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调查员来到平

舆县杨埠镇河北村!就村

民生育观念的转变问题

进行了调查" 在抽样调查

!"

户育龄群众家庭后!调查员发现

这
!"

户育龄家庭中子女拥有情况

是#独生子女户
#$

家!拥有两个子

女的
#%

家!拥有
!

个子女的
!

家"

据河北村支部书记王天平介

绍!经过平舆县计划生育政策多年

的有力推行和农村社会经济$文化

的迅速发展! 该村在改革开放后!

已婚青年的生育观念已由最初的

早生孩子$ 多生孩子且偏重于男

孩!转变为自愿少生$适当晚生!并

且对子女性别的关注程度也有明

显的淡化"

经调查! 这种转变主要得力

于#一是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

度的实施" %每月为每位老人发放

$&

元奖金! 让群众切实感受到了

实行计划生育带来的实惠" &河北

村村民杨德山说"农村计划生育家

庭奖励扶助制度$人口和计划生育

%人性化管理& 大大推动了村民生

育观念的转变!更重要的是彰显了

农村%少生不吃亏!致富又养老&的

新型生育观念!使农村计划生育户

既感觉到了眼前的优惠政策!又解

除了晚年的养老之忧"二是已婚青

年生育观念得到改变"随着生活和

就业压力的增大$对子女教育质量

要求的提高!更多的青年开始重视

生育子女的质量! 即优育和优教"

已婚青年生育观念的改变促使传

统的以家族为本位的生育观念开

始让位于以个人为本位的独立的

生育认知!越来越多青年人的生育

目的开始由%传宗接代$养儿防老&

向 %为社会尽义务&$%充实家庭生

活&等转变"

调查结果!伴随计划生育政策

的深入民心和已婚青年生育认识

的提高!村民生育观念转变为自愿

少生"适当晚生!并产生了#质量重

于数量$的生育观念转变%

调查员!平舆县杨埠镇政府 杨

永超

近年来!随着计划生

育政策的逐步深入!农民

的生育观念有了很大提

高" 针对这一问题!近日

调查员在固始县徐集乡进行了调

查走访"

在该乡古城村! 调查员专门

走访了一户三口之家" 丈夫名叫

李家刚 !今年
!&

岁 '妻子名叫任

世芹!

%'

岁"夫妻俩结婚已近
$

年

了! 家中有一个
!

岁的活泼可爱

的儿子" 谈及计划生育问题!李家

刚说#%还是一个孩子好! 我们夫

妻俩整日忙得不可开交! 不会生

育二胎了" &谈话中得知!李家刚

#''(

年高考落榜后回乡务农!当

时曾失落了好一阵子!后来在乡$

村的支持下! 办起了一个小型养

鸡场! 年出售鸡蛋
)&

多万个!纯

收入
)

万多元" 任世芹也是一名

高中毕业生! 共同的志向使夫妻

俩决定专心发展养殖业! 教育培

养好孩子!坚决不要第二胎"

接着! 调查员又来到了花集

村走访了一位年近五十的中年夫

妻" 谈及计划生育问题!这位名叫

殷凤贵的村民说 #%

%&

年前结婚

后!因为前两胎生的都是女儿!还

想再生个儿子! 只好东躲西藏地

又偷生了一个" 虽然有了一个儿

子!但由于家庭人口多 $负担重 !

这些年来我算是吃透了孩子多的

苦头" 所以!我下决心教育三个孩

子坚决不违背计划生育政策" 现

在我的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均已

成家!一个家庭就一个孩子" &站

在一旁的村支书李玉西也连声

说#%对$对" &随同的乡武装部部

长霍登科分管全乡计划生育工

作! 他介绍说#%现在我们的计划

生育工作真的很好抓! 再也不会

像从前那样强行管制了! 农民的

生育观念在逐步改变((&

调查结果 !农民的生育观改

变是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和农民

对计划生育政策有更深了解的

结果&

调查员!固始县徐集乡 丁昌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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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大市邓州市!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吸

引社会资金
%&&&

余万元! 使
(&*

以上的行政

村看上了有线电视"

%行政推动$宣传发动$典型带动$服务驱

动" &在谈到如何引入社会资本发展农村有线

电视时! 邓州市广电局局长万洪志用这样
#)

个字进行概括"

在召开由各乡镇长参加的有线电视发展

现场会后!邓州市委$市政府大力宣传!鼓励动

员有经济能力的人积极发展农村有线电视!并

将其列入乡镇目标考核和
%&&'

年为民办的十

件实事"

同时!邓州市利用广播$电视大力宣传有

线电视发展的各项政策!以及在发展中涌现出

来的典型"他们还印制标语$公告等印刷品!在

每个乡镇散发数万张!以做到家喻户晓"

邓州市广电局同愿意发展有线电视的投

资人签订协议! 广电部门提供全程免费技术

服务!制定发展规划和技术培训!并对有线电

视材料的购进进行指导把关" 邓州市广电局

还将全市
%(

个乡镇分成两个分包区域!由局

事业科和乡镇部分别负责! 工作人员做到随

叫随到!为社会投资者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有了政策依托和广电部门的全程服务 !

邓州市农村有线电视迅速迎来了发展高潮"

%&&(

年!十林镇率先实现有线电视%村村

通&! 连子红组建的专业施工队在完成十林镇

%村村通&任务后!又投资在文曲乡连通了
+

个

行政村的有线电视网"

城区下岗职工余焕龙在裴营乡投资
(

万

元!连通
,

个村的有线电视线路!当年净赚
!

万余元" 构林镇退休人员李文月投资
%

万余

元! 把有线电视线路接到家乡小杨营乡孙庄

村!两个月安装
#$&

多户!当年就收回成本!净

赚
#

万余元"

%&&(

年! 邓州市投资有线电视的个人有

$+

人!总投资额
(&&

多万元!安排专业施工$

安装维修人员
#,&

多人就业!

+&*

以上的投资

者实现了当年收回成本" 如今!发展

有线电视成为许多农村有经济能力

的人的首选!在张村$赵集等乡镇还

出现争相发展的局面"

!"#$%&'()*+,-.

邓州是一个农业大市! 全市
#$,

万人口

中农业人口占
(&*

"

%&&+

年!我国农村地区

每百户彩色电视机拥有量为
',-,

台! 电视已

经成为农民文化生活的主要载体" 在农村发

展有线电视!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城

乡发展! 实现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最直

接$最现实$最快捷的办法" 发展农村有线电

视! 是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迫切需

求! 对广电部门来说更是繁荣农村文化的一

种责任"

但在这样一个农业大市实现有线电视%村

村通&!可谓困难重重"

%&&$

年下半年至
%&&)

年!邓州市广电局

花费一年半时间在全市
$&

个中心集镇发展有

线电视! 先后投资
!&&

余万元" 截至
%&&+

年

底!邓州市
$+'

个行政村只有
.)$

个通达有线

电视" 如果要实现有线电视%村村通&!保守估

计最少还需要
%$&&

万元投入" 农村有线电视

发展举步维艰"

与此同时! 广电部门在广大农村经营面

临人缘$地缘不熟等困难!难以有效保证入户

率和贴心的服务" 广电部门曾经在一个村接

入
#$

公里光纤!但最终只有
+

户安装" 邓州

市总面积达
%!&&

平方公里!地域广!村落零

散" 不少村庄离集镇$城区远!有线电视出现

故障后!维修难度大!成本高!难以及时提供

服务" 因此!单凭邓州市广电局一己之力发展

农村有线电视! 很难在较短时间内

实现%村村通&的目标"

如何快速发展农村有线电视成

为摆在邓州市面前的一个难题"

邓州市十林镇郭沟村有个叫连子红的

人!具有一定的有线电视线路设计$安装$维

修的专业技术"

%&&(

年初!他首先征得广电

部门同意!在郭沟村发展有线电视!并鼓动民

间有一定资金的人投资村级网络建设" 连子

红成立了一个专业的安装维修队! 负责对网

络提供技术服务!收取一定的劳务报酬"投资

者除去电费 $维修费 $人工费 !每年能净赚
#

万元左右"在原有服务规模的基础上!连子红

又说服投资人依托原有网络! 就近扩大服务

规模! 有的投资者一个人就投资五六个村的

网络建设!有效解决了工程资金缺乏$管理松

散的问题"

%当初发展有线电视也没有想太多!只是

觉得自己有这方面的技术!也觉得这是个赚钱

的门路"&提起自己投资农村有线电视的初衷!

连子红这样说!%其实我心里也有点儿犯嘀咕!

因为我也不知道这样做是不是符合政策"其实

农村有很多有能力的人愿意投资发展有线电

视!只不过我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 &说到这

里!连子红笑了起来"

邓州市广电部门认真研究国家政策!他们

看到!

%&&)

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进一

步做好新时期广播电视%村村通&工作的通知#

%在国家广播电视机构控股
$#*

以上的前提

下!鼓励其他国有$非公有资本投资参股县级

以下新建有线电视分配网和有线电视接收端

数字化改造" &

通过学习上级文件精神! 再结合本地实

际!邓州市探索并形成了自己的发展思路!也

就是在通往各乡镇干线网络形成的基础上 !

只要投资人自己出资把有线电视拉入村 $接

入户!广电部门让利
!

年!这
!

年的收益全部

归投资人所有"

!

年后! 网络产权归广电部

门!继续合作!利益分成"

%&&(

年
)

月
#+

日!

邓州市召开全市发展有线电视工作

现场会! 对这一思路进行广泛的宣

传推广! 打开了邓州农村有线电视

发展的局面"

农村有线电视
如何快速发展

抓典型!学政策!探新路

引入社会资本!激活网络全局

#

施工人员正在为农村有线电视用户架设入户线 把电视节目信号调试到用户满意为止

王巅/

文 洪璇/

图

(我们是服务行业!一定要把服务

做细致!把节目调到最好的状态%再说

了!乡里乡亲的!活儿做不好也让人笑

话% $

!

月
"

日!在邓州市刘集镇一农

户家里! 王梅英和丈夫李哲嘱咐着自

己的有线电视安装工人%

李哲) 王梅英夫妇是邓州市刘集

镇人& 今年
#

月!他们和邓州市广电局

签订协议!并先后投入
$%

余万元资金!

成立了有线电视安装服务队!短短
&

个

多月就在刘集镇和邻近的小杨营乡发

展有线电视村
'#

个!用户达
(%%

余户!

经济收益和社会效益都相当可观&

去年以来!邓州市鼓励社会资本投

入!加快农村有线电视发展的步伐!截至

目前!已发展有线电视通达村
$)*

个!新

增农村用户
$+#

万户! 预计到今年年底

即可实现有线电视行政村(村村通$&

%刚开始还有些担心! 毕竟咱投了三四

十万!怕收不回成本" 现在看来!前景一片大

好"我现在信心很足" &说到投资发展有线电

视!王梅英丝毫不掩饰自己的喜悦"

去年以来 !在有线电视 %村村通 &项目

上 !邓州农村社会投资累计已经超过
%&&&

万元 ! 相当多的投资人当年就收回成本 !

见到效益 "

目前!邓州市
$+'

个行政村已有
,(%

个

行政村通达有线电视!

)

万多户农民能看到

清晰$丰富的电视节目!老百姓对有线电视

赞不绝口"

新的思路不仅解决了邓州市农村有线

电视发展的瓶颈!加快了农村有线电视的发

展步伐!而且使投资人受益$老百姓受惠!同

时带来了数百个就业岗位!实现了多方共赢

的和谐局面!走出了一条中部农区发展农村

有线电视的新路子"

今年
,

月!国家广电总局办公厅出版的

)决策参考* 刊登了邓州市关于发展农村有

线电视%村村通&新思路的经验文章!对%邓

州模式&予以充分肯定"

+

月
!!

日 ! 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

原则通过 )文化产业振兴规划 * " 会议指

出 ! 要降低准入门槛 ! 积极吸收社会资

本和外资进入政策允许的文化 产 业 领

域 ! 参与国有文化企业股份制改造 !形

成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共

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 " 由此看

来 ! 邓州的做法不失为一种有益

的探索"

下期调查! 咱村小学生外流严重吗' 外流成

因是什么' 截稿日期#

'

月
%.

日

下下期调查!咱村中学生辍学现象如何'因何

辍学'

截稿日期#

'

月
%(

日

$

多方共赢的
"邓州模式#

看到精彩的节目!十林镇郭庄村郭荣亮一家人喜笑颜开

近期 !调查员在西平县吕店乡洪

村铺村采访计划生育工作情况 !与村

干部 $ 村民谈起近年来计划生育工

作" 他们普遍认为 !现在党的富民政

策滋润农民心田!促进了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

的开展"

洪村铺村干部邵军德对调查员说 #%前些

年!农村计划生育是台难唱的戏!群众由于受旧

观念的影响!重男轻女思想严重!有的夫妇为了

生个男孩!长期躲避在外!不配合孕检工作" 可

现在!党的富民政策群众理解了!得到了实惠!

乡村干部还经常下村! 给已婚育龄妇女宣讲计

生政策法规!利用村人口学校举办培训班!提高

了群众对计生政策的理解" 特别是对独生子女

户$计划生育双女户落实奖励扶助政策!使农民

的生育观念得到转变" 近年来!俺村人口与计划

生育工作整体水平提高了! 全村已婚育龄妇女

康检率达
.&&*

!计划外生育现象从根本上得到

改变" &

在该村村民邵中良家! 谈到计划生育话题

时! 邵中良的爱人袁英俊深有感触地说#%现在

政策好!党和政府关心计划生育工作!现在!俺

身边只有一个男孩!在上小学三年级" 前几年!

村民劝俺再生一个女孩! 我当时就说#+一个孩

子就可以了!生多了!加重负担" 只要把小孩教

育培养好!长大成才!俺就心满意足了" ,&

离开了邵中良家! 调查员又来到计生双女

户邵元林家" 邵元林说#%前些年!俺夫妇思想上

有顾虑!认为身边只有两个女儿!别人瞧不起"

后来!通过乡村干部的政策教育!多次参加人口

学习培训班!思想上的问题解决了!就下工夫培

养女儿上学读书" 如今!两个女儿高中毕业后在

外工作" 现在!党和政府对独生子女户$计划生

育双女户实行奖励扶助政策!到
)&

岁可以享受

补助" 去年!乡计生办干部对农村独生子女户$

计生双女户进行调查登记!俺心里更踏实了" &

调查结果!近年来!随着党的富民政策的落

实) 计划生育奖励扶助政策的实施! 村民认识

到*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 群众的生育观念

有了很大改变%

调查员!西平县吕店乡政府 韩继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