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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农历秋分节气，数亿农
民迎来了第二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各地正在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庆
贺这一节日。

自2018年起，我国将每年农历
秋分设立为“中国农民丰收节”。
这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对“三农”工作的高度重
视和对广大农民的深切关怀，也是
对中华农耕文化的继承和弘扬。

今年8月，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农业农村部、文化和旅游

部等13个部门印发了《关于做好中国
农民丰收节组织实施工作的指导意
见》，其中指出，通过各地各部门共
同努力，把农民丰收节打造成一个
既体现优秀农耕文化传承、又蕴含
新时代精神的全国性民俗节日。

笔者认为，丰收节相关活动，
除了形式要丰富多彩，还应该充分
挖掘和体现农耕文明和优秀传统文
化，彰显农业、农村和农民特色，
让农民丰收节成为一个文化丰富、
受众面广的城乡居民共享的节日。

中华民族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文
明历史，大多数时期是农耕文明。
正是以此为背景，才创造了博大精

深的中华文明。乡村文明是中华文
明史的主体，村庄是这种文明的载
体，耕读文明是我们的软实力。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
速，农村人口不断减少，不少农耕
文化和农村优秀传统文化面临断
档。彰显农民丰收节的文化内涵，可
以为农耕文化传承找到有效载体。

现在，农民正由一种身份转变
为一种职业。农民丰收节的设立，
可以提升农民的幸福感、荣誉感和
获得感。各地可借助丰收节，进一
步唤醒农民对乡村文化的认同和自
信，这既有现实基础，也是实现乡
村全面振兴的历史要求。

在城乡二元化时代，农业生产
力落后，农村生活条件差，农民收
入低。很多农民都有低人一等的自
卑感。“跳出农门”，曾经是众多
家长对儿女最大的期盼。目前，各
地不断推进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
城乡差距不断缩小，城乡分界越来
越模糊。这些变化正在不断增强农
民的自信心。

其实，城市文明和乡村文明是
并行的，可以相互借鉴，但城市文
明无法替代乡村文明，乡村文化是
割不断的“根”。作为农村人，千
万不能轻视自己所处的乡村，说不
定，今天还是“土里土气”的乡村

景致，明天就会成为城市人“网红
打卡地”。吸引城市人的正是那份
特有的“乡愁记忆”。

很多人认为，农业收益低，农
村没奔头。最近几年，却有很多年
轻人返乡创业，通过种养殖、农产
品加工、乡村旅游、电商等途径，
成就了一番事业。可以说，当前农
村不仅不是创新创业的“荒漠”，
反而是很多年轻人实现人生梦想的
“蓝海”。

实现乡村全面振兴，主角和主
力都是农民。唤醒乡村文化自信，
既能激活农民的潜在动力，也能激
发更多人返乡投身到乡村振兴中。

让农民丰收节唤醒乡村文化自信

农村大众报评论员 李伟

家里老人帮忙带孩子，是很
多家庭的常态。正因如此，不少
人将其视为“天经地义”的事
情，但是最近，四川绵阳的王大
妈“拉下面子”，将儿子儿媳告
上 法 庭 ， 索 要 1 4 万 元 “ 带 孙
费”。近日，绵阳市游仙区法院
作出生效判决，王大妈的儿子儿
媳应支付王大妈为抚养孙子所垫
支的抚养费近7万元（据9月19日
《澎湃新闻》）。

中国老人向来有“隔辈亲”
的传统渊源，尤其是在年轻父母
纷纷在外打拼的时下，将“嗷嗷
待哺”的婴幼儿交给爷爷奶奶照
顾，是很多农村家庭的常态。不
少老人也把在家带孙子视为一种
幸福。父母抚养子女和子女赡养
年老父母是法律义务，但爷爷奶
奶带孙子却不是法律规定的必
须，从“公平”的角度看，老人
帮助子女带孩子，子女确实应当
支付相应的“劳务费”。

可在很多人眼里，爷爷奶奶
带孙子是几千年来的传统，眼看
着子女无暇照顾孩子不去帮忙
带，反而会引起周围人的微词，

更谈不上还会向子女索要“带孙
费”。原因一是基于“隔辈亲”
的舐犊之情，能成天和小孙子或
小孙女腻在一起，也是很多老人
的一种生活乐趣。二是希望通过
带孙子，为儿女减轻负担让他们
全身心投入工作。用很多老人的
话说，只要儿女家庭幸福，老人
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但是，带
孙子总归不是爷爷奶奶或是外公
外婆的法定义务，尤其是又贴钱
又出力、辛辛苦苦带孙子，最终
非但没有换来儿女的理解，反而
因感情问题闹起了离婚，这未免
让老人太为失落，由此而向儿子
儿媳索要“带孙费”也是无奈之
举。

老人索要“带孙费”并获得
法院的支持，从司法角度来理解
一点也不奇怪。这项裁决之所以
引发热议，关键还是在于很多网
友只是基于传统道德来判断，一
是认为老人不该为“带孙费”而
将儿子儿媳告上法庭；二是法律
可以判来补偿却判不回亲情，毕
竟血浓于水。

笔者注意到，尽管老人向儿
女索要“带孙费”基本都会获得
法律支持，但诉诸法律的原因却
几乎都是源于儿女出现了“婚

变”。可以这样说，父母老人之
所以倾尽全力带孙子，除了“隔
辈亲”之外，最主要目的就是希
望子女家庭稳定和睦，夫妻恩
爱；当这一愿望最终落空，自己
辛苦领大的孙子或孙女需要跟随
婚变一方生活时，现实的改变，
让老人不得不选择一个心理补

偿。应当说，老人讨要“带孙
费”的真正目的，多是不愿意看
到子女家庭破裂。

坊间有句俗话“可怜天下父母
心”。对于老人讨要“带孙费”的诉
讼和判决，我们既要用现代法制观
念平和看待，更要珍惜和理解父母
老人对儿女的一片良苦用心。

“谁先挪走谁是孙子。”从杭
州钱塘新区万亚金沙湖1号小区的
地下车库流传出的一段“堵车”视
频、一封“战书”刷爆朋友圈和微
博，从中秋热到了现在。口水仗从
车库、物业一直打到了网上。

这件小事引来这么大动静，实
在是因为太普遍了，每个地方都
有，套路类似，困境也相似，大家
都不胜其烦，又都无可奈何，深受
其害。本案中，当事双方动用的手
段是快速升级争端，以成鱼死网破
之势，看谁先低下头颅。占位方升
级了扯皮手段，当起了甩手掌柜；
业主方则升级了阻拦手段，放了狠
话，设了赌局。眼看大家脸红脖子
粗准备一杠到底时，最后还是物业
开来的一辆叉车解决了问题。

要是没有那辆叉车，结局难以
预料。说起来，因为停车位被占，
两方耗上十天半月，甚至几个月的
事不是没有，堵车、锁车、喷车、
涂车，甚至砸车的事也多有发生。可
是回到原来，这难道不是最笨最无
效率最不可能成功的一种解决问题
的方式？小事变大，车位被占本有
气，态度还不好气更大，你有气我更
有气，最后哪里是在争车位，分明是
在争口气。如果换种沟通方式结果
会不会好点？比如接到电话跑快点，
道歉的态度诚恳点，车位主人也不
要得理不饶人，适可而止。

伸手不打笑脸人，这种沟通上
的一点小技巧有时候是很管用的。
值得反思的是，这是解决问题最好
的办法，最现实的办法，恰恰是很
多人最不愿意采用的办法。

很多人把道歉视为一种示弱，
都说国人不喜欢道歉，因为道歉显
示自己有错、理亏，可因为疏忽大
意没看清标识，或者临时有事借停
一下，这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不
知者不怪，这有什么不好意思开口
的呢？把纠纷变成面子之争、尊严
之争，这就更没有必要了，闹到最
后，到底谁得了面子谁得了尊严？
都没有，得到的只有一口气，还是
顺不了的一口气。最有尊严的事不
是占了车位还理所当然，而是对侵
占了对方利益的不安；最有尊严的
事是体现人格的魅力，文明的素
养，而不是胡搅蛮缠。

整起风波中唯一值得肯定的是
物业的及时介入。让物业出面总好
过让业主直接对撞，物业第三方的
身份也比较适合当调停人的角色，
物业还是管理方，有责任有义务也
完全可以依据业主公约，在不违反
法律的前提下采取一定的手段。

（原载《钱江晚报》，作者：
高路）

讨要“带孙费”,

老人最想得到的不是胜诉

“ 火 车 跑 得 快 ， 全 靠 车 头
带。”对于奔跑在振兴之路上的广
袤乡村而言，这个车头就是村里的
致富带头人。笔者留意到这样一组
数据，截至2018年底，我国54 . 3万
名村党组织书记中，大专及以上学
历 的 占 2 0 . 7 % ， 致 富 带 头 人 占
51 . 2%。农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素
质不断提升，为乡村发展夯实了人
才根基。

但这些致富带头人也并非没有
烦恼。笔者在湖南湘西一个山村里
就见到一位有着烦心事的村党支部
书记。这个村的村民世代住在大山
里，进出要蹚水过河不说，还得小
心翼翼地走过只有两脚宽的崖边小
路。这位村党支部书记做梦都想带
着村民修一条通往外面世界的平坦
道路，可面临缺少资金的难题。在
山西吕梁，笔者遇到另一位村党支

部书记。为了带领村民脱贫致富，
几番尝试之后终于选定了红枣种
植、肉羊养殖两个产业，但村里缺
少相应的技术人才。

这样的烦恼，亟待解决。可喜
的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四
梁八柱”的确立，为改变这一状况
提供了难得的机遇。针对城乡发展
不平衡、乡村发展不充分问题，强
化乡村振兴的制度性供给，破除一
切不合时宜的体制机制障碍，推动
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促
进公共资源城乡均衡配置，是题中
应有之义。在此过程中，已经成熟
定型的制度，必须毫不动摇长期坚
持；还不够健全的制度，必须与时
俱进加以完善；尚属空白的领域，
必须抢抓机遇大胆创新，如此，那
些困扰基层干部的发展难题才能得
到有效破解。

这样的烦恼，不只在经济领
域。比如，少数农村地区天价彩
礼、薄养厚葬等不良风气未息；有
的地方农村黑恶势力、宗族势力抬
头；部分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
欠账多，生活环境脏乱差需要改
进。解决这些问题，每一个关键节
点都不能偏离乡村振兴战略的规
划，每一步前行都有赖于坚强有力
的基层党组织。“给钱给物，不如
给个好支部。”这是村民的希望，
也是现实的要求。

不久前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农
村工作条例》，首次把党领导农村
工作的传统、要求、政策等以党内
法规形式确定下来，为“四梁八
柱”政策体系提供了又一有力的基
础性支撑。当此之时，村党组织书
记需要更好地把党的组织优势转化
为重农强农、推动乡村振兴的行动

优势，把顶层设计扎扎实实地落到
实处。各地无论是在落实乡村振兴
战略时，还是在领导组织开展农村
工作时，都需要科学把握乡村的差
异性和发展走势，做到规划先行、
科学论证，因村制宜、精准施策，
既体现乡村特点，也彰显地方特
色。

“困难面前我先冲，利益面前
我先让，组织面前我服从，群众面
前我服务。”正是看到了党员干部
在火热乡土对誓言的践行，有人不
禁作诗而歌：“我站在田埂上望见
未来”。我们有党的领导的政治优
势，有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有亿
万农民的创造精神，心贴心办事，
实打实交账，必定能让农业更强、
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原载《人民日报》，作者：
朱隽）

让乡村振兴的“车头”更有力

车位之争，

沟通比挑战

更好使

朱永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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