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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老年人，
谁来扶一把？

岭师数计学院与市十七小
建立“关爱留守儿童”长效机制

——从发展“互助性养老”说开去

本报讯(记者卓朝兴 通讯员张彩燕 颜红光 郭
莉敏)11 月 19 日，记者从驻湛高校了解到：为关爱和
深入了解留守儿童的需求，让大学生在奉献中提升
自身素养，锻炼师范技能，岭南师范学院数计学院学
生党建工作中心日前携手校中学教育协会、流芳文
化协会开展了以“爱心助成长，留守不孤单”为主题
的志愿者招募活动。
据悉，
“留守儿童”是社会现存的普遍现象之一，
不仅影响到留守儿童个体的性格、心理、学习及行为
等方面的发展，还会涉及到家庭、学校及社会等问
题。为助力社会解决此问题，岭师数计学院与湛江
市第十七小学建立了“关爱留守儿童”长效机制，专
门成立了一支关爱服务队。此志愿服务队一直秉承
着
“爱心助成长，留守不孤单”的宗旨，定期前往湛江
市第十七小学开展
“周末大本营”特色活动。
“周末大本营”特色活动是岭师数计学院与市十
七小多年共同合作的一个志愿活动，以孩子们的学
习、生活及心理成长等多方面为切入点，开展形式多
样、内容多彩的主题特色活动，力求新颖独特，使孩
子们健康快乐成长。

在党的十九届五中
全会文件起草过程中，网
友“云帆”所提的“互助性
养老”建议最终被写入全
会文件。
什么是互助性养
老？为什么农村适合互
助性养老？农村养老服
务还有哪些痛点和难
点？近日，民政部在江西
南昌召开全国农村养老
服务推进会议，记者以此
为契机展开了调查。
（资料图片
资料图片）
）

“互助性养老”
为什么尤其适合农村？

“互助性养老”
是什么？

“互助性养老在农村的优势，首先体现在农
村具有建立在血缘、地缘、亲缘关系上的邻里守
望传统。”华北电力大学老龄科学与政策研究中
心副主任、中国老龄协会老龄科研基地负责人刘
妮娜说。
刘妮娜认为，村党委领导下的村委会、集体
经济组织、老年人组织属于互助组织，便于互助
性养老服务开展。此外，农村老年人收入相对较
低，对市场服务的购买力和购买欲望都相对偏
低，对互助性养老服务接受度相对较高。
在一些农村地区，互助性养老在因地制宜满
足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
北京市密云区山区面积大，村与村之间距离
较远，养老服务很难实现全覆盖。同时，农村老
年人乡土观念重，不愿离家养老，对市场化养老
服务的需求比较弱。当地政府对 990 名老年人开
展的问卷调查显示，85.96%的老年人表示生活可
以基本自理，不需要日间照料、助浴助洗等服务。
在此基础上，密云区统筹各镇养老服务机构
和设施组建本镇邻里互助机构，由机构根据本镇
老年人的分布，在本地招募邻里互助员，组建若
干邻里互助队，形成“邻里互助机构、邻里互助
队、邻里互助员”三级组织结构。
该办法实施 1 年内，为全区 4985 名独居老人
开展电话问候服务 45 万次，入户探视 26 万次，提
供代买代缴、卫生保洁、文化娱乐服务 28 万次，有
效解决了农村特别是山区独居老人的居家养老
照料难题。
“对于不少农村独居、留守老年人来说，精
神 层 面 的 需 求 往 往 大 于 物 质 层 面 的 需 求 。”贺
雪 峰 说 ，互 助 性 养 老 可 以 让 老 年 人 聚 集 起 来 ，
进行有益身心的文体娱乐活动，这也是其突出
优势之一。

▲

“互助性养老的基本理念，就是由
低龄老年人照顾高龄老年人，由身体状
况较好的老年人照顾身体状况较差的
老年人，以此完成养老服务的代际传
递。”武汉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武汉大学
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说。
记者在全国农村养老服务推进会
议上了解到，当前，我国有一亿多农村
老年人，其中特困老年人约有 367 万，
占城乡特困老年人总数的 95%。
“每天我都过来跟大家聚聚、说说
话，心情都变好了。”在江西省幽兰镇桃
岭村红溪章家颐养之家，89 岁的老人
余金仙正拉着她 71 岁的儿子章冬保的
手，笑眯眯地迎接着到访的客人。
村干部告诉记者，桃岭村积极引导
村里的乡贤、群众和低龄老年人积极开
展为老服务，为行动不便、有特殊困难
的老年人提供上门送餐、送医和探视巡
访服务，到目前为止已有 15 名老年人
“入家”。
记者看到，在颐养之家的墙上，党
员志愿者值班表从周一到周日排得满
满当当，值班表边上还清楚地写明了
“理发、为老人送餐、陪老人娱乐”等服
务内容。
“互助性养老的实现形式主要有三
种，即志愿服务、低偿服务、时间银行。”
贺雪峰认为，三种模式都介于居家养老
和市场化养老服务之间，其内在逻辑是
低龄老年人以闲暇时间照顾高龄老年
人，从而换来自己高龄时的被照顾。

关爱留守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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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养老问题，
还有哪些“答案”
？
数据显示，全国农村地区目前已有养老机构 2
万多家，养老床位 194 万多张，幸福院、颐养之家等
互助养老设施 10.8 万个，多层次的农村养老服务网
络已初步形成。
然而，面对农村人口老龄化挑战及经济社会发
展需要，农村养老服务仍然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形势。
“我国人口老龄化总体呈现出
‘城乡倒置’
局面，
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城市，
‘未富先老’
等问题在
农村表现尤为突出。
”
民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
家庭养
老能力弱化、农民养老保障不足、养老服务设施不健
全、
养老服务运行可持续性和监管偏弱等问题仍然制
约着农村养老服务水平的提升。
“失能老年人是农村老年人中亟须帮助的一个
群体。
”
贺雪峰认为，
政府应加强互助式养老服务中心
等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
无偿或者低偿为失能老年
人提供养老服务，
必要时可委托社会力量管理运营。
解决农村养老问题，
少不了资金和制度的支持。
刘妮娜建议，一方面应通过政府引导企业募捐、
村集体投入、老年人自付等多渠道筹资，增加农村养
老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应因地制宜确立组织形式，包
括村两委、农民合作社、老年协会等，促进农村居民
特别是老年人参与自助互助。
相对于城市，农村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更为陈
旧落后，
管理服务更为粗放，
安全隐患更加突出。
从全国养老服务推进会透露的信息来看，坚守
服务质量与安全红线，强化农村养老服务综合监管
将是接下来农村养老服务工作的重点之一。
民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2020 年是为期 4 年
的提高养老院服务质量建设专项行动收官之年，
各地将对照专项行动目标任务进行一次大盘点，
把问题隐患全部整改到位。
据新华社

让贫困地区孩子
享优质教育资源
为了推进贫困地区教育信息化建设,促进教育均
衡化、
优质化发展，
近日，
由中国教育技术协会学术委
员会主办、
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中西部扶贫工作
办公室协办、
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联络委员会支持的
教育均衡化发展联盟在北京成立，
同时
“行走的名校”
项目也启动，
这标志着教育扶贫新模式的创立。
据记者了解，
“行走的名校”项目将针对国内 17
个省国家级贫困县，通过打造以教育资源公共服务
平台为基础、教育大数据为核心、优质教育资源为服
务的三位一体的县级智慧教育体系，实现长效的教
育帮扶。将教育发达地区线上教育资源下沉，形成
线上远程教研、教学长效机制，同时引进优质的教育
课件，实现远程同步教学和课研。学生学习采取
“终
端+个性化”学习方式，以班级为单位，将多媒体课
程、电子书等学科教材和综合素质教育资源，通过智
能终端向贫困学生传播，通过双师课堂，实现“课程
同步、师资同步”，让薄弱学校学生和名校学生同上
一堂课，让贫困山区孩子和城市孩子能站在同一起
跑线上成长，实现城乡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据新华网

中国老促会
扶贫行动成效显著
日前，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成立 30 周年座谈会
在京召开。记者从会上获悉：近几年，围绕老区脱贫
攻坚开展的
“七项扶贫行动”成效显著。
产业扶贫方面，支持老区产业开发，帮助解决
40 多万人次的就业难题，组织 102 个企业与 117 个
老区贫困村开展结对帮扶，至 2020 年 10 月底，117
个贫困村全部脱贫摘帽。在教育扶贫方面，动员组
织 243 所贫困老区高、中职学校进行共建协作，开展
师资骨干培训和就业促进活动，近年来，各地老促会
协调各界兴办、改造学校近 3 万所，资助贫困学生近
60 万名。
据人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