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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的改革发展，给乡土中国社

会带来了巨大的变迁。追根寻源，这种

巨大变迁是广大农民的强烈改革精神

和巨大创新能力不断释放的结果，也

与国家不断进行制度变革以回应农民

的改革发展要求分不开。

乡土中国的巨大社会变迁表现在

方方面面。基础设施不断改善，公共服

务供给水平不断提高；社区自治建设

日益走向成熟，社会结构日益从单一

化走向多样化；九年制义务教育基本

普及，青壮年文盲基本扫除，农业户籍

劳动年龄人口的文盲率从改革开放初

期的 22%以上下降到 8%左右；农民就

业结构也发生深刻变化，40%以上的

农业户籍从业人员在非农领域从业；

农民收入不断增长，物质文化生活水

平不断上升；农民社会保障水平得到

提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本覆盖全

国。通过改革，农民获得了对农村集体

土地的使用权，获得了对自己大部分

劳动成果的拥有和支配权，获得了在

农业内部调整产业结构以增加收益的

自主权，获得了走出土地进厂进城的

迁徙权，获得了经商办厂闯市场的发

展权，还获得了参与农村社区自治的

政治民主权利等等。

1950－1977年，全国粮食总产量

从 13213万吨增加到 28273万吨，但

农民的吃饭问题一直未得到解决；

1952－1977年，扣除物价因素后，第

一产业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4.3%以上，

但农民依旧穷困。改革以后，仅在最初

几年里，绝大多数农民的温饱问题就

得到了根本解决，又经过 20余年的发

展，农村贫困发生率从 30%以上下降到 3%以下，绝大多数农

民的生活达到小康以上的水平。农村改革的过程就是逐步去

除加在农民头上的束缚，农民不断获得发展权利的过程。这正

是改革开放以后，在第一产业增加值所占份额急剧下降，年均

增长率不到 5%的情况下，农村社会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

和巨大变迁的根本原因。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

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

观，深化农村各项制度和城乡管理体制的改革，加快城乡统筹

进程，到 2020年基本实现城乡一体化。《决定》提出的种种改

革要求体现出赋予农民更多经济、社会和政治权利，最终实现

城乡公民权利平等的战略意图。从 30年乡土中国变迁的历史

经验看，《决定》的贯彻落实必将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新的

动力源泉。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所副所长）

原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

农 村 面 貌 大 变 ，了 不 起
本报记者 施 芳

每天清晨，杜润生都会拄着拐杖，准时出
现在位于北京砖塔胡同的办公室里。这位从
山西省太谷县阳邑村走出来的农村问题专
家，对于家庭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农村的推广
和巩固发挥过重要作用。

杜润生虽已
!$

岁高龄，仍始终牵挂中国
的农村。今年

!

月，第四届中国发展百人奖
（农村）获奖名单公布，杜润生以全票获得终
身成就奖。“改革开放使农民解决了温饱问
题，农村面貌有很大的改变，这是了不起的成
就”，杜润生用洪亮的乡音说。

变化因何而来？杜润生说：“得益于中央的
好政策。

%&

年间，中央关于‘三农’问题发了
'&

个‘一号文件’，充分体现了对农村工作的重
视。”从

"!(#

年至
)!(*

年，中央连续发出
$

个

关于农村发展的“一号文件”，确立了农村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

#+&,

年至
#&&(

年，中央又
一次连续出台

$

个“一号文件”，重点强调农民
增收，给农民平等权利，给农村优先地位，给农
业更多反哺。

杜润生参与主持起草了前
$

个“一号文
件”，当年的情景历历在目。

)!()

年春夏之
交，

)-

个联合调查组分赴
)$

个省调查包产
到户。来自安徽的调查组报告说，包产到户是
“农村的曙光，中国的希望”。这一年全国有
)*)

万个生产队包产到户，占生产队总数的
%#!

。一年后的冬天，杜润生所在的研究室根
据中央精神起草了一锤定音的“一号文件”，
正式肯定了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结束
了对包产到户长达

%&

年的争论。此后
,

年，

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是谈农业问题，年
初布置调查题目，秋季总结，冬天起草文件，
次年年初发出。

杜润生神色凝重地说：“农村虽然发展了，
但城乡之间的差距却加大了。目前，农民还是个
弱势群体，所以必须加倍关心和爱护。不能使社
会上的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互相对立，要创造
一个和谐社会。”在他看来，要想让农民富起来，
非得减少农业人口不可，把更多农民变成市民。
要以大、中、小城市为载体，发展中小企业，吸收
农民就业。进城的农民如果能得到金融市场的
支持，就有条件发展个体、合伙制和股份制企
业，从事第二、第三产业。农村人口减少后，每户
的土地经营规模就会扩大，农村劳动生产率和
科技含量就可能逐步增加。“出去的富了，家里

的也富了，农村问题也就好办多了”，杜润生说。
杜润生提倡农业科技进步和可持续发

展，他反对以破坏资源、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
谋求农村经济增长。他认为农村人才的培养
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没有农民的现代化，
哪来农村的现代化？”
“把农村改革深入下去，农业政策要长期稳

定，农村就大有希望”，杜润生说。
!&

岁以后，他
渐渐失去了听力，与人交谈要通过纸笔来完成。
但这位老人仍在“倾听”，通过读书看报、与人交
流来“倾听”农民的声音；他仍在诉说，在不同的
场合，用不同的方式，诉说农民的心声。

国门小学的变迁
广西隘江完小于

)!%-

年建

校，位于中越边境
$#

号界碑旁，

是越南边民到硕龙街赶集市的必

经之地，是名副其实的国门学校。

昔日的隘江完小到处都是乱

石岗，杂草丛生，校舍简陋，校园破

烂不堪。当时，学校有
*

个教学班，

学生
)%&

多人，却只有
,

间教室，

有一个班的学生在村委会的车房

上课，采光条件极差，大白天都需

要开着灯才能上课。另有一个班在

球场边的一棵大树下露天上课，学

生们经常撑伞遮阳、遮雨，引来一

群群越南边民驻足观看。

从 400元到 2万元
———北京市丰台区南宫村科技兴农见闻

本报记者 蒋建科

初冬时节，北京的气温持续下降。然而，
京郊丰台区王佐镇南宫村的智能温室里，却
是满目翠绿，瓜果飘香。

#

万平方米的温室种
植着人心果、洋蒲桃等许多奇形怪状的水果，
令人目不暇接。

谈起农村经济改革
%&

年的变化，村民张
云红掰着手指头说：一是从上工改叫上班了，
二是从挣工分改为挣工资了，三是从拿锄头
种地改为用科技种地了，四是从住平房改为
住楼房了。

南宫是丰台区王佐镇的一个普通村庄，
%&

年前，集体固定资产只有
)#

万元，值钱的
家当就是一个砖厂和两部卡车。如今，南宫村
年人均收入已经从

%&

年前的
,&&

元上升到
#

万元，全村固定资产达到
)&

亿元。
改变南宫经济结构的是农业科学技术。

村党委宣传部长易献群说，
)!(%

年以前，南
宫村以种粮为主，农业经济结构单一。

)!(*

年，吴恒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后，依靠科技大力
发展农业多种经营和乡镇企业，先后办起了
一批种植业、养殖业和十几个工业项目。到
)!!)

年，传统农业提升为向城市提供副食品
为主的城郊型农业，农业经营拥有了规模化

发展的条件。于是，南宫村依据村民的意愿，
陆续将承包到户的土地实施规模化统一经
营，依托首都科研院所的科技力量，办起了环
保型高效农业园。

#&&&

年，南宫村又迎来一次发展机遇，
村里发现了地热资源。村委会请来了我国著
名的设施农业专家杨其长博士，利用中国农
业科学院雄厚的技术力量，将农业与地热资
源开发、旅游观光休闲等结合起来，建成南宫
世界地热博览园和温室公园，拓展了农业的
服务功能和生态功能。

在温泉养殖园，产自美洲的血鹦鹉和火
鹤、马来西亚的淡水白鲨、泰国的蓝鲨在水中
游弋嬉戏，令游人驻足。在温室公园，先进的
栽培技术使植物的生长潜能得到超常规的发
挥，单株结万果的西红柿、能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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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瓜的黄瓜树，令游客惊叹。
记者看到地热温泉被广泛用于南宫地区

采暖、医疗保健、游泳、温室种植、养殖等领域，
从而实现了一次开发、梯次利用的循环经济模
式，促进了产业比例的优化，最终完成了由传
统农业向都市型现代农业的转型，被专家称为
农业现代化的“南宫模式”。

乡村医生马文芳的爱心诊所“鸟枪换炮”

从“老三件”到“新三件”
本报记者 王君平

故事发生在河南通许县大
岗李乡刘庄村。当了

,)

年村医
的马文芳，这几天正乐呵呢，比
他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劳动
模范、全国优秀乡村医生还高
兴。他的爱心诊所就要“鸟枪换
炮”了！省卫生厅捐赠的

.

超
机、

/

光机等两件设备已经运进
了诊所，很快就会投入使用。再加上诊所原来
的心电图机，马大夫看病已经从过去的听诊
器、血压计、体温计“老三件”变成了现在的“新
三件”。
“过去用土医、土方、土药给乡亲们看病，

村里人还是看不起病”，马文芳说。村里的一
个老人看病需要

$

块钱，只拿得出两毛六，还
是卖破烂换来的。到了

)!(0

年，马文芳的爱心
诊所被乡亲们欠的医药费给赊垮了。后来，村

支部投入了
)0++

元，诊所得以重新开业。
0+++

年，省卫生厅还特意拨款
$

万元扶持诊所的发
展。

马文芳说，他最多一天诊治过
)$*

个病
人。看病的人太多，小诊所被挤得满满当当，
马文芳不得不侧着身子给人看病，不知不觉脖
子歪了。他指着挂在诊所里与温家宝总理和
吴仪副总理的两张合影说：“和总理照相，我的
脖子都是歪着的。”

到了
)!((

年，村里孕妇、新生儿再没有死
亡的。现在村里人都上城里生小孩，加入新农
合能报销，花不了多少钱。

马文芳说，他现在不只是看病，还做预
防，义务给孩子们打疫苗，义务讲解妇幼保
健的知识，义务给敬老院的老人每年做

)

至
0

次体检。以前诊所没设备，他就从城里租了
.

超等设备给老人们检查身体。
%+

年前，村
里

*+

多岁的人很少见，现在
(+

岁以上的老

人就有
,$

人，
-+

至
(+

岁的
(+

多人。村里的人谁多大岁数了，
患过什么病，在他脑子里一清
二楚。他还给村里人建立了健
康档案，录入电脑。

0++$

年新农合在村里推
广，有

(-

户
0-*

人没有加入。有
的是对政策不了解，还有几户人

家连
)+

元的新农合经费都交不起。马文芳挨
家挨户地做工作，还替他们缴了这笔钱，“不让
新农合漏掉一个人”。村民马学金就是因为马
文芳为他垫付新农合费用，后来住院费用顺利
地报销了。

“以前诊所才
,

间房，如今已有了
)(

间
房。把那些新设备都用上，村里人看病，小病就
不用出村了”。马文芳说，他只有一个心愿，让
乡亲们看得起病，别为看病犯难。

从劳动到健身
本报记者 陈晨曦

福建晋江市龙湖镇烧灰村村民洪我益已经养成了这样的习
惯：一早就起来，先去村头健身广场打一轮太极拳，再到村中心灯
光篮球场附近露天健身点进行器械健身，半小时就畅快地出了一
身汗。

%+

年前的烧灰村还是一穷二白，村民守着一亩三分地，早出
晚归，靠种些地瓜、小麦、花生等勉强度日。洪我益说：“那时，村里
没有建任何体育设施，村民把天天下地劳动当作体育锻炼。”现在，
烧灰村建有

,

个灯光篮球场和
,

处露天健身点。村民们劳动强度
低了，反而把体育运动当成了“劳动”。

从“劳动当体育”到“体育当劳动”，真实地反映了许多地区农
民生产方式、生活内容发生的巨大变化，这是农村社会发展的一种
总的趋向。

改革开放
%+

年来，我国农民体育事业的发展取得了长足进
步，无论是组织建设还是群众体育活动的规模，都上了一个台阶。
中国农民体协秘书长王福来说，目前，

%)

个省区市和
-+!

的地市、
*+!

的县建立了农民体协。在全国的乡镇中，已建立体育组织的有
两万多个，约占总数的

-+!

，组织机构已逐步形成网络。
创办于

)!((

年的全国农运会迄今已经举办了
*

届，“亿万农
民健身活动”也开展了整整

)(

年。王福来说：“农运会对推动农村
体育组织建设和农村体育发展，都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得到社会各
界的广泛赞誉和一致好评，也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认可。‘亿万农
民健身活动’在各地开展得丰富多彩，加强了组织指导，发挥了先
进乡镇的带头示范作用，广大农民在参与活动中增强了健身意识，
掌握了健身方法，提高了健康水平。”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发展农村体育事业，开展农民健身
活动。如今，越来越多的农民朋友走进球场，操起运动器械，农民体
育已经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可或缺的内容。

江苏淮安全民健身运动会现场，农民拔河比赛热火朝天。

程 钢摄（
123

供图）

国家在西部地区“两基”攻坚计划实施后，隘江完小获得自治区下拨专款
%'4$

万元，

县政府划拨配套资金
)+

万元，加上其他筹款，新建了一幢教学楼。去年又新建了教师宿舍

及老师办公楼各一幢，满足了全村
$

个自然屯及隘江林场职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需求。

目前，全村适龄儿童入学率和在校学生巩固率均达
)++5

，这座花园式国门学校已成为广

西基础教育的窗口。 张学军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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