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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三农”问题一直是党和国家重点关注的问题。由于生活环境、经济状况和文化素养等原因，农村老人成为社会的弱势群体。本文通

过剖析农村养老存在的原因，并寻找其根源，以及提出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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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村养老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 一) 农村养老的基本状况和突出问题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四个全面”的基本内容之一，农
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所在，解决
“三农”问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而农民的养
老问题是三农问题中的重要问题，它影响着社会的和谐稳
定，影响着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影响着小康社会的全
面建设，影响着“人民幸福”的中国梦的实现。

目前农村养老主要存在以下几种问题: 一是生活负担
和精神负担沉重。农村老人身体不好还要从事繁重的体力
劳动，例如带孩子、种地、喂猪、养鸡、放牛羊等，为了让家庭
物质生活更丰富，他们倾尽了全力，再苦再累依然坚持着，

从不抱怨。身体不好、不能干活的老人担心子女说他们是
吃“闲饭”的人，并且在心里担心子女的就业、生活问题; 孙
子、孙女的教育、升学问题，为家庭奋斗了一辈子、操碎了
心。二是医疗负担沉重。多数老人的支出主要用于治病吃
药，并且医药费是自己付。据调查，在农村老人中主要存在
两种情况: 第一，虽然有农村合作医疗，但是必须是先自掏
腰包再报销，生活十分贫困的老人根本没有自费的能力。
第二，平常的小病不予报销，数额达到一定程度才给予报
销。在平常生活中，大多数老人易得一些普通病，如: 发烧、
感冒、咳嗽、腰间盘突出等，每次花费虽然不多，但常年生病
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三是养儿防老的尴尬。自古以来，
“养儿防老”的观念根深蒂固，尤其是在偏远落后的农村地
区，儿子养老的观念深入人心，认为儿子就是顶梁柱，生女
儿就是“绝户头”。尽管老人为了儿子上学、结婚、买房子、
找工作付出了一辈子的积蓄，但在现实中由于各种原因，与
儿子生活在一起的老人并不幸福，相反与女儿生活在一起
的老人幸福度较高。据调查，有些与儿子儿媳生活在一起
的老人，生活的小心翼翼，平时省吃俭用，还要看儿子儿媳
的脸色行事; 相反与女儿生活在一起的老人，女儿女婿照顾
老人无微不至，老人平常跳跳广场舞、健健身，生活十分快
乐。四是赡养老人的方式使老人缺乏尊严感。古人云:“多
儿多女累爹妈”，父母为了儿女可谓抛头颅洒热血，付出了
所有，但等老人年事已高，没有劳动能力时，子女在赡养老
人方面互相推诿。现在在农村中主要有以下几种养老形
式: ( 1) 轮流养老，即老人在儿女家轮流过一个月或两个月;
( 2) 分摊养老，老人不与儿女住在一起，每个儿女按比例提
供给老人一定的粮食和钱物; ( 3) 寄养老人，儿女出钱把老

人送到敬老院、光荣院等，每个月定期来看望老人。凡此种
种情况，老人生活并不幸福。一是在轮流养老上，轮到哪个
儿女家就在哪个儿女家吃住，若老人有一定的积蓄，儿女们
就互相争抢; 若老人贫苦或身体不健康时，儿女们互相推
让，各种矛盾不断。二是在分摊养老上，老人要为自己的吃
饭生活发愁，必要时还要找儿女们催要。三是在寄养老人
上，一旦生病，儿女又不在身边，倍感孤独和凄凉。同时，养
老院收费昂贵，一些家庭没有能力承担。五是国家养老政
策有待完善。据调查，一些农村的土地已被国家收购，一次
性补贴几万元，但一些没有劳动能力的老人只能靠着国家
收购的土地和每月 75 元的补助过日子，一旦生大病、补助
花完，老人日后的生活就难以保障。

( 二) 主要原因分析

一是农村经济发展速度缓慢。经济的发展跟不上物价
的脚步，随着小孩升学、教育和自身就业、买房、买车等问题
的不断涌现，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负担愈加沉重，已无暇顾及
老年人的养老问题，经济基础的缺乏严重制约着老年人的
生活水平和质量。

二是养老观念差。当今社会一部分人养老观念日益淡
薄，忘却了孝老敬亲的传统美德，不懂“家有一老，如有一
宝”的 真 理，把 老 人 当 成“包 袱”、“拖 油 瓶”，嫌 弃、抛 弃
老人。

三是尊老、敬老气氛不浓厚。老人是社会的财富，人人
应尊老、爱老、孝老、敬老，但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经济、社会
条件和自身认识水平的影响，尊老、敬老气氛不浓厚的原因
是: ( 1) 国家重视不够。国家应再加强对青少年孝老敬亲思
想的教育，使每个人都能做到“孔融让梨”。( 2) 社会关注不
够。养老问题是全社会的问题，各行各业应以政府为主导，

集中力量关爱老年人。( 3 ) 宣传力度不够。学校要加强孝
老敬亲的教育; 媒体应多发布一些尊老爱老的公益宣传片;

电影公司多制作一些以爱老为主题的电影，合力打造一个
充满着和谐的世界。

四是农村社会保障缺乏。农民以种地为生活来源，随
着岁数的增长，健康度和劳动能力越来越下降。在土地里
朝黄土背朝天的奋斗一辈子，一个汗珠摔八瓣，但是年老之
后并不像工人、白领、学者、教授那样享有退休金等养老补
助，生活来源是孩子们的供给和每个月 75 元的补助。孤寡
老人生活更加困难。同时，农村养老保险覆盖率低，老人的
生活难以保障。 ( 下转第 2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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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合理地确定和注册药品的商标，避免因药品的通用名
称被弱化而使自己的商标权手段侵害。

其次，药品商标“傍名牌”的行为在药品行业也是层出
不穷。因为我国企业的数量非常多，如果完全依靠政府部
门监督管理，效果也许并不会十分显著。笔者建议，每个药
品企业能够增设一个监管部门，对社会上其他的同类药品
或相关产业进行密切关注。这些监管部门再相互联网，形
成一个统一的“网络链”，确保同行业之间的有效沟通。企
业只有进行自我保护，避免被动地依靠政府部门或法律，才
能更好地维护自身的权益。

再次，对于有些企业将其生产的药品“通用名称”全部
或分部分注册成为药品商标的野蛮行为。之所以会出现这
种现象，并不是因为他们对商标法不理解，而是因为他们想
要将此类药品垄断，独此一家。然而药品就是因为其特殊
性质，其法定名称在全的世界范围内都是统一的，换种说
法，药品的通用名称属于公共物品。公共物品也想归为己
有，可见，在经济利润的驱使下，为了恶意垄断，药品企业可
以将通用名称归为己有，那么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 药
品目前虽然属于商品，但是它关系到每位老百姓的生命健
康，所以药品企业家们在追求经济利润的同时，更应该追求
人格的升华。

最后，药品企业中虽不乏一些非法分子存在，但也有许
多弱势的企业，它们的药品质量、口碑都是一流的，却因其
商标意识淡薄，使企业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过去，许多属
于我国的名牌药品企业以及新药研制者的药品商品名称注
册商标被许多外国企业大肆抢注。而我国对于药品名称的
保护主要就似是为了防止不正当竞争行为。为了考虑我国

经济利益和企业信誉等问题，适当维护本企业的商标权是
合理的。笔者认为，由于国际上大都采用申请在先的商标
注册原则，所以，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和口碑，企业自身一
定要充分重视自己合法的知识产权，不能盲目搞生产，要定
立长远目标，不给非法抢注或国外其他企业看似合法的抢
注留下“钻空子”的余地。

( 二) 对于立法部门提出的建议

在实践中，法律法规政出多门、关联的部门也比较多，

而药品名称与商标的使用问题涉及了专利法、商标法、药品
管理法等法律。因此协调立法就显得分外重要。很多现实
问题最能直接反应本部门的局限性，有时本部门的规定可
能与其他部门规定相抵触。基层工作者、消费者应当成为
立法者首先重视的对象，要充分听取他们的意见建议，当然
这一切应当建立在与法律一致的基础之上，避免重叠保护，

避免违反宪法法律，权责分明，要“一个萝卜一个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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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升农村老人生活质量及幸福感的思路
一是要大力发展农村的经济。只有这样农村子女才能

更有能力履行赡养义务。这就要求当地政府充分的招商引
资，将企业与村进行更好的联系。制造类型的企业进入农
村，在村里开设工厂，这样既能满足企业用工荒，同时也能
增加农村子女的收入。但同时政府也要从税收方面给予企
业进村开办工厂一定的优惠，帮助企业以及农村能更好进
一步发展。

二是国家、政府、社会要更加注重农村养老问题。国家
和政府要加强对农村的投入，特别是对农村老人的补助，提
高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水平，使农村老人老有所依、老有所
养。社会要加大对农村的重视。爱心企业多多奉献爱心;

媒体要加强对农村养老的报导。各行各业以国家政府为主
导，集中力量关爱老年人。

三是加强道德宣传教育，培养和提高农村子女的自觉
赡养意识。尽管我国已为保护老年人权益而制定了一些法
律法规，但却没有明确规定赡养老人的标准，而这个标准的
制定又对农村老年人的生活保障十分的重要。长期以来，

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标准还停留在儿女的“良心”上，给老年
人多少钱或是多少物，全凭儿女们的道德水准。弘扬孝道、
关爱老人是全社会每个人的责任，年轻人要对老人多一点
关注，多一点爱，善待今天的老人，就是善待明天的自己。
因此，我们应该把孝敬、尊崇、赡养老人作为乡风文明建设

的重要内容。加强有关的舆论宣传，树立有关典型，倡导百
善孝为先，加强道德的约束力和舆论的影响力，从而营造出
人人都来关爱老年人的良好风尚。

四是建全农村养老保障设施。在加大道德宣传力度的
同时，也要进一步为老年人生活提供更多的保障。大力实
现农村合作医疗和农村养老保险全覆盖，解决农村看病难、
看病贵、看不起病的问题，并提议建立村级或乡级老龄事业
发展专项基金或养老基金，这样可以用于老年福利设施建
设和特困老年人的救助以及老年人的养老补贴，使老人心
理上有了依靠。

三、结语
当前，农村养老和城市养老之间仍然存在很大差距，国

家应该采取多种措施，为农村老人的晚年幸福创造条件。
社会应加大力度传播尊老、爱老、敬老的正能量，并号召爱
心企业伸出爱心之手，共同营造社会和谐、老人幸福的良好
氛围。学校要加强对学生尊老敬老传统美德的教育。作为
儿女，不仅要满足老人的物质需要，更应让老人精神愉悦，

心理温暖。善待今天的老人就是善待明天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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