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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资源均衡是关键
叶祝颐

给勇于创新的农民以掌声
姚 平

广大读者就创新养老模式、发展养老市场纷纷来信——

让老年人拥有幸福晚年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

出，要大力发展养老特别是

社区养老服务业，让老年人

拥有幸福的晚年。随着我国

老龄化进程加快，养老服务

产业迅速兴起，多元化的养

老服务体系逐步形成。如何

让养老服务惠及更广大老龄

人口，让老年人的晚年更加

安稳幸福，备受社会关注。

日 本 社 会 养 老 的 启 示
王 珉

建设好老年人消费市场
袁文良

满足养老产业金融需求
邓 野

将“医养结合”落到实处
丁君朋

养老供需发展不平衡
唐卫毅

清 明 祭 英 烈

3月29日，江西省遂川县水南明德小学开展“传承——

2019清明祭英烈”宣传教育主题队日活动。该校800多名少

先队员来到遂川县革命烈士纪念馆，敬献花篮、缅怀先烈。

肖远泮摄（中经视觉）

上图 4月2日，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西高庄村文化活

动广场，村民聚在一起，吹奏葫芦丝。该村老人们每天都

会到绘画、模特、器乐等50余个兴趣班参加活动，陶冶

情操。 田艳军摄（中经视觉）

3月31日，安徽省合肥市渡江战役纪念馆，来自包河区

方兴社区的一名少先队员正在缅怀革命先烈。

张大岗摄（中经视觉）

现实中存在着养老服务发展不平衡
问题。比如，大城市里优质养老机构

“一床难求”，一些农村养老机构床位却
空置严重。

城乡养老服务供需差距为何如此悬
殊？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大城市养老服
务机构供给严重不足，“僧多粥少”，有
的公办养老机构排队要排上几十年；农
村养老机构服务水平低，有些老年人不
愿意前往，而且农村敬老院大部分是公
办性质，一般优先安排年纪大、无子女
或不能自理的当地“五保户”。

有效解决相关问题，需要靠政策来
及时“补位”。一方面，大中城市要大
力拓展养老服务资源，尤其是增加养老
方面的财政支出，并激活社会投资，多

建设一些“普惠性”的养老服务机构；
另一方面，要盘活农村养老服务资源，
加大财政资金投入，积极吸引社会资本
进入，提升农村养老机构服务水平。有
关地方和部门要加强调研，及时配置好
养老机构，发展好养老产业。

养老服务是一项涉及老年人生活和
每个家庭稳定的大工程，理应提升到国
策的高度，强化政策扶持，让养老服务
资源不缺位、不失衡、不浪费。而
且，老年人的养老问题解决得好，让
他们能安度晚年，也有利于缓解广大
中青年人的后顾之忧，使他们更高效
地投入工作。

（作者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体育

馆路）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改革
完善医养结合政策，扩大长期护理保险
制度试点，让老年人拥有幸福的晚年。
但是，在养老政策实际落地过程中，却
出现了部门归口等问题。比如，“养
老”归民政部门管辖；“医疗”归卫健
部门管辖；“医保”则归人力资源部门
管辖，加之基层人手不足，很难将

“医养结合”模式铺开实施。又如，随
着养老服务产业迅速兴起，民间资本
陆续涌入，但对此领域的监管措施却
有限，致使“套保”等一些黑色产业
滋生。

积极推进“医养结合”，需要相关
部门扎根实际，敢于担当作为。首
先，民政、卫健及人力资源部门应互

相协作，设立多部门协调机制或协调
小组。其次，针对目前医养结合的交
叉性专业性人才不足等情况，着力培
养相关专业人才。同 时 ， 要 创 新 机
制，探索“医养结合”新道路，思
考医疗资源与养老资源如何更好结
合。例如，浙江台州成立了医养结
合联盟，建起公立医疗资源与养老
资 源 之 间 的 沟 通 桥 梁 ， 就 是 落 实

“医养结合”的好做法。此外，针对
民 间 资 本 ， 政 府 要 秉 持 “ 严 进 严
管”思路，尽快完善相关法律，填
补入行和监管空白，不让黑色产业
有机可乘。

（作者地址：江西省南昌市新建联

福大道001号）

当前，我国社会老龄化不断加速，
养老产业迎来巨大的发展机遇。与之相
比，我国养老金融发展相对滞后，主要
表现在养老资产管理水平不高，市场化
运营程度不高；养老产业金融供给缺
乏，金融资本参与意愿不强；养老产业
专门化金融产品和服务单一，难以满足
老年人日益多元化、个性化需求等。

原因主要在于，养老产业虽具有显
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在短时间
内可见的平均利润率较低，仅仅依靠市
场机制来推动金融资本支持养老产业发
展很难实现。正因如此，一些国家纷纷
选择以政策引领方式，助力养老金融发
展。2018年 10月份，由中国人民银行
牵头，多部门联合推出《关于金融支持
养老服务业加快发展的指导意见》，提

出了大力推动金融创新，改进完善养老
领域金融服务，加大对养老服务业发展
金融支持力度的要求。

落实好相关意见，金融业应根据我
国社会发展特点和养老产业发展规律，
充分发挥政府资金的引导作用和放大效
应，有序引导更多市场主体参与养老金
融创新发展。同时，应鼓励金融供给创
新，在把握风险的前提下，支持养老资
金通过债权、股权等多种方式投入基础
设施建设，实现养老金保值增值。此
外，还应注重养老产业信用体系创新，
开展不动产、知识产权、股权等抵押贷
款方式创新，设计出符合养老产业特点
的信贷产品。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银行长春中心

支行）

如今，大多数老年人是在物质匮乏
年代成长起来的，其消费需求、消费能
力、消费观念、消费习惯等，与当下的
年轻人有着明显区别。因此，各地各有
关企业应看到老年人消费的潜力和特
点，针对老年人的消费需求，建设并完
善老年人消费市场。

一是建设老年人日用品市场，包括
食品、服装、家庭用品、药品、保健
品、辅助医疗设备等。这类市场要注意
符合老年人的特点，为老年人提供方
便。例如，在一些超市、商场设立老年
人专区或摊位，要相对集中，形成特色
品牌，使老年人不必到处跑就能买到所
需商品。

二是建设老年人服务市场，包含卫
生保健、医疗护理、老年公寓、心理咨询、

陪伴服务等。这类市场投资大、见效慢，
在政府投资不足的情况下，各地可以出
台一些引导和支持政策及优惠措施，鼓
励民间和社会资源进入老龄产业。

三是建设老年人文娱市场，包括老
年人旅游、老年职业培训等。这需要相
关职能部门和有关社会团体携手合作，
针对老年人的爱好，有计划地组织开展
有益身心健康的文体活动。特别是老年
人生活所在社区，要为老年人开展这些
活动提供必要的活动场所及服务。

建设好老年人消费市场，不仅需要
政府参与，也需要企业及社会各界配合，
在全社会形成敬老、爱老、为老服务的氛
围，不断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作者单位：河南省郑州市文化市场

综合执法支队）

随着我国社会老龄化程度加深，
老年人如何安度晚年，逐渐成为全社
会关心的话题。从全球范围看，日本
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和社会现状
等，与中国最为接近，其养老产业经
验值得借鉴。

作为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国家，日本
在养老产业发展方面经验颇多。近年
来，日本政府多措并举解决老年人的生
活保障问题，包括养老金制度改革、介
护保险制度改革、医疗保险制度改革、
社会保障和税收一体化改革等，让人们
没有太多的养老之忧。经过多年发展，

日本养老产业持续健全，机构众多，如
老年公寓、付费的养老院、老年痴呆症
养老院、介护疗养型、社区服务中心、
特别养老院等，无需人们大费周折地去
寻找合适的养老机构。

日本人敬畏自然，尊重事物发展的
客观规律。他们乐于接受“顺其自然”
的养老理念，不渴求绝对的长命百岁。
在这种价值观念指导下，日本养老护理
更注重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身心状况和
生命处在什么阶段就提供相应特点的养
老护理服务，极少试图通过施加外力改
变生命发展历程。

出于尊重老人感受的需要，日本的
介护服务尽可能体现个性化差异化。比
如，有普通老人介护，也有老年痴呆症
患者介护。2000 年，日本还推出了介
护保险。养老陪护工作虽然枯燥繁重，
但近年来日本养老服务产业却更遵从护
理对象的个性化需求。只要是人力和设
施允许的养老服务机构，都会尽可能按
照老人个人喜好为其提供饮食、沐浴、
外出散步等陪护服务。

日本养老陪护以“人对人”的陪护
为主，不像科幻电影那样过度吹捧的高
科技物联网陪护。虽然日本在信息化、

机械制造、人工智能等领域技术十分领
先，日本研发制造的智能机器人也很先
进，但他们并没有盲目地、过多地采用
人工智能、仿生机器人等高端设备，而
是坚持以护理人员对老人细心呵护为
主。日本人认为，这样才能体现养老护
理服务的温度和价值。比如沐浴服务，
日本在 30 年前研发出全自动机械洗浴
槽；但调查显示，相较于使用机器，大
部分老人更偏爱有护理人员搓背的沐浴
服务，因为这样在沐浴的同时，还有人
陪伴聊天。

（作者单位：福建省厦门广电集团）

据报道，北京市教委近日发布 2019年义务教育阶段入
学政策，从今年起北京市将取消各类特长生招生，严禁以考
试成绩和各类竞赛证书、培训竞赛成绩、考级证明等作为招
生依据。释放的优质学位全部用于派位入学，同时还将加大
监管力度，明确规范管理。

这一政策维护了教育公平的初衷，值得肯定。不过，在
现实中，由于基础教育资源配置不够均衡，优质教育资源难
以满足社会需求，义务教育阶段择校现象一直屡禁不止。如
果学校有“好”“坏”之别，却没有配套监督问责机制跟
进，取消特长招生，严禁拿证书和考级证明作为入学依据之
后，还可能会出现凭关系和金钱择校等新问题。所以，根本
解决义务教育阶段择校问题，需要均衡义务教育资源配置。

近年来，各地教育资源配置不合理状况已有很大改观。
不过，学校间的差距仍然不小。不少地方在均衡教育资源与
扶持薄弱学校工作方面，仍停留在推进校园标准化建设等硬
件提升的思维上。其实，衡量一所学校办学水平的标准主要
是看师资力量、育人环境与教育氛围，这需要更多的资金投
入和更长期的培育。

因此，均衡义务教育资源，需要中央与地方财政保障教
育投入，也需要各地教育部门和学校切实付诸行动，在教育
资源配置上尽量做到均衡。

（作者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砺志中学）

据报道，陕西省彬州市水口镇农民吕百选，近年来创新
出了果园施肥播种机、果园除草机等4种农机具，其中两项
已获国家专利。吉林省永吉县西阳镇农民李景阳，创新出的
高仿真“木牛”“流马”，获国家专利；2016年，他又创新
出行走快捷、平稳、安全的新一代小“木牛”，具有在冰上
拉爬犁的功能，拟使其走进景区溜冰场，为游客带来更多
乐趣。

这两位农民，生活地域虽然不同，但都是勇于创新的职
业农民。他们研发创新的实践证明，只要有敢为人先的勇气
和百折不挠的精神，农民也能闯出令人刮目相看的新天地。
创新始终是推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
在优先发展农业农村、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伟大实践中，多
给勇于创新的农民一些掌声，有利于调动广大农民创新的积
极性、发展壮大职业农民队伍，有利于如期打赢脱贫攻坚
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在多给勇于创新的农民一些掌声的同时，还应多措并
举，多点发力，着力形成有利于农民做出创新成果、有利于
农民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新机制。

（作者单位：陕西省咸阳日报社）

左图 4月1日，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时间银行”五星

级志愿者正在为社区 95岁的老人吴长荣（右二）理发。东

湖区积极探索居家养老服务模式，志愿者将自己提供的志

愿服务时间存储起来，在年迈需要别人为自己提供服务时，

再将这些存储的时间兑换，就可实现“时间银行”模式下的

互助养老。 邓 鑫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