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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文丽娟

  晚上8点，李恩颂从口袋里掏出新买的智能手机，试

了好几遍后，拨通了大儿子的视频通话。视频那头，儿子

正在加班，她赶紧说“没啥事，挂了吧”。因为刚学会用智

能手机，一下找不到通话的结束按钮，她用右手食指在

屏幕上划拉了几秒钟才把视频挂掉。

  半弓着腰，用手捂着右下腹，李恩颂走出家门，来

到村里的文化广场。广场上有不少村民坐在马扎上围

着圈聊天，都是些家长里短，她抄着手听了一会儿后

也坐了下来。

  李恩颂所在的村庄是山东省临沂市一个典型的

山区村。这里的村民靠山吃山，多种植玉米、小麦等农

作物。村里的青壮年大多外出务工了，剩下的多是留

守老人，除了完成农作外，他们往往还要负责照料自

己乃至孙辈的生活起居、疾病就医以及精神慰藉等。

  在我国，有千千万万像李恩颂这样的农村留守老

人。根据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生活在农村

的60岁及以上人口有1.2亿人。

  其中留守老人占了很大的比重。根据2016年民政部

的摸底排查结果，我国有1600万左右的农村留守老人。

  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二代、农三

代相继离土出村，造成农村家庭日渐“空巢化”。中国

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

济研究部原副部长刘守英从事了30多年的涉农研究，

他发现，最能代表中国农业和农民的是40、50和60后，

这群人有很重的乡土情结，以乡村为归依，以土地作

为主要生活来源，以农业作为主要职业，“即便出去了

也会回来，不会离开村庄”。

  种种因素之下，不少农村老人留了下来，与村庄、

土地相伴。他们目前的生存状况如何，面临哪些困难？

近日，《法治日报》记者深入多个农村进行了调查采访。

生活

每天随便吃一餐是常态

  李恩颂今年61岁，有两个儿子，大学毕业后都留

在北京工作。以前，为了供儿子读书，她和丈夫种植过

黄烟、生姜，最多的时候两人种了30多亩地。

  “那时候，什么赚钱种什么。”回忆多年前的“高光

时刻”，李恩颂一脸自豪：“每天起早摸黑下地，几乎没

有正点吃过饭，赶上好年景时一年能赚10多万元。”

  常年超负荷劳作给老人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巨大

的。去年年底，李恩颂生了一场大病，至今尚未痊愈。

儿子在家照料半年后回到北京上班，日常生活起居只

能靠她自己和老伴。

  从拄着拐杖缓慢行走到自由活动，李恩颂花了3

个月时间。为了全身心照顾她，丈夫不再继续租种原

来的大部分田地，只留了5亩地种植农作物，农闲时便

在村子里打零工补贴家用。

  “没办法，孩子们都不容易，能帮他们减轻一点负担

算一点。”10月4日中午，李恩颂一边做饭一边对记者说。

  丈夫打零工的地方管午饭，李恩颂只要做她一个人

的伙食。不到半个小时，饭菜上桌，一碗地瓜粥、一份咸

菜。“中午一个人吃饭，图个方便，晚上再炒点菜。”她说。

  同村的李汉林大多时候也选择简单对付一餐。81

岁的他正忙着收割，没有功夫吃饭。

  “咚！咚！”最近每天下午3点左右便会传来一阵敲

打声，李汉林按时出现在村子里的文化长廊，这里晒

着他辛辛苦苦从地里收来的红豆，他要赶在天黑之前

将豆子从壳中剥离。简单啃了几口馒头，他便开始工

作了。没有专门的辗轧工具，他就蹲在地上用一根粗

壮的棍棒上下敲打，打一阵挪一处，红豆在他的反复

击打下一粒粒蹦出来，长廊里四处都是他的豆子。

  全部打完后，李汉林扶腿起身，缓缓走到长廊一

头拾起扫帚，弯腰将地上的豆子扫拢，再用双手一捧

一捧盛起来倒入尼龙袋。他指着袋子，眼睛眯成一条

缝，笑着对记者说：“今年收成大概有100斤，按照今年

的售价，可以挣800元嘞。”

  李汉林的两个儿子在山东青岛务工，平常会给他

汇点款，但他都拒收了，因为“现在还能自给自足”。他

掰着手指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种了3亩地的农作物，收

成可供日常生活开支；在村里的杨树林里插空种了红

豆和绿豆，额外增加一些收入，可用于支付家里的人

情往来；政府还会发放养老金和贫困金，夫妇俩差不

多有小1万元收入。

  记者采访发现，为了维持基本生活，农村老年人

在业比例较高，仍然是绝大多数农作的主力。有不少

留守老人告诉记者，与子女外出务工前相比，他们农

作的负担加重了，但获得的报酬并没有高多少。

  早在2015年的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就显示，

34.36%的乡村老年人的主要收入为劳动收入；46.4%靠

家庭成员供养；7.48%靠离退休养老金养老；6.81%靠最

低生活保障金养老。

  2016年的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则显示，当

年我国乡村老年人口的人均年收入约为9510元，只及

城镇老年人口的三分之一。

就医

“小病拖大病挨”屡见不鲜

  秋天的湖南气温很不稳定。10月7日，温度骤降，

在冷风中，金山缩了缩脖子，膝关节又开始疼了。他去

村里的诊所，花25块钱买了一盒膏药。

  步行10多分钟后回到家，他撕开包装，拿出一贴

膏药贴在左腿膝盖上，再用双手抚平。起身去门后挂

钩上抓了一件褂子披上，打开电视。折回来半躺在藤

椅上，顺手剥开几颗刚从地里收上来的花生丢进嘴

里，一边嚼一边看电视。

  晚饭时间，儿子打电话回来，问他最近怎么样，他

在电话里高声说：“别担心我，好着呢！”

  金山所在的村庄位于湖南省西部地区，村里的青

壮年多半去了省会长沙或者广东、上海等地务工，留

下的多是老人，有些老人要帮子女带孩子，有些年纪

稍轻点的老人还要照顾年龄更大的父母。

  “小病拖大病挨”是这些老人的普遍心态：有的患

风湿病多年，每逢刮风下雨腿脚疼痛难忍，却认为“不

是大病，忍忍就过去了”；有的长期偏头疼，却只在发

作时吃点止疼药；有的多年受哮喘折磨，却习惯了难

受时去药店买罗汉果泡水喝……

  李恩颂的病就是这样硬生生拖出来的。去年年

中，她已出现了不适的征兆，但没放在心上，加上农活

繁重，她只去村里的诊所开过几次止疼药。直到去年

年底，她胃疼难忍，在老伴的陪伴下去医院，结果医生

给她开了病危通知单。

  “每次打电话回家，她都是报喜不报忧，直到扛不

住了去住院才告诉我，好在病情有了好转。”李恩颂的

儿子秦华每谈及此，都很是懊悔，他自责自己没有频

繁和父母保持联系，更没有密切关注父母的身体。

  2016年的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显示，超过

70%的乡村老年人罹患不同种类不同程度的慢性疾

病。但记者近日采访发现，很多留守老人即使明知自

己患有慢性疾病，也不会轻易选择就医，原因是“开销

大、怕花钱”。

  对此，刘守英指出原因：“虽然近年来医保报销比

例有所提高，但一些慢性病急需的康复护理等项目尚

未纳入医保，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中心常常‘有室无

人’，医养结合有待落地，大病救助依旧杯水车薪。”

  而让人难过的是，虽然身体不适，但由于子女不

在身边，这些留守老人还要自己负责照顾自己。

  刘守英在调研中发现，实际上，农村留守老人具

有较强烈的日常生活照料需求。调查数据显示，有

8.57%的农村老年人需要基本日常生活照料，即需要

他人帮助吃饭、穿衣、上厕所、上下楼、室内行走等，所

需照料时长平均超过4年；有11.63%的农村老年人需要

他人帮忙做家务，且所需照料时间超过5年。无论是基

本日常生活照料还是工具性日常生活照料（做家务），

农村老年人的需求皆显著高于城市。

  “然而，平均而言，约三成的子女一年内几乎没有帮

助老年父母做过家务。其中，外出子女每周至少帮助老

年父母做一次家务的比例仅为6.68%，高达50.71%的外出

子女一年内几乎没有帮助父母做过家务。”刘守英说。

  金山的儿子金辉冬对此深有体会。大学毕业后，

他在长沙定居，工作地点则在广州，一年到头回老家

的次数屈指可数，“更不用说帮父母做家务了”。

心理

情感联系被切断很孤单

  三五个老人蹲在墙角晒太阳、自己宅在家里看电

视……这是记者在农村采访时看到的普遍现象。随着

土地流转、年龄增加等，很多老人无法继续耕种，而村

庄人口又大规模减少，他们习惯的串门聊天等社交方

式日渐缩减。

  “传统的中国乡村，是一家一户、一代一代在一

起；现在，老人身边常年没人。以前，家里年轻一辈出

去打工，孩子还留在农村，最起码老人还给孙子、孙女

做饭，他还有存在感。现在这拨出去打工的年轻父母，

小孩小的时候就带在身边，到小孩上初中时，有一个

人回来陪读，初中在镇上、高中在县城。这样基本把老

人跟传统的血缘关系、情感联系切断了。这些切断以

后，老人不是穷，而是极其孤单。”刘守英说。

  这点在江兆洪夫妇身上体现得非常明显。江兆洪

有两个女儿、1个儿子，大女儿嫁到山东枣庄、二女儿

嫁到山东临沂、儿子在山东烟台做医生。儿子结婚生

子后，老伴便被接去烟台帮忙照看孙子，家里常年只

剩下江兆洪一人。

  10月5日下午，记者来到江兆洪家，正巧赶上他老伴

回来“探亲”。江兆洪乐呵呵地在厨房里忙活，“家里好久

没有人气了”。他所居住的四合院门口，堆着一摞刚收的

玉米，整个院子被遮阳棚覆盖，天井上面爬满了南瓜，旁

边搭着一个透明的露宿棚，里面铺满了刚摘的花椒。

  这些作物都是江兆洪为了打发时间种的。“要不

然农闲时整天没事干，太无聊了。”江兆洪说。如果作

物都打理完了，他就给自己增加一份工作——— 打扫卫

生。四合院共有5间房子，他便挨个收拾。客厅的一面

墙上，贴满了儿子女儿和孙子孙女的照片，这些照片

是他重点打理的对象，“基本隔两天就会用抹布擦一

遍，有时也会对着照片嘟囔几句”。

  “3年没见儿子了，还是很想他们的。”江兆洪指着儿

子的照片给记者看，有点不好意思，“估计都变样了”。

  老伴的心态则完全不一样。她每天和儿子一家住

在一起，要负责他们的日常生活，还要督促孙子做功

课，“每天忙得脚不着地，有时还真想回来歇一歇，但

没办法，孩子们压力也大，能帮一点是一点”。

  留守农村的李恩颂也在家里贴满了儿子们的照

片。之前没有智能手机，她只能通过老人机一个月或

半个月与儿子通一次电话，但太久不见人，心里还是闹

得慌。前段时间，儿子回家探亲时，给她买了一部智能手

机，下载了微信，教她使用视频通话和查看“朋友圈”。

  她并不会轻易点开儿子的对话框，只是在每天临

睡前多了一个任务：先刷刷短视频，再点开儿子的“朋

友圈”看看他们一天的动态，然后关闭数据流量睡觉。

  “孩子不在身边，还是会感到孤单，但没什么事就

不要打扰他们，他们那么忙。”李恩颂说，不过还是希

望孩子能有事没事常回家看看。

  刘守英及其团队调研时发现，农村留守老人精神

空虚、孤独感严重成为普遍现象。由于居住分散、社会

组织发育不充分，老年活动辐射有限，特别是深山区

的农村独居老年人，极易陷入自我封闭的心理状态。

一些志愿者反映，他们上门最重要的工作并不是为老

年人提供做家务等照料性服务，而是陪伴。

  记者也在采访中获悉，近年来，子女外出流动、家庭

成员长期分离使得农村留守老人的孤独感愈发强烈，抑

郁情形有所增加，甚至有的老人还出现绝望自杀倾向。

探索

大力推进“互助性养老”

  山东省日照市莒县库山乡解家河村党支部书记

解则江对于留守老人的心理状态格外关注。因为早在

2015年时，村里有两个留守老人由于强烈的孤独感，

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这件事给解则江带来了极大的冲击。解家河村现

有人口630人，6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20%，其中又以留

守老人居多。如何让这些老人的生活需求和精神慰藉

都能得到满足？解则江一直在思考着———“互助性养

老”或许是一个答案。

  2017年春节后，解则江和其他村干部利用村里土地

流转所得收益，计划在村子里建设一座配有餐厅、住宿、

洗漱、休闲娱乐为一体的幸福院。

  从2017年6月开工建设到2018年7月投入使用，解

则江和其他村干部克服重重困难，终于让解家河村的

老人们有了属于自己的幸福院。目前，幸福院里共入

住58人，其中70岁以上的56人。

  10月6日中午，记者来到解家河村幸福院，一些老

人正坐在院子里的长廊上聊天。记者看到，院内宿舍

共21间，伙房、餐厅、医务室、文化活动室、接待室、阅

览室一应俱全。

  中午12点是开餐时间，铃声一响，老人们拿着餐具

排着队有序进入餐厅。餐厅内，桌椅洁净一新，桌上摆放

着土豆丝、辣椒炒肉、芹菜炒肉、炒豆腐、大锅白菜等。

  “生活挺好，免费吃住，还有伙伴聊聊天。”74岁的

杨德吉是入住幸福院的第一批人，谈起自己在这里生

活的3年时光，老人不停地赞叹。

  虽然住在幸福院，但杨德吉平常还会在村里打打

零工，一天收入70元。“老人只要身体健朗，都可以在

村里干点活，有事干就能让他们觉得自己有存在感、

有价值。”解则江说。

  “解家河村抱团养老、自我保障、互助服务的幸福

院建设，既给老年人提供了集中居住、互相照顾、快乐

生活的自由空间，使老人们物质供养有保障、生活照

料有人管、精神慰藉有依托，又解除了外出务工子女

的后顾之忧。”库山乡副乡长王德凤说。

  2019年，这种“抱团养老”的幸福院模式在库山乡全

面铺开。据王德凤介绍，目前库山乡已建立25处幸福院，

1处综合养老服务中心，2处服务站点，同时与专业的家

政服务公司合作，由各服务站对所辖各村统一配送饭

菜，建成“系统+服务+老人+终端”的智慧养老服务体系。

  库山乡小小幸福院托起“大民生”是我国近年来

大力推进“互助性养老”的一个缩影。数据显示，我国

农村地区目前已有养老机构2万多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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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互助性养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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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院长汪三贵介

绍，农村“互助性养老”可以通过志愿服务、创立专门

机构、长期护理险等几种模式实现，这些模式介于居

家养老和第三方社会化服务之间。

  记者注意到，在农村，“吃住一体”型、“管吃不管

住”型、“公共文体娱乐＋上门服务”型……各种类型的

“互助性养老”模式不断落地，依托村级老年协会、依

靠有威望的老人带动组织，通过“少老人”帮“老老人”

来解决“缺人”问题。

  在山东省沂水县，“关爱老人•情暖夕阳”寸草心

志愿服务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由农村党支部领办志

愿服务队，发动村内50周岁以下、常年在家、有一定服

务能力的党员，带头开展服务，服务对象以分散供养

特困人员、留守老人和居家养老人员为主。服务内容

主要包括打扫卫生、料理家务、清洗衣服、帮助代购，

有效满足群众需求。

  在北京市密云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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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

解决农村特别是山区独居老人的居家养老照料难题。

  ……

  华北电力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刘妮

娜及其团队一直在研究“互助性养老”模式，她告诉记

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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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妮娜认为，村党委领导下的村委会、集体经济

组织、农民合作社等为开展农村互助养老提供了组织

基础；此外，低龄健康（准）老人、党员等乡村骨干则提

供了人力资源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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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其突出优势之一。”汪三贵说，

“‘互助性养老’肯定是将来农村养老的大趋势。”

困境

资金和管理都是掣肘

  然而，面对农村人口老龄化挑战及经济社会发展

需要，推进农村养老服务仍然面临十分严峻的形势。

  “不好管理。”幸福院运行3年来，解则江最大的感

受就是——— 看到老人们乐享天年，他很欣慰、很有成

就感，但现实中也存在一些困难，比如老人们各有各

的小脾气，聚集在一起难免产生摩擦，这对管理来说

是一个挑战。

  资金也是一大制约因素。

  据王德凤介绍，目前库山乡在推进智慧养老过程

中，存在的困难之一就是资金不足。为了尽量克服这

一难题，库山乡按照“上级补一点，村里筹一点，个人

出一点，社会捐一点”的原则，由乡党委政府对幸福院

建设资金存在困难的村，预支启动资金进行建设；除

上级补助资金外，剩余款项按照乡党委政府补贴50%，

村自筹50%的方式进行。同时积极通过驻村“第一书

记”争取单位帮扶资金、吸纳社会捐赠。

  陆诗雨是腾讯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她在调研中发

现，农村留守老人更容易因为缺乏与亲密家人的日常交

往，造成不同程度的“社会脱节”。破解这一困境的突破

口之一是鼓励、助力其“再社会化”，即持续适应社会生

活的方方面面，包括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和社会知识技

能的更新、改善、充实和提高，而各种轻便的数字连接是

助力农村留守老人“再连接”“再社会化”的第一步。

  但她发现，在农村，目前互联网尚未普遍覆盖，

“数字连接点”偏少。

  而对于“互助性养老”来说，虽然该模式目前在农

村遍地开花，但同样面临一些障碍。

  刘妮娜举例说，比如农村大部分人对于“互助性

养老”的认识仍不清晰；资金投入不均衡且来源单一；

农村“互助性养老”相关组织功能尚待充分发挥；服务

供需错位且质量不高；组织和设施缺乏有效管理和运

营等都是持续推进“互助性养老”的拦路虎。

建议

多管齐下改善老人境遇

  那么，“互助性养老”该如何进一步落地？针对农

村养老问题，还有哪些“答案”？ 

  刘妮娜给出了自己的建议：首先要弘扬农村互助

文化，让邻里守望、互助合作成为农村的主要文化；其

次由政府引导多渠道筹资，增加农村互助养老资金支

持，可以推动长期照护保险试点地区购买农村互助照

护服务，除政府资金以外，让更多企业、基金会和其他

社会资本参与农村互助养老试点的资金支持。

  “也要因地制宜确立组织形式，做好农村互助养老

组织机制建设。比如是否可以确立老年协会作为农村互

助养老组织的主体地位，由农业农村部出台相关政策鼓

励农民合作社由经济功能向生活服务功能拓展，发挥好

妇女组织等基层群团组织的作用；由民政部牵头制定农

村互助养老服务发展指导意见，优化村级助餐服务，抓

实条件好、辐射性强的助餐点建设等。”刘妮娜说。

  刘守英的建议是要多管齐下：进一步提高养老保

障水平，建立农村养老金稳定增长和动态调节机制。

目前，我国农村老年人的养老保险停留在“广覆盖、低

水平”阶段，与城镇老年人的养老金水平存在较大差

距。可尝试对标城市居民养老金增长与调节机制，着

力提高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金水平，增加“养命钱”的筹

措渠道，辅之以精准化养老服务补贴制度。

  提高健康服务水平，解决农村老年群体“就医”问

题。优化医疗卫生服务设施布局，对于长期未使用的

村卫生室进行整改，科学制定基层卫生服务人员的培

养、晋升、补贴政策，缓解当下因缺少医务人员造成的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无法正常运行的状况；建立农村老

年人急救体系，建立山区乡村集体配置急救车制度、

增加急救站，并对乡村“4050”人员（指处于劳动年龄

段中女40岁以上、男50岁以上的人员）进行急救培训，

增加人员供给，提高急救呼叫满足率；医疗卫生资源

进一步下沉，放宽乡村卫生室药品供应、输液权限等，

满足农村老年群体的基本就医需求。

  “对于一些慢性病药物，在保证医疗安全的基础

上，对诊疗规范和指南规定较为明确、安全性高的一

线药品，可尝试开具长期处方，让老年患者少跑路。”

刘守英说。

  从数字科技助力的角度，陆诗雨建议，为农村留

守老人保留、创造更多“数字连接点”，“这些‘数字连

接点’不局限于社交网络，还可以通过各种充满互动

的数字内容产品，如老年人喜闻乐见的长短视频、棋

牌游戏，为老年人建立补充型的社会网络”。

  这一想法得到了秦华的认同。他发现，母亲有了

智能手机后，心情都明媚了不少，闲时刷刷短视频，偶

尔还会和外地的亲戚朋友视频聊天。

  他也有一点自己的想法：能否在农村探索建立代

管机构，负责资金运营、生活用品购买及信息服务？

  “给父母钱，他们不要，即便收了也舍不得花。如

果有这样一个代管机构，子女每个月打一笔钱进去，

由工作人员帮忙买菜、买药或者其他生活用品送到家

里去。等机制成熟后，从物质到信息实现全面帮扶，为

子女与父母搭建信息桥梁，比如父母生病时可及时告

知子女。”谈及如何帮助留守在家的父母，秦华有点无

奈，又满怀憧憬。

（文中留守老人及其子女均为化名）  

制图/李晓军  

那些没有离开农村的留守老人们

  ● 最能代表中国农业和农民的是40、50和60后，这

群人有很重的乡土情结，以乡村为归依，以土地作为主

要生活来源，以农业作为主要职业，即便出去了也会回

来，不会离开村庄

  ● 为了维持基本生活，农村老年人在业比例较

高，仍然是绝大多数农作的主力。与子女外出务工前

相比，他们农作的负担加重了，但获得的报酬并没有

高多少

  ● 农村留守老人精神空虚、孤独感严重成为普遍

现象。由于居住分散、社会组织发育不充分，老年活动辐

射有限，特别是深山区的农村独居老年人，极易陷入自

我封闭的心理状态

农村留守老人现状调查：农作负担重心理孤单多

  图为2020年4月20日，青岛市西海岸新区营南头村，一位留守老人坐在村头晒太阳。                             CFP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