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家解读

建言献策

■■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张张 平平 李李 滨滨

20182018年年11月月2525日日星期四星期四 AA33

这几天采访省两会记者发现，在
午间或晚间往往能轻松地找到代表、
委员。在代表委员住地，许多与会者
的房门都敞开着，他们围坐在一起讨
论议案、建议或提案。不少代表委员
利用中午和晚上的休息时间相互“串
门碰头”，甚至吃饭的间隙、大厅的相
遇，也成了交流意见的机会。

今年是五年一次换届大会，参会人
员是新一届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履职
热情很高。在省两会上，代表、委员踊跃
发言，认真审议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展示
了良好的会风作风，并提出了一批高质
量的议案、建议和提案，为我省决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建设富裕美丽幸福现代
化江西鼓劲加油，建言献策。

就在前一天，记者见证了一场代
表的“碰头会”。为进一步完善一份关
于交通的建议，3位省人大代表在会议
结束后，马上凑在一起展开“头脑风
暴”，反复讨论建议内容，提出更具针

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建议措施；晚饭时
间，他们又特意坐在一桌，分享“碰头
会”后各自的心得体会。这样的场景，
在此次省两会中经常可见。

代表、委员是两会的主角，他们的议
案、建议和提案质量，直接关系到两会的
质量，更关乎全省发展大局和民生福
祉。代表、委员中有的是领导干部，有的
是企业英才，有的是专家学者，有的是技
术骨干，有的是基层一线代表，不少人在
某一方面有专长特长，但即使如此，每个
人在眼界视野、理论功底、实践经验方面
仍有相对的局限性，需要博采众长、集思
广益，才能形成更有深度、更加完善、更
有针对性的意见建议。而每年两会，正
好为代表、委员们提供了最佳的平台和
场合，通过交流探讨相互启发、相互帮
助，建睿智之言、献务实之策。

“尽小者大，慎微者著”，我们为代
表、委员们这样的“碰头探讨”“碎片交
流”点赞。

为“碰头会”叫好
魏 星

在 1月 24日上午的省政协十二届
一次会议第四组联组讨论上，省政协委
员结合工作实际，把关注点放到具体民
生问题上，不少话题引发大家的共鸣。

“刚进入2018年，南昌市就发生两
起中学生自杀事件，让人痛心疾首。
怎样挽救年轻的生命，如何阻止青春
之花凋零？成为一个现实而沉重的社
会命题。”省政协委员、南昌市雷式学
校校长雷峻峰建议，在中小学课表中
增设生命教育课程。他说，部分青少
年情感脆弱，对生命认知肤浅，要及时
重视这个问题，强化生命教育和挫折
教育。在生命课程中，学校要为每名
学生建立心理健康成长档案，对性格
孤僻的学生给予更多关怀，帮助其健
康成长。

“我重点关注的是残疾人群体。
如果人群按男女、老幼区分的话，我认
为也可以按照残健来区分。目前，受
各种因素的制约，为残疾人提供精准

康复服务的能力还有待提升。”省政协
委员、南昌市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余
颖“抢”过话筒，建议进一步健全完善
残疾人康复政策及保障制度，同时抓
好儿童残疾预防工作。

随后发言的省政协委员、南昌师
范学院心理健康教育研究中心主任王
坚认为，从事特殊教育事业的教师身
心健康同样需要引起关注。“与别的教
师相比较，特殊教育教师面对特殊学
生群体，需要付出更多爱心和耐心，分
担学生家长和家庭的艰辛，另一方面，
他们在‘桃李满天下’的职业成就感方
面却比较弱。”王坚建议，建立特殊教
育教师定期休假制度，及时舒缓他们
的身心，提高他们的职业荣誉感。

…………
围绕一个个具体而鲜活的民生话

题，委员们各抒己见，分析问题透彻，
谈论对策具体。浓厚的交流探讨氛围
中，流露出的是充满暖意的人文关怀。

“民生话题接龙”尽显人文关怀
本报记者 张武明

幼儿园的男女教师在一定程度上
取代了父母的性别角色，成为幼儿模
仿的对象，这对幼儿性别角色认同及
性别行为的形成有重要影响。目前省
内学前教育行业的现状几乎是女性独
当一面，男幼师资源与现实的市场需
求相比显得十分匮乏。随着教育改革
的深入和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改善
幼儿教师的性别结构将是幼儿教育发
展的必然趋势，也成为家长和社会关
注的热点。

省政协委员李文龙说，为满足幼
教行业对男幼师的需求，江苏、福建、
广西、重庆等多个省（市、自治区）已经
开始进行“免费学前教育专业男生”的
培养。建议我省教育部门启动学前教

育师范生免费教育试点工作，在全省
范围招收“五年制师范学前教育专业
免费师范男生”。

李文龙委员建议，培养学校应围绕
培养造就优秀教师的目标，根据教育发
展和课程改革的要求，针对性地研究制
定免费幼儿师范男生培养方案，深化师
资培养模式和课程改革，强化实践教学
环节，不断提高师资培养质量。生源所
在地教育行政部门应建立跟踪培养机
制，加强免费幼儿师范男生按定向协议
承诺毕业后回生源所在地从事幼儿园
教学工作不少于5年的服务与管理。对
于毕业后未按协议从事幼儿园教学工
作，可按规定退还已享受的免费教育费
用并缴纳违约金。

定向招收免费幼儿师范男生
本报记者 张玉珍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农业农
村改革发展指明了航向。

“三农”向好，全局主动。省委十四届五次全会明确
提出，要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深化农业农村改革，加
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要大
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农业农村全面发展。连日
来，参加省两会的省人大代表和省政协委员结合实际工
作，对如何发力乡村振兴进行阐释。

乡村振兴迈出新步伐
“政府工作报告在部署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任务

中，明确提出，持续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继续抓好‘整洁
美丽、和谐宜居’新农村建设。”省人大代表、上饶市委书
记马承祖说，上饶市与全省各地一样，围绕“山清水秀、
村容整洁、民风淳朴、留住乡愁”的标准，分批打造基础
设施好、公共服务好、生态环境好、产业发展好、乡风民
俗好、社区治理好的“六好”秀美乡村。仅去年，就投入
70 多亿元，推进了 58 条通道、3933 个秀美乡村点的建
设，拆除违章房、危旧房、废弃房 400 多万平方米，“徽
改”房屋11.8万栋，使广袤的农村大地展现出了新颜。

乡村振兴离不开产业支撑。近年来，上饶市大力推
进农业规模化经营，狠抓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建设，全市
有各类农业产业园 68个，总产值超过 140亿元。同时，
大力推进村集体经济发展，一年来，全市 60%的行政村
摘掉了“空壳村”的帽子。

马承祖代表说，乡村振兴既要产业振兴，更要文化
振兴。上饶市通过强化活动引领，努力打造乡贤文化、
家规家训、文化礼堂等乡村文化品牌，全面形成向上向
善、积极进取的文化导向。通过强化队伍建设，在全市
220个乡镇（街道）配备宣传委员，每个行政村（社区）配
备专职宣传文化员。组织近百支“红色文艺轻骑兵”，全
面开展送文化下基层活动，让文化新风助推乡风文明。
通过深入实施农村文化阵地建设工程，推进了 2600余
个行政村（社区）的公共文化活动中心建设。通过强化
投入保障，先后投入 3.5亿元，用于文化广场、农家书屋
等一系列基础设施建设；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和凝
聚各方乡贤支持家乡建设，打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
记得住乡愁”的美丽家园。

“政府工作报告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出了全面部
署”，马承祖代表表示，下一步，上饶市将坚持因地制宜，
结合实际，着力在秀美乡村建设上下功夫,确保在3年时
间内将剩下的 9000多个村点全部建好；在农村宅基地
改革上下功夫，充分激发基层内生动力；在发展现代农
业上下功夫，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鼓励农村土地流转，
进一步优化产业布局，大力推进优质稻、蔬菜、果业等

“十大工程”，不断提高农业生产效益，努力把万年贡米、
婺源绿茶、广丰马家柚、德兴红花油茶等农业品牌推向
全国；在加强农村社会治理上下功夫,努力让乡村更美、
产业更旺。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近年来，我省各级农业部门按照“稳粮、优供、增效”

的总要求，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打造全国
知名的绿色有机农产品示范基地，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实

现了稳中有进、稳中提质、稳中增效、稳中向好，为稳定
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去年，粮
食生产实现“十四连丰”，农产品加工转化率达 61%，农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242元，增长9.1%。

省人大代表、省农业厅党委书记陈日武说，当前，我
省农业发展与全国一道，迈入了现代农业发展的新时
代，呈现出一系列新情况、新变化，也面临着一系列新问
题、新挑战。比如，资源要素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难度
加大与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矛盾、农业产业结构
不优与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矛盾、农业资源环境约束与
农产品需求刚性增长的矛盾等。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
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
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陈日武代表说，我省认真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围绕加快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建立以“大农业”为核
心的江西特色农业产业体系、以“绿色生态”为核心的生
产体系、以“新型主体”为核心的经营体系；重点抓好巩
固粮食主产区地位、调优农业产业结构、加快发展绿色
生态农业、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强化农业科技创
新、深化农业农村改革“六大任务”；深入实施优质稻米、
蔬菜、果业、茶产业、草地畜牧业、水产业、油茶产业、休
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九大工程”，基本形成产地生
态、产品绿色、产业融合、产出高效的现代农业发展新格
局，推动由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迈进，在全国率先实现
农业绿色崛起。

目前，全省各地正在科学制定规划，为实现到2020
年，全省稻米产业综合产值达到1200亿元，全省蔬菜产
业综合产值达到 1000亿元，全省水果种植总面积达到
800万亩，全省创建田园综合体50个等目标发力。

“宅改”让村民满载幸福感
实现乡村振兴的路径在哪？省人大代表、余江县县

长苏建军说，从余江的试点来看，以宅基地制度改革为
突破口是可选之策。近年来，余江县以改革为主抓手，
统筹推进国家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等 3项农村土
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为全国提供“可复制、能推广、利
修法、惠民生”的改革成果和实践经验。同时，以宅基地
制度改革为契机，大力促进农业发展现代化、基础设施
标准化、公共服务均等化、村庄面貌靓丽化、转移人口市
民化、农村治理规范化的“六化”建设，助推改革试点工
作。在近 3年的“宅改”实践中，余江县突出组织领导、
试点先行、规划引领、环境提升、产业发展、文化开发、氛
围营造、资金投入、督查考核，促进了农村生产、生活、生
态的共同改善和融合提升，群众有了更多获得感、幸福
感。如，筹集资金 1500万元，用于所有村庄规划编制，
拿出 100万元对 19个示范村点进行功能定位设计。构
建了县、乡、村、组四级矛盾纠纷调处体系，基本做到了

“小事不出组，大事不出村，难事不出镇”。
苏建军代表说，由于宅基地制度改革是以“集体所

有、一户一宅、新增和超标占用宅基地的有偿使用”为核
心，配合新农村建设来实施改革。“宅改”效果不仅没有
局限于满足宅基地制度本身，而且对乡村振兴的其他方
面大有裨益。例如，明确集体产权，发展集体经济，赋予
宅基地经营权，增加农民收入，强化集体治权，发挥村规
民约的自治作用，加强乡村治理，引进乡贤治村，培养懂
农村爱农民爱农业的工作队伍等，在一定程度上由“宅
改”带动起来，对乡村整体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苏建军代表表示，只有继续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
革，增进农民对改革的信任，乡村振兴的活力和内生动
力才能得以不断产生。

省政协委员潘明：乡村振兴不仅是经济、生
态、社会的振兴，也是文化、科技、教育的振兴，从
长远看，没有农村教育的振兴，乡村振兴将成为
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要把大力发展农村教育
放在首位，在制度设计和政策支撑上精准施策，
不断提升广大农村孩子享受公平教育的获得
感、幸福感。要实施乡村教师支持计划，努力造
就一支素质优良、甘于奉献、扎根乡村的教师队
伍。要着力改善乡村教师地位待遇，增强乡村
教师职业的吸引力，鼓励和吸引优秀教师长期
从事乡村教育。同时，乡村教育要把立德树人
作为育人的方向，树立为乡村振兴服务的教育
观，提高农村教育质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省政协委员杨家义：要大力开展乡村环境
综合整治，夯实乡村振兴的基础。要结合做好
旧村改造、村庄整治的规划，逐步实现村街道路
硬化、村庄绿化美化、卫生环境净化。同时，要
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深入推进法治建设，引
导人们讲文明、有公德、守秩序、树新风。要以
创建活动引导人，加快文明村创建步伐，广泛开
展“十好文明家庭”“文明户”“文明村”等的评先
创优活动，通过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
丰富和活跃农民群众的文化生活，用健康向上
的文化艺术占领农村阵地。

省政协委员、省农业科学院党委副书记、院
长戴星照：乡村振兴，产业是基础和核心。产业
兴，则百业旺。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农业工
作，始终把农业作为基础性产业放在优先发展
位置。而要做大做强做优农业产业，关键靠科
技。虽然近年来我省农业创新有较大进步，但
对农业发展的支撑力还不足，滞后于全省现代
农业发展需要。希望政府有关部门就稳定全省
农业科技创新队伍，加强和完善具有江西特色
的农业创新体系和创新能力建设，以及促进农
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出台专门政策。同时，要
设立农业产业发展科技创新工程，切实增强农
业科技的源头供给，持续提升我省农业科技创
新整体水平和支撑能力，通过加强农业科技创
新助推我省乡村振兴。

省政协委员、江西农业大学副校长刘木华：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重点解决如何吸引、引
导市民特别是各种科技人员、能人、企业家等下
乡进村，推动形成“城市带走农村劳动力、农村
吸引城市休闲与创业者”的局面。希望政府有
关部门出台对以租赁、合作共享等方式利用农
村空闲农房给予各种政策支持、财政补助和项
目支持的措施。同时，要鼓励各种能人以租赁、
合作方式利用农村农房、土地资源、农村劳动力
来发展民宿、农家乐和田园综合体，发展休闲养
老等新模式，实现“农业+养老”的双赢。鼓励
乡贤回归家乡，把乡贤对乡情蕴含的巨大能量
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强大力量。

让广袤的农村大地展新颜
——省两会代表委员聚焦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张玉珍

“花钱买平安、越买越不安”，多年
来，涉校纠纷一直是中小学校长们的

“心头大患”。今年的省两会上，来自
教育一线的省政协委员、南昌师范学
院党委书记王金平一抛出“破解涉校
纠纷‘调解难’”这个话题，便引来委员
们的热议。

“2016年 3月，江西已经就‘校闹’
立法，明确要通过设立学生人身伤害
事故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来解决学生
人身伤害事故，但条例实施了近两年，
基层调解委员会的建立工作进展缓
慢，还有很多市县没有建立相关的机
制和平台。”调研中，万年县和抚州市
的做法让王金平深受启发。

在万年，由县委政法委副书记任主
任，教育、公安、司法等部门分管领导任
副主任，各乡镇司法所和综治办专职副

主任为成员的“万年县学校学生伤害事
故调解领导小组”运行4个月后，调解大
小案件57件，单个案件调解最长时间未
超过10天。抚州市则通过打造集涉校
涉教、婚姻家庭、环境污染纠纷调处于
一体的纠纷调处平台，“一套班子多头
调处”，实现资源利用最大化。

在王金平看来，这些做法不仅瞄准
了治理中的难点痛点，更重要的是可操
作性强，“正符合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提出的推进社会治理重心下移的要
求。”王金平建议，推广两地做法，在市
县两级全面落实人民调解制度，由政府
牵头成立第三方专业性、行业性矛盾纠
纷化解平台，开通化解纠纷“绿色通
道”，并与行政调解、司法调解建立联动
机制，建立互通互动互联的大调解格
局，让第三方调解机制真正落地生根。

“三调联动”破解涉校纠纷“调解难”
本报记者 杨 静

▶1月
24日，省政
协十二届
一次会议
联组讨论
会第一大
组，政协委
员围绕“建
设现代化
经济体系”
建言献策。

本报记者
林 君摄

▶1月 24日，政协委员在省政协
十二届一次会议联组协商讨论会中，
围绕政府工作报告积极建言献策。

本报记者 海 波摄

◀1月 24日，省人大代表江枝英
结合政府工作报告，畅谈为驻京流动
党员成立党支部，为江西经济发展助
力。 本报记者 朱文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