
将视线聚焦在那些普通劳动者的手
上。带着这份心情，孩子们开启了
探访之旅，
用照片记录下眼中“最美
劳动者的手”
。
外婆的手——“因常年家务劳
动，她手摸上去皱巴巴的，
让人感觉
不用剪刀就能把绸缎布料剪开”。

科联盟协议书，
设置心灵港湾，提供
针对老年人的心理咨询服务。
这些医养融合的举措，无疑让
农村老年人生活更舒心，让农村老
年人享受温暖的健康养老服务，拓
展了农村老年人健康服务内涵，彰
显了关爱农村老年人的正能量，为
各地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样本。
为了更好地激活农村老年人医
疗保健卫生资源，为农村老年人打
造最短健康服务圈，
做活、做新医养
融合这篇文章，让农村老年人健健
康康地安度晚年，各地都应多向医
养发达的地区学习创新思维，在试
点农村医养融合的基础上，尽快让
医养融合在农村遍地开花。
当然，各地各级政府要唱好“主
角”，积极应对老龄化社会，出台政
策，加大投入，确保人、财、物、机构
到位，更好地统筹医疗服务与养老
服务资源，让更多的农村养老院设
立定点卫生室，并通过互联网助力
农村养老服务，确保农村老年人随
时享受便捷低廉的医疗保健及生活
照料服务。
（摘编自《农民日报》
）

图书馆老师的手——“靠着这双沾
满灰尘的手，把一万多册藏书一点
点从旧图书馆搬到了新图书馆，上
架、排列、编码，为师生们创造舒心
的阅读环境”。炒茶工人的手——
“每一片茶叶都是在 100 多度高温
中，直接用一双‘铁沙掌’炒制出来
的”
。小区环卫工人的手——
“长满
粗硬老茧的手，感觉就像松树皮一
“脱下手
样”
。水果店师傅的手——
套后，那双手也布满被菠萝等水果
划 伤 的 痕 迹 ”。 鞋 匠 铺 伙 计 的 手
——“红红的，
到处都是裂口”
。
一双双普通劳动者的手，因长
期劳作变得粗糙、皮肤开裂、甚至变
形，显得不那么“顺眼”
，但是此刻在
孩子们看来俨然成为“最美”
。这于
先 前 ，恐 有 不 少 孩 子 会 不 这 么 认
为。而今，
他们通过对劳动的解读，
并在老师启发和点拨下，以亲历方
式，已然对劳动内涵有了更新更深
的认知。小小童心体悟到劳动最光
荣、劳动才是最美的真正意蕴，真令
人感到莫大欣慰！

优化师资，破解乡村
小规模学校发展之困
□刘建琼 刘亚雄
乡村振兴离不开教育发展，
“高
度重视农村义务教育”
“努力让每个
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
育”是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的庄严
承诺。乡村小规模学校是教育系统
的“神经末梢”，也是教育改革发展
中的“硬骨头”
。办好乡村小规模学
校，既是实现教育公平的“兜底”工
程，更是办人民满意教育、推进乡村
振兴的必然要求。
切实解决乡村小规模学校“师
资弱”问题，
除了实行编制配备政策
倾斜、提高乡村教师工资待遇等常
规动作，还应因地制宜探索适合乡
村小规模学校发展的师资培养模
式。
培养本土优秀师资。本土教师
生在乡村、长在乡村，
能与乡村学校
和乡村生活融为一体。应鼓励边远
地区与师范院校深度合作，探索“高
校定向招生、在校定向培养、回乡定
向就业”
的人才培养方式，
重点培养
全科型小学教师和“一专多能”的初
中教师，以适应乡村小规模学校的
教学需要。
创新教师管理方式。深入探索
“县管校聘”管理模式、完善编制动
态管理机制，有序推行学区内“走
教”制度，
实行县域内师资统筹管理
与灵活调配，根据学校布局结构、每
学段学生规模变化等情况进行动态
调整。
构建“教研训一体化”新格局。
应整合教研、培训等多部门资源，
将
“教学问题”
“ 教研专题”和“培训主
题”连为一体，形成合力，精准破
解“教、研、训”相互脱离的“三
张皮”现象，并将教研和培训重心
下移到乡村边远学校，切实解决乡
村教师专业发展面临的实际问题。
比如新晃侗族自治县在湖南省教科
院帮扶下，自 2019 年起开展“教研
训一体化”
的实践探索，
取得了良好
效果。
（摘编自《湖南日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