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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地区农村妇女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作用研究
———以甘肃省通渭县为例

唐永霞，罗卫国

(甘肃中医药大学定西校区 人文教学部，甘肃 定西 743000)

摘要: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迅速发展，贫困地区的农村人口大幅度减少。实证调查研究表明:贫困地区农村妇女

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作用日渐凸显。然而，贫困地区封闭的传统观念、落后的经济条件以及政策与体制等诸多因

素，限制和削弱着贫困地区农村妇女在乡村振兴中作用的充分发挥。针对此现状，提出了推动贫困地区农村妇女

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发挥作用的对策建议:加强宣传教育促进农村妇女主体意识的自我觉醒;健全就业服务体系打

造农村妇女发展的产业舞台;提供政策保障确保农村妇女参与乡村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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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1． 研究背景和意义

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要坚持农

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

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

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

代化。”然而，目前我国贫困地区的农村人口大幅度

减少，外出务工或举家迁徙到城市，已然成为一种

普遍现象。在所剩无几的农村人口中，农村妇女逐

渐成为农业建设的主力军。然而，学者认为农村妇

女发展状况不是很乐观，留守妇女数量增多;妇女

参政意识差;教育和科技水平比较低等等，这些问

题都在困扰着中国农村的发展
［1］58 － 62。学者姚德

超、刘筱红基于阿玛蒂亚·森自由发展观的分析，

认为在农业女性化背景下，农村妇女发展因遇到新

问题而陷入困境
［2］74。农村妇女发展的困境本质上

是可行能力贫困
［2］76，改善农村妇女的可行能力，是

公共决策恰当回应农村妇女发展问题并实施政策

调适的可行路径
［2］77。学者亦从不同角度提出推进

农村妇女发展的路径选择，如针对西部民族地区农

村妇女，学者认为首先应完善制度建设，保证农村

妇女发展的权利
［3］57 － 60。针对农村妇女参政问题，

学者认为，中国农村妇女参政方式主要通过村民委

员会中女性委员和村民代表大会中女性代表专职

专选制度来实现的
［4］44。虽然部分参政农村妇女被

动地走上了参政的道路，但是她们利用这个契机培

养了自身的参政和施政能力，并发挥了主观能动

性
［4］47。针对目前乡村振兴战略中农村妇女就业难

问题，学者认为应提高农村妇女劳动力的主体意

识，提高她们的思想文化道德素质，促进农村妇女

就业
［5］142 － 143。同时认为农村妇女的就业问题是事

关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的问题
［5］142 － 143。

纵观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学者大多在新农村视

野下探讨农村妇女发展问题，从乡村振兴战略视域

下探讨贫困地区农村妇女作用的研究成果寥寥无

几，亦鲜有学者关注贫困地区的农村妇女。然而，

贫困地区的农村妇女相较于全国其他地区的农村

妇女而言，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发挥其主体性和积极

性的制约因素更为复杂，贫困地区农村农业女性化

趋势更为突出。贫困地区能否实现乡村振兴战略

的宏伟目标，能否成功脱贫如期迈入小康社会，农

村妇女的作用日渐凸显。因此，如何进一步充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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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农村妇女的主体作用，推进其积极投身于乡村振

兴战略，已成为贫困地区乡村振兴战略所面临的重

大课题。
2． 研究思路和设计

本研究采取定量和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

贫困地区农村妇女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作用进行

研究。具体调查点的选择，根据样本区各乡镇经济

发展水平高、中、低层次，课题组从中选取了甘肃省

通渭县的 M 村、P 村、C 村作为调查点。在具体抽样

方法上，采取了等概率抽样的方法，按照各乡镇人

口的比例分配各乡镇的样本数，然后从乡镇中随机

抽取若干村，入户选择农村妇女作为样本进行问卷

调查和个别访谈。在调查对象的选择上，按照老、

中、青的年龄段分别抽取了相应的农村留守妇女群

体作为调查研究对象。问卷调查和个别访谈内容

设计主要围绕着:农村妇女的科技意识、农村妇女

的技术能力、农村妇女在种植业、养殖业、手工制作

和加工业等方面的平均参与度、农村妇女参与乡村

环境改善情况、农村妇女的家庭文明建设和家庭子

女教育情况、农村妇女参与乡村治理的意识和基本

参与情况等方面进行调查。

课题组于 2018 年 3 月至 2018 年 7 月，在样本

区三个调查点共发放调查问卷 300 份，回收有效问

卷 276 份，有效回收率 92%。调查中发现，本次调

查样本区超过 90%的家庭都有外出务工人员，且举

家常年 外 出 务 工、田 园 荒 芜 者 约 占 农 村 家 庭 的

20%，滞留在村中的青壮年劳动力不足全村劳动力

的 10%，虽然留守村中的女性劳动力在全村劳动力

比例也只有约 40%，但在一年中的主要农业耕作时

间里，妇女的劳动时间均高于男性劳动力。农村留

守妇女已成为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力军，成为影

响乡村振兴战略实现的关键因素。

二、贫困地区乡村振兴战略中农

村妇女的作用分析

1． 农村妇女是产业兴旺的主力军

在本次调查样本区甘肃省通渭县农村，妇女在

种植业、养殖业、手工制作和加工业等方面的平均

参与度都高于男性，这些产业正是农户家庭的重要

收入来源，同时也是乡村产业兴旺的重要保证。而

且近年来大多数农村妇女都有外出务工的经历，在

外出务工的过程中，她们的观念得到一定更新，眼

界大大开阔，学到了一些基本行业技术和技能，为

发展种植业、养殖业、手工制作、加工业等创造了条

件，成为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有力的推动者。

课题组对样本区农村妇女的问卷调查显示，农

村妇女已在科技意识、技术能力等方面有了明显提

高(表 1)。约 51． 4%的农村妇女已懂得“至少两门

种植或养殖技术”，而表示“无任何养殖或种植技

术”者仅占被调查者的 1． 4%。课题组在访谈中发

现，她们中 90% 以上的人认为，传统种植应该向科

技致富转变。如本次调查样本区通渭县李店乡推

行“五连”模式开展产业扶贫行动，2018 年全乡 12

个行政村 737 户共发展金银花种植 1 972 亩、种植

花椒 6 023 亩、核桃 995 亩、辣椒 1 000 余亩、苹果

330 亩、小杂粮 3 100 亩等。调查中发现，农村妇女

已成为此次行动的主力军;另外，农村妇女的刺绣、

剪纸、手工编织等手工制作在样本区出现“企业 +

基地 + 带头人 + 贫困妇女”的生产经营模式，已成

为农村脱贫致富的主要产业模式。显然，广大农村

妇女已成为农村科技致富理念的传播者，新技术、

新品种的推广者，她们已成为影响和带动农村社会

产业兴旺的主力军。
表 1 农村妇女已掌握的技术能力调查

类型 频数 占比(% )

仅掌握一门养殖或种植技术 109 39． 5
至少掌握两门养殖或种植技术 142 51． 4
掌握三门及以上养殖或种植技术 21 7． 7
无任何养殖或种植技术 4 1． 4
合计 276 100

2． 农村妇女是生态宜居的建设者

生态宜居，打造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是乡村

振兴的主要内容，也是广大农村亟待解决的重要问

题。我国贫困地区存在的普遍现象是乡村基础设

施建设落后、乡村环境卫生较差，但可以肯定的是，

在现有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乡村环境改善、家庭

环境卫生改善等活动中，农村妇女既是主要实施

者，同时又是受益者。

本次调查中发现(表 2)，样本区农村妇女参加

当地政府组织的“修路改路”的比例约占总参与人

数的 75． 7%，参与“处理污水垃圾”“改水”“改厕”

者分别约占总参与人数的 80． 4%、90． 9%、11. 2% ;

访谈中约 85% 以上的农村妇女认为农村最需要解

决的问题是“脏、乱、差”现象，她们对于改善生活环

境，提高生活质量要求还是比较迫切，因此对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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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组织的各类环境改善活动都积极参与。另外，农

村妇女也是家庭环境卫生改善的最主要执行者。

贫困地区的农村“男主外、女主内”观念依然根深蒂

固，农村妇女是理所当然的家庭环境卫生的执行

者。在样本区，部分农村妇女会把自家庭院收拾妥

当、干净整洁，但由于经济条件及观念的落后，大多

数农村家庭缺乏一定的环境卫生常识，如家庭生活

垃圾随意堆放，庭院生活与动植物种养缺乏卫生隔

离，没有建立环保卫生的厨房等现象普遍存在。即

便如此，农村妇女在家庭环境卫生改善中的作用不

容小觑，个体家庭的生态宜居是整个乡村生态宜居

的重要组成部分，个体家庭中农村妇女的生态意识

和能力是影响整个乡村生态宜居能否实现的关键

所在。
表 2 农村妇女参与乡村环境改善情况调查

类型 频数 所占比例(% )

修路改路 209 75． 7
处理污水垃圾 222 80． 4

改水 251 90． 9
改厕 31 11． 2
其他 12 4． 3
合计 276 100

3． 农村妇女是乡风文明的构建者

美国社会学家 E·W·伯吉斯和 H·J·洛克

指出:“家庭是被婚姻 、血缘或收养的纽带联合起来

的人的群体。各人以其作为父母、夫妻或兄弟姐妹

的社会身份相互作用和交往，创造一个共同的文

化。”［6］222
可见，家庭是推动乡风文明的主要载体。

农村妇女以其特有的勤劳、智慧，是家庭文明的主

要构建者，也是乡风文明建设的引领者。农村妇女

在乡风文明建设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家庭文明建设。贫困地区的农村妇女文化程

度普遍偏低，但具有贤惠善良、勤俭持家、尊老爱

幼、助人为乐、邻里团结、夫妻和睦等传统美德。而

且大多农村妇女能积极投身于当地妇联组织的各

类精神文明竞赛、家庭美德建设活动，能够自觉地

融入妇联组织的家庭文明建设活动中，以家风促乡

风。农村妇女是乡风文明的传播者和建设者。

家庭子女教育。贫困地区的农村，随着父亲的

外出务工以及传统观念的制约，陪伴和教育孩子的

重任基本落在了农村妇女的身上，农村妇女因母亲

的角色优势，是孩子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影响者。

大多农村妇女基于自身发展的深刻体会以及社会

环境的巨大影响，能积极主动地提升自我、改变自

我，以最大的努力和期望去培养孩子，使乡风文明

建设后继有人。农村妇女是乡风文明的培育者。
4． 农村妇女是生活富裕的营造者

家庭生活富裕是乡村生活富裕的前提，农村妇

女是家庭生活富裕的营造者。世界银行一份研究

报告中指出:“对于农村家庭，特别是贫困家庭而

言，妇女的工作能力、健康状况、知识水平和各种技

巧秉赋通常是一个家庭得以生存的唯一支柱。经

济状况越差的家庭，妇女参与劳动以及她们对家庭

总收入的相对贡献也越大。”［7］699 － 705
这说明，越是贫

困的家庭对家中妇女的依赖却越大。

对于贫困地区的农村而言，衡量生活富裕的主

要标准便是家庭的经济收入。当农村男性劳动力

外出务工已然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时，留守的农村妇

女便是农业生产的主要劳动力，她们包揽了种植

业、养殖业、加工业、手工制作等其中一种或多种。

在家庭生活资料的积累方面，她们对家庭的贡献率

往往超过了家中的男子;在家庭综合经济收入方

面，课题组的调查数据呈现两极化，其中“偶尔外出

务工，一年中大部分时间留守”的农村妇女，家庭经

济平均贡献率相较于丈夫为 35． 3%，参与妇联组织

“企业 + 基地 + 带头人 + 贫困妇女”的扶贫项目的

家庭，农村妇女的家庭经济贡献率普遍提高，家庭

经济贡献率平均约 61． 2%。可见，贫困地区的农村

妇女家庭经济平均贡献率之所以低于家中男子，主

要是缺乏发展的机会，农村妇女若有发展的空间和

条件，她们就有能力自我就业，通过自己的勤劳和

能力增加经济收入。

三、农村妇女在乡村振兴战略中

作用发挥的制约因素

在贫困地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中，农村妇女

的重要性显而易见。贫困地区农村妇女的参与度

及整体素质的提升，直接关乎该战略的如期实现，

关乎其后代的素质，关乎乡村振兴的可持续发展。

然而，贫困地区封闭的传统观念、落后的经济条件

以及政策与体制等诸多因素，限制和削弱着农村妇

女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发挥。
1． 传统观念的束缚

在贫困地区的农村，“男主外、女主内”“男强女

弱”等传统的性别观念依然普遍存在，依然左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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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取向，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

在乡村振兴战略中主体作用的发挥。具体表现在:

首先，农村妇女缺乏开拓进取精神。农村妇女大多

安于现状，害怕竞争、思想保守，缺乏自信心和自我

发展意识。对于妇联组织的一些培训活动，大多农

村妇女以自家“农活繁忙抽不开身”为由拒绝参与，

至于治理乡村的基层组织，她们认为那都是男人们

的事，与女人关系不大。调查中课题组发现，乡村

基层组织中妇女实际参与几乎为零，虽然每村都设

有“妇女之家”等专门针对妇女的基层组织，但仅流

于形式。其次，农村妇女缺乏独立的决策意识。贫

困地区的农村妇女对“男强女弱”的传统性别观念

依然十分认同，在生产生活中，无论大小事务，自己

很难独立作出决策，一定得事先请示“掌柜的”( 丈

夫)或家中的其他男性。这种决策中依附男性的现

象，减弱了她们的主体意识，阻碍了农村妇女在乡

村振兴中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2． 经济落后的制约

经济落后封闭了农村妇女汲取信息的渠道。

在贫困地区的农村，由于经济的落后，再加之有一

种观念叫“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当农村家

庭因为经济困难只能承担少数孩子的教育资本时，

家庭往往会选择男孩，许多女子从小就被剥夺了受

教育的权利。课题组调查数据显示，在本次调查样

本区，约 72% 的农村妇女只有初中文化 程 度，约

15%的农村妇女文化程度为“小学及以下”。有限

的文化程度使得农村妇女很难获得各类教育和培

训机会，很难及时获取信息和技术，从而限制着农

村妇女综合素质的提升。

经济落后阻塞了农村妇女产业兴旺的持续发

展。虽然近年来国家针对贫困地区有许多扶贫项

目，不可否认，这些项目有助于贫困地区的迅速脱

贫致富，比如本次调查样本区“金银花产业扶贫”项

目等。但调查中发现，因为经济的落后、专项技术

培训和服务费用不足，导致实施项目的科技含量

低，无法达到既定的标准，许多针对妇女的扶持项

目在建成后往往因资金缺乏，生产处于无序状态，

最终只是昙花一现或中途夭折。
3． 政策与体制的影响

贫困地区的农村妇女在参与乡村振兴时，当地

政策与体制并未给她们大开方便之门。

首先，针对农村妇女的实用技术培训不足。虽

然妇联等有关单位针对农村妇女举办了一系列的

技术培训，比如刺绣、剪纸等手工制作培训，但对于

留守务农的农村妇女而言，她们亟需的以新技术、

新品种推广为重点的实用技术培训明显不足。课

题组调查发现，2018 年上半年样本区 M 乡的技术培

训共 2 次，均为妇女的手工制作培训;2017 年共举

办培训活动 8 次，有关农业新技术新品种的培训仅

一次(“金银花种植技术”培训)。而且针对农村妇

女手工制作的培训活动，也因为资源未充分整合，

培训项目范围不够宽，培训机制并未被激活，农村

妇女参与的积极性并不高。

其次，农村妇女就业服务体系不健全。健全的

就业服务体系，是农村妇女在农闲之余增加经济收

入的保证，亦是乡村家庭富裕的的治本之策。但样

本区目前除妇联组织之外，专门针对农村妇女的就

业服务机构寥寥无几，没有形成如“市、镇、村三级

的妇女劳动力服务网络”［8］34，更没有形成“向省外

发展的横向网络劳务协作就业服务体系”［3］34;同时

“依据农村妇女特长而设定的专项产业项目”［3］47
也

严重缺乏，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农村妇女技术技

能、经济收入的提升，最终将导致农村妇女对于家

庭和乡村振兴的贡献大打折扣。

另外，缺乏行之有效的农村妇女参政议政的政

策保障。调查中发现，在贫困地区的农村虽然有规

定指出，在村级组织中要保证至少有 1 名女性进村

支两委，但在样本区 90% 以上的村支两委中，农村

妇女只是挂名，并未参与实质性工作，且农村妇女

参政议政普遍存在“比例低、层次低、主动性差”的

特点。对此现状，政府也未有行之有效的政策保

障，使得农村妇女的参政议政只是流于形式。

四、研究结论及对策建议

1． 研究结论

本研究以甘肃省通渭县农村妇女为样本来研

究贫困地区农村妇女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作用，根

据以上分析，得出了如下主要结论。
(1)在目前农村大量男性外出务工的情况下，

贫困地区农村妇女已成为农村科技致富理念的传

播者，新技术、新品种的推广者，她们已成为影响和

带动农村社会产业兴旺的主力军。
(2)贫困地区农村妇女在乡村基础设施建设、

乡村环境改善、家庭环境卫生改善等活动中，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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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实施者，同时又是受益者，她们是生态宜居的

建设者。但由于经济条件及观念的落后，大多数农

村妇女缺乏一定的环境卫生常识和生态意识，这在

一定程度限制着乡村生态宜居战略的如期实现。
(3)贫困地区农村妇女能够自觉地融入妇联组

织的家庭文明建设活动中，以家风促乡风;她们提

升自我、改变自我的愿望较之男子更为强烈;她们

能以最大的努力和期望去培养孩子，使乡风文明建

设后继有人。她们是乡风文明的传播者和建设者，

同时也是乡风文明的培育者和引领者。
(4)贫困地区农村妇女在家庭生活资料的积累

方面，贡献率往往超过了家中的男子。在家庭综合

经济收入方面，虽然呈现出两极化趋势，但调查研

究表明，贫困地区的农村妇女若有发展的空间和条

件，她们就有能力自我就业，通过自己的勤劳和能

力增加经济收入，她们将会是生活富裕的营造者。
(5)贫困地区封闭的传统观念、落后的经济条

件以及政策与体制等诸多因素，限制和削弱着农村

妇女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发挥。传统观念的束缚，

农村妇女在乡风文明建设中容易随波逐流;信息掌

握的闭塞，导致她们与日新月异的世界逐渐割裂;

没有合适的产业项目，“面朝黄土背朝天”“靠天吃

饭”便是她们无奈的唯一选择;缺乏行之有效的政

策保障，农村妇女参与乡村治理流于形式。在种种

制约因素下，大多数贫困地区的农村妇女只能在乡

村振兴中望洋兴叹。

因此，要调动贫困地区农村妇女在乡村振兴战略

中的积极性与主动性，课题组认为应促进农村妇女主

体意识的自我觉醒、健全农村妇女的就业服务体系以

及提供政策保障确保农村妇女参与乡村治理。
2． 推动贫困地区农村妇女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发

挥作用的对策建议

(1)加强宣传教育促进农村妇女主体意识的自

我觉醒。针对农村妇女缺乏开拓进取精神、缺乏独

立的决策意识等现状，当务之急是加强宣传引导促

进其主体意识的自我觉醒，提高其全面发展意识。

课题组认为应注意以下方面。其一，应在贫困地区

加大“男女平等”等先进性别观念的宣传。相关部

门应制定具体的宣传教育措施，加大宣传教育力

度。宣传教育应侧重于改变农村妇女的依附观念，

改变妇女“不主事、不当家”“赚钱靠男人、大事靠亲

戚”的旧观念、改变“小富即安”的无竞争意识。同

时，地方政府应组织有效人力经常深入农村，深入

农户，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家庭做重点的宣传教育，

起到示范作用。其二，改善农村妇女文化程度低的

现状。教育不是一蹴而就之事，相关部门应依据贫

困地区农村的教育现状，加大对农村教育的硬件投

资和软件的优化配置，同时可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女

性群体制定不同的行之有效的政策，如针对农村适

龄女童，确保其及时完成义务教育;针对农村成年

妇女，加大实用技术培训，为农村妇女素质的提升

提供保障。其三，提升农村妇女的精神风貌。相关

部门应在农村组织一些宣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社区

活动，定期在农村开展移风易俗行动，让广大农村

妇女积极参与到此类活动中，通过活动让她们认识

到良好家风、文明乡风建设的重要性。在思想观念

的更新、文化素质提高的同时，逐渐提升农村妇女

的精神风貌，促进农村妇女在乡村振兴中主体意识

的自我觉醒。
(2)健全就业服务体系打造农村妇女发展的产

业舞台。针对农村妇女实用技术培训不足、就业服

务体系不健全、产业项目严重缺乏且难以持续发展

等问题，政府和非政府机构理应发挥其功能，及时

解决这一现状。

首先，应完善农村妇联组织发挥其服务功能。

妇联作为以服务妇女、儿童为宗旨的非政府组织，

理应发挥其引领和组织作用。调查中发现，在样本

区妇联组织了一系列技术技能培训活动。比如:本

次调查样本区通渭县妇联曾联合当地旅游局举办

妇女创业培训班，针对农村妇女培训接待礼仪和茶

艺技能;还举办了一些扶贫对口援助培训班，如“福

州·定西市妇联东西部扶贫对口援助通渭县‘陇原

巧手＇培训”［9］。近三年类似的培训年平均次数为 6

次，培训频率还是较高的。然而，这类培训班基本

都在县城举办，每次参与人数基本在 50 人左右，大

多农村妇女并无机会参与这类培训。农村妇女能

参与的培训一般仅限于培训地点在自己所在村或

乡。比如样本区妇联组织的“三抓三促”培训班，为

贫困妇女建档立卡，让贫困妇女学习“麦秆画制作

技术”［10］。对于这样的培训，农村妇女普遍认为培

训内容实用、培训地点便利，她们能够积极参与，但

遗憾的是类似这样培训在农村少之又少。调查数

据显示:近三年来在 S 乡举办的实用技术培训共 2

次，且 2 次培训的内容不同(第一次:刺绣手工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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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第二次:麦秆画制作技术)，这样的培训没有

持续性，使得培训的效果大打折扣。因此，基层妇

联组织应在充分调查群众意愿的基础上，对培训地

点、培训内容认真斟酌选择，举办一些能起到实效

的培训班，且培训应具有持续性，通过培训让农村

妇女真正掌握所培训的技术技能。

其次，应健全就业服务体系，为农村妇女提供

平等的发展机会。政府就业政策应消除就业的性

别歧视，杜绝“男女同工不同酬”现象的发生，同时

应在农业之外为广大农村妇女提供更广阔的就业

领域，拓宽她们的就业机会和就业选择。亦可建立

资金帮扶制度，通过农村妇女创业小额担保贷款贴

息项目等，引导她们自主创业。另外，政府应加大

对农村妇女的产业扶持。为了突出产业扶持，通渭

县曾制定了《关于富民产业培育工程支持精准扶贫

实施方案》等一系列措施，“着力培育玉米和小杂

粮、马铃薯和中药材、草畜、林果等特色优势产业，

并实现了贫困村特色产业全覆盖”［11］。对于贫困地

区的农村，政府应因地制宜，及时加大培育此类具

有地方优势特色的产品，提高农产品的竞争力，为

广大留守妇女参与产业兴旺提供了平台。同时，政

府还应发展适合农村妇女参与的手工制作项目，如

刺绣、手工编织等，扩大经营领域、拓宽就业渠道，

让每一位农村妇女能科学务农、兴旺产业，最终实

现乡村的生活富裕。
(3) 提供政策保障确保农村妇女参与乡村治

理。在贫困地区的农村，参政议政通常被认为是男

子的专属，农村妇女往往只是其美丽的点缀。要实

现贫困地区乡村的“治理有效”，必须为农村妇女参

与乡村治理提供政策保障。

一是加强妇联基层组织建设。虽然每个村都

设有一个“妇女之家”，但大都徒有其名，“妇女之

家”妇女干部由各村的农民妇女兼职，这种所谓的

兼职往往流于形式，在工作中并未发挥实际作用。

基层妇联组织应制定相应的绩效考核制度，让村级

“妇女之家”组织能真正成为农村妇女参与乡村治

理的重要平台，成为乡村振兴的战略阵地。二是逐

步提高农村妇女参与乡村治理的整体水平。政府

应广泛开展一些实效性的培训活动，组织农村妇女

学法、知法、守法、用法，同时吸收一些素质高、有威

望的农村妇女进入基层组织，为农村妇女参与乡村

治理储备充足的人才资源。三是排除农村妇女参

与乡村治理的后顾之忧。政府相关部门应有计划

地对乡镇、村等基层组织中的农村妇女参政情况及

时摸底，对于那些由于参与乡村治理贻误农活或家

务劳动的农村妇女，政府应及时给予有效的帮助，

排除其参与乡村治理的后顾之忧，让农村妇女参与

乡村治理从虚无的美丽点缀走向真正的当家做主;

调动农村妇女的积极性、主动性，充分发挥其主体

作用，推动乡村的有效治理，让农村妇女成为乡村

振兴战略中最绚烂、最浓重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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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Ｒole of Ｒural Women in the Ｒural Vitalization Strategy in
Poverty-Stricken Areas

———A case of Tongwei county，Gansu province
TANG Yong-xia，LUO Wei-guo

(Department of Humanity，Dingxi Campus of Gans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Dingxi 743000，China)

Abstract: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the rural population in poverty-stricken areas has
been greatly reduced． The empirical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role of rural women in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ies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prominent． However，the unenlightened traditional ideas，the backward economic condi-
tion and other factors in policy and system limit and weaken the full play of rural women role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these areas． Accordingly，the paper puts forward recommendations to promote the role of rural women in the
strategy of rural vitalization．
Key words:rural women; rural vitalization; research of r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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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Jian Jia in Odes of Qin and th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of
Yongcheng，the Capital of Qin State

XU Yan-feng1，TIAN Ya-qi2

(1． Institute of Silk Ｒoad Studies，Northwest University，Xi'an 710069，China; 2． Qin and Han Archaeological
Ｒesearch Department，Archaeological Ｒesearch Institute of Shaanxi Province，Xi' an 710061，China)

Abstract:Despite a unique place in Odes of Qin of The Book of Poetry，Jian Jia is difficult to read because of the
ambiguous referents of the poem． However，various geographical features in this poem can be used as the key to in-
terpret the poem． The geomorphologic features described in Jian Jia have been verified by the archaeological dis-
covery and restoration of Yongcheng，which gives a time frame of the creation of this poem to a certain extent． As
a significant milestone，the period of Yongcheng is crucial for the rise of the Qin people．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a-
long with the artistic conception in the poetry provides us some thoughts of the rise of Qin people．
Key words:Jian Jia; the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in Han dynasty; Yongcheng; river landform; the spirit of Qin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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