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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关于农村民生重要论述的理论意蕴与实践价值
王贤斌，王

瑞

（宁波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张 “精准脱贫”的扶贫方略改善农村基本生存型民生，通过创新土地经
营制度和加强农民职业教育建构农村发展型民生，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来推进农村普惠型民生，布局农
村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农村民生的高质量发展。习近平对农村民生的理论创新体现着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宗旨，体现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着新时代我国农村社会建设的基本思路。这成为
全党在新时代开展“三农”工作的指导思想，有利于我国在新发展阶段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有利于我
国农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新发展阶段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农村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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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

件的托底型民生、提高农村内生发展动力的发

农业的发展发生了新的变化，中国农村面临新

展型民生、保障农村社会公平的普惠型民生以

的发展问题。习近平审时度势，顺应社会历史

及提升农村民生发展水平的高质量型民生。新

发展的潮流，尊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

时代，我国围绕着这四个方面进行农村民生建

对新时代我国农村事业的发展作出了新的决

设，满足了农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推进

策。习近平全面阐释了改善农村民生与全面建

了我国乡村振兴的历史进程。

成小康社会的辩证关系，明确了新时代中国农

（一）“精准脱贫”改善农村基本生存型民生

村精准扶贫的工作主线，坚定了消除农村贫困

摆脱贫困是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基本要

的决心，提出了新时代农民实现美好生活的战

求，是民生改善的基础。党的十八大后，我国

略安排。

农村面临严峻的贫困形势，脱贫攻坚成为新时

一、农村民生重要论述的理论内涵

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的“硬骨头”。习

党的十八大以来，一方面我国农民对美好

近平深入剖析中国农村的贫困状况，创造性地

生活的向往变得十分强烈，另一方面改善农村

提出了新时代农村脱贫攻坚的重要思想。首先，

民生的社会环境非常复杂。习近平根据中国农

习近平科学概括了新时代中国农村脱贫攻坚

村社会的时代特点，创造性地阐发中国特色社

战的主要目标，即解决农村“两不愁三保障”

会主义农村民生理论，为新时代中国农村民生

问题，主张对农民基本生存问题进行托底性建

事业发展提供了价值指引。习近平关于农村民

设，致力于消除农村绝对贫困。 “两不愁三保

生的理论建构主要包括：满足农民基本生存条

障”就是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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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住房安全有保障，这是农村贫困人口脱贫
[1]

2022

强农民的发展后劲。“坚持农村土地农民集体

的基本要求和核心指标 。这量化了农村脱贫

所有。这是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魂’。

攻坚战的重要标准，明确了脱贫攻坚的前进方

农村土地属于农民所有，这是农村最大的制

向。其次，习近平创新了新时代农村脱贫攻坚

度。” 党向全国农村庄严宣告：“要坚持农村

的方式，推行“精准脱贫”的重要方略。“精

土地集体所有，不允许农村土地私有化。” 习

准脱贫”注重抓六个精准，即扶持对象精准、

近平否定了“农村土地私有化造福农民”的论

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

调，坚定了新时代农村土地公有制的立场，认

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确保各项政策

为只有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才能从根本上

[2]

[4]

[5]

好处落到扶贫对象身上 。“精准脱贫”旨在对

改善我国农村的发展型民生。同时，他还认为

农村脱贫进程实现精准监测，确保党的农村脱

新时代农村发展型民生建设不仅需要坚持农

贫政策能够全面落实，从根本上提高农村脱贫

村土地集体经营制度，还需要放活农村土地经

攻坚的质量，保证了我国脱贫攻坚的如期完成，

营制度，增强农民土地经营自主权。“我们要

彻底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最后，习近平还

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促使承包

对贫困人口的退出机制做了重点论述。“脱贫

权和经营权分离，形成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

攻坚目标任务完成后，对摆脱贫困的县，从脱

“三权”分置、经营权流转的格局” 。 农村土

[3]

[6]

贫之日起设立 5 年过渡期。” 这体现了习近

地经营思想的创新既满足了农民灵活就业的

平对农村民生建设的全局性、整体性和系统性

需求，也保证了我国“三农”大局的总体稳定，

思考，彰显出党对农村生存型民生的通盘谋划，

从制度上保障了农民群众的发展权益。此外，

确保脱贫成果能够稳固，保证农民群众不“返

习近平还非常重视农民的职业能力，认为农村

贫”，压实了农村民生建设的基础。习近平关

发展型民生建设依赖于农民的职业教育，培育

于农村脱贫的重要论述构成了新时代改善农

职业农民。
“要适时调整农业技术进步路线，

村民生的理论内核，解决了农民群众的基本生

加强农业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培养新型职业

存问题，成功使我国农村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

农民。” 农民走向职业化，可以增强农民职

域性整体贫困，使我国农村民生实现从“贫困”

业的发展后劲，增加农村的内生发展动力。总

向“小康”的伟大飞跃。

而言之，习近平主要通过创新土地经营制度和

（二）
创新土地经营制度和加强农民职业教育
建构农村发展型民生
土地问题是中国“三农”问题的核心，是
培育农民发展能力的重要突破口，解决好农村
土地问题事关我国农村发展型民生建设的根
本。中国共产党根据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确

[7]

提高农民的职业素养两方面丰富了我国农村
发展型民生理论的内涵，提高了农村发展的内
生动力，保障了农民群众的发展权益，使农村
民生建设进入新阶段。
（三）
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推进农村普惠型
民生

立了社会主义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土地集体

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是农民共享社会

所有制营造了农村长期稳定的发展环境，是中

发展成果的重要体现，是新时代农村普惠型民生

国农民提高发展能力的基本制度。

建设的基本要务。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发展整体

进入新时代，中国农村面临农田面积缩减、

滞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较为薄弱。十八大以来，

劳动力短缺和农村非农化趋势的新局面。为了

“按照兜底线、织密网、建机制的要求，全面建

保证我国粮食产量的稳定，确保农业基本盘不

成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

乱，农民发展能力的持续性提高，习近平明确

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 。国家着重完

主张维护农村土地集体制度，认为只有保障好

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让农民共享社会的发展

这项制度才能确保农村民生的持续性改善，增

成果，构建普惠型的农村民生。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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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态” 。习近平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民生建设

倾斜，让农村共享全社会的医疗和养老资源，

的范畴，符合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时代需求，

实现城乡民生的共建共享。根据习近平的重要

为构建农村高质量发展的大民生格局奠定了

论述，党中央做出战略规划：“完善统一的城

理论基础。

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大病保险制度，做

习近平从农村生态环境和乡风文明两个

好农民重特大疾病救助工作，健全医疗救助与

维度上来布局农村民生建设，旨在从社会存在

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及相关保障

和社会意识双重维度上来搭建新时代农村民

制度的衔接机制，巩固城乡居民医保全国异地

生的高质量发展架构。在生态环境方面，习近平

[8]

就医联网直接结算。” 新时代全面深化农村

强调“要接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

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着力构建起覆盖所有农

重点抓好改厕和污水、垃圾处理” 。要把农村

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提倡全国医保一体化，

人居环境放在首要位置，着力推进“厕所革命”，

打破医疗报销的行政障碍，做到农村基本公共

改善农民生活环境，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卫生服务的均等化和便捷化，全面满足农民对

构建农村民生高质量发展的生态格局。在乡风

医疗服务的需求，进一步保障了农民的生命健

文明建设上，习近平主张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康安全。新时代，我国农村养老问题特别复杂。

的发展思想，提高农民的主体性意识，推动农

习近平主张将养老保障重点指向养老基础设

村形成良好乡风民风，增强农民共建生态文明

施，全面改善农村养老环境。“完善多层次养老

的主动性，留得住“乡愁”。“要加强社会主

保障体系，探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框架，加

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弘

快建设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

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普及科学知识，

养老服务体系和健康支撑体系发展老龄产业，推

推进农村移风易俗，推动形成文明乡风、良好

[9]

[3]

[3]

动各领域各行业适老化转型升级。” 习近平特

家风、淳朴民风。” 习近平主张的高质量型

别重视农村老人的情感关怀，推动我国农村养

农村民生使中国农村社会不但要“富”和“强”，

老走向温馨化、人性化和现代化。“我们要在

而且还要“美”，真正使农村民生与城市民生

全社会大力提倡尊敬老人、关爱老人、赡养老

走向了融合。

人，大力发展老龄事业，让所有老年人都能
有一个幸福美满的晚年。”

[10]

习近平关于农

村养老和医疗服务的重要论述深刻回应了我

二、农村民生重要论述的理论意蕴
（一）中国共产党宗旨的时代传承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民生实践源自无产阶

国农村民生的时代发展要求，扩展了我国农

级政党的本质，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体系，

村民生建设的内容，增加了农民生活的获得

来源于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党的宗

感。农村普惠型民生建设使农村发展由“富”

旨是党行动的重要准则，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

变“强”，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追求全体人民

斗的动力源泉。党的宗旨引领党民生理论的发

共同幸福的价值本质，充分彰显了社会主义

展，党的宗旨促进党民生政策的铺展，党的宗

制度的优越性。

旨指导国家民生格局的构建。中国共产党带领

（四）
布局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农村民生
的高质量发展

中国农民进行社会革命就是为了从最根本上
改善农民的生活，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民生。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萌发于美丽乡村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带领农民开展大生产，改

实践，“两山理论”是习近平对浙江农村发展

善农村医疗卫生条件，解决粮食短缺。改革开

思路的系统总结。新时代农村民生的建设需要

放以来，党率先进行农村的生产制度改革，充

走可持续的发展道路。老百姓过去“盼温饱”

分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全面减轻了农民的生

现在“盼环保”，过去“求生存”现在“求生

活负担，开始构建农村生产和生活补偿机制，

4

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22

解决中国农民的“温饱问题”，提高中国农民

党的领导是我国农村民生持续性改善的

的生活水平。中国共产党将党的宗旨作为党执

基础和关键，也是开启我国农村民生治理现代

政兴国的行为准则，将党宗旨的理论能量成功

化大门的一把钥匙。习近平指出，“历史充分

转化为改善人民民生的实践力量，使中国民生

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

事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执政为民是中国共

习近平对新时代改善农村民生的思考也

[14]

产党执政兴国谋发展的目的和动力，中国共产

根植于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对新时代农村民生

党谋发展依靠中国人民，谋发展为了中国人民，

格局的部署正是对党的宗旨的时代传承。中国

发展成果也理应由中国人民共享。新时代中国

共产党把改善人民民生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至上

重要任务，矢志不渝地追求人民幸福的价值真

的发展观。习近平的民生观，蕴含着深厚的人

理。习近平指出，解决问题的宗旨，就是为人

民性，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12]

民服务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

思想，展现了党中央对农民利益的战略性维护，

入调查我国农村民生发展状况，准确地把握住

彰显了人民领袖的农民情怀。以习近平同志为

了我国农村民生的发展脉搏，并为新时代改善

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坚持人

农村民生提出了系统的解决办法。新时代，党

民为主体的地位，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充分

解决农村民生发展难题的根本动力来自于党

发挥农民的主体性和创造性。中国共产党不遗

的宗旨即为人民服务。为此，党中央为农村脱

余力地改善农村民生，就是在践行为人民谋幸

贫攻坚事业进行全面部署，各级党组织为农村

福的初心和使命。习近平关于农村民生重要论

制定了详细的脱贫计划，党员干部投身于脱贫

述，合理地处理好了人民与发展成果之间的关

攻坚工作的第一线。经过全党的八年奋斗，中

系，解决好了农民与农村发展成果之间的关系，

国农村彻底消灭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

体现了人民至上的价值观，为我国农村民生的

[13]

困 。中国贫困治理取得辉煌成就得益于中国
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得益于中国共产党
新一代领导集体对党宗旨的继承和发扬，得益
于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对党宗旨的忠实践行。

持续性改善指明了发展方向。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题中
之义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完成社会主义

党宗旨的时代传承引领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革命后，走向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为中国

民生事业的向前推进，引领着百年大党治理农

人民开启了幸福生活的大门。百年历史征程中，

村的能力不断地增强，推进了我国实现社会主

中国共产党深刻领悟到全面改善人民民生，实

义现代化新农村的时代进程。

现人民美好生活就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的重要体现

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带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

领中国人民由“贫困”实现“小康”的成功之

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后，以改善人民

路，是通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希望之路，是

生活条件为基本目标，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展

中国人民实现美好幸福生活的光辉大道。

大生产活动，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民生事业的重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

要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

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

改革创新，通过发展经济壮大了人民民生的物

则。“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

质基础，为新时代我国人民民生的高质量发展

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

积蓄了必要的社会基础。新时代，党带领全国

使命。” 党紧紧扣住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各族人民守正创新，使我国民生质量实现了跨

时代课题，把改善农村民生作为重要的时代任

越式推进。

务，全面推进农村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

[15]

第3期

王贤斌等：习近平关于农村民生重要论述的理论意蕴与实践价值

5

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村振兴的大局之中，并且把农民民生问题统筹

习近平的农村民生重要论述蕴含着他对城乡

到我国城镇化的发展格局中，还将农民民生的

共同富裕的实践坚持和时代创新，成功地开创

问题作为“三农”工作的首要问题。党中央明

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新时

确指出，中国要实现现代化不能与农村割裂开

代，党坚持“共享”的发展理念，着力推进全

来，更不能舍弃农村，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农村生产力水平得到了

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利益至上。习近平对农村

显著提升。习近平创新农村民生的发展思路，

发展主体力量的认识，从根本上提高了农民的

主张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竭力改善中国城乡民

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使农民稳步实现美好幸

生发展不平衡的现实状况，这是新时代中国特

福生活。中国“三农”工作的开展以改善农民

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题中之义。习近平对农村民

民生为基础，成功解决了农民的贫困问题，满

生的论述是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依据，

足了农民生活的实际需要，保障了农民的生活

利于协调我国社会发展，推动全体城乡居民共

安全。党着力改善农民民生，提高了农民生产

享我国社会发展成果，利于农村地区和城市地

的积极性，释放了农村改革的活力，保证了我

区实现共同富裕，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国“三农”工作的基本稳定。习近平关于农村

的优越性；利于我国城乡居民生活质量的整体

民生的重要论述指引着我国农村贯彻新发展

性提高，使全体中国人民都能过上更加美好的

理念，推动着我国农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指

幸福生活，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更加坚实；

导着我国农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引领着我

利于激发社会发展的内生动力，畅通国内大循

国开辟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现

环，奋力实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目标。

代化的实践道路。

三、农村民生重要论述的实践价值
（一）新时代中国农村工作的根本指南

（二）新时代实现农村现代化治理的依据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坚持和完善

农业稳则国家稳，农民安则大局安，农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兴则民族兴。“三农”问题是关系我国国计民

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

生的根本问题，也是中国社会持续向前发展的

务。”

关键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发展相对

色社会主义道路，全面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

滞后，农民仍然在我国人口结构中占据重大的

义制度，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比例，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向前推进的重要力

进入新时代，党中央对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

量。新时代，我国农村社会呈现出了不平衡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了全局性的规划。其中，

不充分的发展特点，中国出现了农民工、留守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我国农村治理实现现代化

儿童、耕地减少、农村萎缩以及农村养老等社

有了系统性的思考，成为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

会问题，这些问题阻碍着我国社会文明的高质

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现代化治理与城市

量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面建设。

现代化治理相结合，共同构筑了我国建设社会

习近平紧紧围绕着新时代城乡社会发展

[16]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创出了中国特

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区位治理架构。

的现实问题，提出了“三农”工作的重要方略，

习近平关于改善农村民生的重要论述对

成功解决了农村土地经营的流转问题，及时制

我国农村社会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改变了

定了农民工回乡置业的政策，描绘了乡村未来

我国农村穷困的落后局面，直接推动了党农村

发展的蓝图。习近平对于农村民生的重要论述

执政思路的创新，强化了我国农村集中治理的

是新时代我国“三农”工作的重要指南，指引

能力。中国农村稳步推进“三权”分置的改革，

着我国“三农”工作的稳步推进。新时代的“三

鼓励农民创新土地经营模式，坚持了我国农村

农”工作将农民的民生问题融入农业生产和乡

集体所有制，发展了我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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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使农村社会主义土地制度得到了坚持和

质量的民生基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完善，为农村社会实现治理现代化稳固了制度

央对我国农村发展现状作出综合研判，果断决

基础。中国共产党围绕着精准脱贫的奋斗目标，

定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实现巩固拓展

部署了农村基层脱贫帮扶机制，创新了党对基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农村需要

层党组织的领导方式，提高了基层党组织的群

持续性改善民生，构建农村返贫的预防和阻断

众组织能力，扩大了党执政兴国的基础，为农

机制，做到政策的持续性跟进，确保农村不会

村社会治理实现现代化创造了新的条件。新时

返贫，使农民生活水平持续性提高，中国脱贫

代，党和国家解决了农民生活困难，改善了农

成果得到有效的巩固。在此基础上，稳步推进

村的基础设施，推动农村转变发展观念，增强

乡村振兴目标的阶段性落实，深化农村民生实

了农民主体性的发展观念，为农村实现社会现

施机制的改革，建立现代化的农村民生体系，

代化治理注入了新的动力。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全方位构建农村民生的保障机制。全面推进乡

党中央坚持系统治理的理念，坚持农村社会综

村振兴战略，需要走发展民生的振兴思路，充

合治理，将农村社会治理融入我国社会治理的

分推动农村民生的全面振兴，构建符合农村民

格局中，推动农村实现现代化。此外，中国农

生需要的振兴机制，在乡村振兴中坚持改善和

村坚持绿色治理的理念，成功处理好了社会发

发展民生。总而言之，乡村振兴的实施基础是

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问题，提高了农村生

农村民生的持续性改善，乡村振兴的价值目标

态治理的水平。习近平关于农民民生的论述为

是改善农民生活，乡村振兴的实施遵循也应该

农村实现现代化治理提供了坚实依据，成功地

是始终围绕着农村民生。

将农村纳入到了现代化治理体系中，完成了对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治理格局的整体建构，推
动了我国社会治理文明的全方位发展。
（三）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基本遵循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优先发展农
[17]

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十八大以来，
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成功打赢精准脱贫攻坚
战，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中国农村的民生建设迈上了新
台阶。党中央为推动乡村高质量发展，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战略，将改善农村民生贯穿其中。
这充分体现出党对乡村振兴战略谋划，也体现
出习近平对农村民生持续性提高的重要思考。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是习近平关于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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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and Practical Values of Xi Jinping’s Exposition on Rural People’s
Livelihood
WANG Xian-bin, WANG Rui
（Faculty of Marxism Studies,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11, China）

Abstract: Xi Jinping advocated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strategy to improve the basic livelihood of the rural people. Through
the innovation of the land management system and the improvement of farmers’ occupation education, we will build developmentoriented livelihood in rural areas. By improving rural social security system, we will build a better inclusive livelihood and layou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o achie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people’s livelihood. Xi Jinping’s theoretical innovation on
China’s rural livelihood is a reflection of the CPC’s dedication to serving people wholeheartedly. It embodies people-centered
development thought and the basic blueprint of China’s rural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It is the guiding ideology for the whole
party to carry out the work of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in the new era. It benefits that we comprehensively implement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n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and that China’s rural areas achieve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Keywords: Xi Jinping, livelihood, rural revitalization, rural people’s life
（责任编辑 夏登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