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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名代表委员倡导建立告老还乡制度
鼓励各地制定新时代“告老返乡”人员的聘用管理办法 促进乡村振兴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郭兵

“告老还乡”是我国古代官吏遵循的一种文化传统，同样也是古代富商遵循的
社会传统。
“告老还乡”实现了人才资源从乡村流出到返回乡村的良性循环。但
是，这种文化传统在我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中已不再传承。
3 月 12 日，记者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秘书处获悉，全国政协
委员、民建江西省委会副主委、江西农业大学副校长刘木华向大会提交了题为《让
告老返乡的文化传统在乡村振兴中焕发生机》的大会发言。

观点：
建立告老返乡制度，鼓励
退休干部回乡
刘木华认为，随着时代
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过
程中，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
市发展，成为各类公职人员、
党员干部、专家学者、工商企
业界人士等，这些人在城市
退休后大部分都不能再被社
会充分利用，浪费了资源，然
而当前现实又使这些人很难
回到农村。这种人才资源只
能单向从农村流向城市的情
况也间接造成了当前大部分
农村的人才、文化、管理、组
织等全面落后和凋零。当
前，
“ 城市病”问题增多与乡
村严重缺乏人才现象的鲜明
对比，让“告老返乡”的文化
传统助力乡村振兴正当其
时，但同时，人们认识还不到
位，社会氛围还很不足。
为此，刘木华建议做好
顶层设计并大力宣传“告老
返乡”的优秀文化传统，使全
社会重新认识其在乡村振兴
战略中的价值。此外，通过
树立典型，对典型人物的宣
传增强乡贤服务家乡的信心
和勇气，让新乡贤成为乡村
振兴的参与者。再次，鼓励
有条件的地方将“告老返乡”
作为一种制度来实施，甚至
将“告老返乡”作为现行离退
休制度的一种模式进行倡导
和执行。

众议：
多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
员曾支持建言
其实，除了刘木华，还有

多位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
去，安心返乡？刘木华提出
员 提 倡 回 归“ 告 老 还 乡 ”制
三点意见：
度。
首 先 ，聘 用 管 理 保 障 。
2019 年全国两会，全国
鼓励各地制定新时代“告老
政协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
返乡”人员的聘用管理办法，
阜外医院麻醉科主任医师、 创造多种让这些乡贤发挥作
中国心胸血管麻醉学会秘书
用的组织和平台（如各种社
长敖虎山也准备了《建立现
会组织等）。对“告老返乡”
代“告老还乡”制度，推动乡
回来的技术人员、退休干部、
村振兴战略》的提案。敖虎
工商企业界人士等进行因才
山称，
“ 告老还乡”是具有浓
聘任、合理使用，以补充乡村
郁中国特色的一种退休制
教师、乡村医生、农业技术人
度，从汉唐到明清具有悠久
员、乡村干部及管理人员的
的历史，体现了中国传统文
不足。
化中浓厚的家国情怀。鼓励
其次，居住地保障。对
处级以上的政府官员和有一
于那些想“告老返乡”回到农
技之长的科技人员，在退休
村的人员，政府要为他们在
之后回到自己的老家，为家
农村租房、继承父母房屋居
乡贡献余热。
住使用权、土地租赁等方面
早 在 2015 年 的 全 国 两
提供帮助和支持并切实维护
会上，就曾有人大代表提出
他们的合法利益，甚至作为
鼓励离退休人员、企业家、教
吸引乡贤的措施。同时，在
师等参与建设美丽乡村的建
他们修缮父母房屋或租赁住
议。此后，全国人大代表、安
房等方面要创新机制，允许
徽省社科院研究员钱念孙也
对房屋做一些大的改造和修
提出“鼓励官员、知识分子和
理，方便他们获得一个条件
工商界人士告老还乡”
。
完善的居住地。
2018 年全国两会期间，
最 后 ，基 础 设 施 保 障 。
第一次当选全国政协委员的 “告老返乡”也是一种农村田
京东集团董事长刘强东曾在
园养老方式。政府要加快补
网上公开表示，他听了政协
足农村交通、生活设施、卫生
委员官员“告老还乡”的发言
条件等方面的短板。要大力
后，很受启发，并愿意在退休
改善乡村医疗环境，建立社
之后回宿迁老家定居，一是
保、医保全方位覆盖农村的
为城市年轻人留出更多发展
网络，方便就近看病；要构建
空间，二是可以为村里的孩
农村连接城市中心医院等机
子讲讲外面的故事，为追梦
构的远程协作医疗服务。同
的年轻人提出建议。
时，要建立心脏病等突发急
性病的快速响应机制，让“告
老返乡”人员回到农村感觉
支招：
制定聘用办法，让公职人 生活非常方便和放心，其子
女也不用过分担心一些突发
员安心返乡
性疾病状况的发生。
如何让退休官员回得

网友观点

她来自环卫一线
将最基层声音带到北京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段伟朵 文
王亚鸽 刘栋杰 许俊文 摄影

3 月 11 日 ，北 京 天 气 晴
好，碧蓝的天空下，是忍不住
提早开放的一树桃花。这天，
记者再度见到了全国人大代
表、舞钢市环境卫生管理处工
人路俊霞（如图）。本次两会
期间，她向会议提交了两个建
议。
初 见 路 俊 霞 ，是 半 个 月
前，温度迥然不同。为了了解
到全国人大代表在会场之外
的工作生活，2 月底，记者驱
车两个多小时，赶到漯河舞
钢，
跟着路俊霞上早班。
凌晨 5 点的马路，寒冷、
寂静，偶有车辆呼啸而过，明
亮的车灯离去，留下更深的黑
暗。这样的工作状态，路俊霞
一干就是 20 多年。
“作为一个环卫工人，我
觉得干净的马路，就是我最幸
福的事儿。”路俊霞笑着说，
1995 年她进了环卫处，刚干
的时候对这份工作有点不老
满意，也不太愿意跟周围亲戚
朋友说自己具体是干啥工作
的；另一方面，单位的老同志
也不愿意跟她“搭班”，因为年
轻的她比较瘦弱，看起来不是
很会干活的样子。路俊霞心
里暗暗下定决心，硬干也要干
好，随后，她专挑重垃圾清理，
很快取得了工友们的信任。
干环卫工作 20 多年，她
基本早上都是四点多就起床
了，冬天特别冷的时候，感觉
握完铁锨把，手都伸不开。特
别还有下雨的时候，里面也
湿，外面也湿，不知道是汗还
是雨。
但路俊霞却坚持了下来，
干着干着，她从工作中也发现
了很多的乐趣。
随后，环卫工人的工作也
进入了机械化时代，单位引进

了第一台扫地车，当时没人会
开，路俊霞决定发挥自己年轻
的这个优势，去学习开扫地
车。
没想到，扫地车比普通的
小车难开多了，方向盘特别
沉，女同志力气小，不熟悉，握
方向盘十分吃力。一天下来
累得腰酸胳膊疼，比拿扫帚还
累。
“以前怕见人，现在开上
车了，就怕见不到人。”路俊霞
说，累是真累，但当她清扫过
去，回头一看，看到马路一溜
儿干干净净的，她心里突然豁
然开朗，幸福感油然而生。
“就
这一辆扫地车，我开着，感觉
挺伟大的。
”
如今，路俊霞不需要每天
拿着扫帚上街扫地，可以利用
机械化作业，但在她的办公
室，记者看到了亮黄色的环卫
马甲和一顶草帽，她笑着说，
这都是多少年的“老伙计”了，
放在身边心里
“踏实”
。
“如今，我成为一名全国
人大代表，我觉得把老百姓的
声音带到人民大会堂，就是我
最幸福的事儿。”路俊霞告诉
记者，这次参会，她带了两个
建议，都是从日常生活中收集
到的民意民情，其中一个是增
强人们对环境卫生的保护意
识，建立中国特色环境教育；
一个是建设美丽乡村，更要深
入开展环境卫生宣传教育下
乡活动。
河南人系列短视频
扫 二 维 码 ，看 出 彩

日本社会到现在为止，还有告老还乡的传统。比如，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担任过
日本首相的村山富市先生，在 76 岁的时候决定不再继续担任国会议员，离开东京，回
到了自己的农村老家。
对此提议，很多网友表示赞同：
“恢复中国几千年来的乡贤文化，
是对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一种现实反哺。”
“叶落归根，
是正常的生态循环；只出不进，
必然失去平衡。”
“美丽中国，
不仅需要城市的繁荣昌盛，同样需要乡村的生机盎然。”
但也有网友质疑，提议听上去很美，但受户籍和农村基础设施欠佳等限制，
“告
老还乡”很难大范围实施。

两会·出彩河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