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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蛰唤醒了沉睡的大地，小草
从石头缝中探出新芽。伴随民众的
“菜篮子”“米袋子”“果盘子”不断丰
富，连日来，浙江各地农渔人抢抓农
时，积极春耕备耕，一幅田园牧歌新
图景徐徐铺展。

下一场政策惠农的“及时雨”

“烟暖土膏民气动，一犁新雨破
春耕”。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看
到一粒粒种子冒出春芽，成为每位
忙碌于田间的农人最期待的场景。

“早稻、连作晚稻补贴标准每亩
从 320 元提高到 350 元；对在功能
区内集中连片综合应用杀虫灯、性
诱剂及种植香根草、菊花、向日葵等
绿色防控技术 300 亩以上的，按防
控设施当年实际投资额的 80% 给
予补助；继续优化粮食订单收
购……”日前，台州市椒江区农业农
村和水利局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
王旭辉耐心地向农民解读起 2020
年粮食生产扶持政策。

据悉，椒江区明确疫情防控期
间“菜篮子”保供补助，已累计扩种
叶菜类蔬菜 150 亩，将为市场提供
近 200 吨的蔬菜供应量。椒江区农
水局副局长尹学兴说：“农时不等
人，做好疫情防控同时，也要保证春
耕备耕期间的物资供应和价格稳定
等。”

于 9 日召开的浙江省委农村工
作会议提出，浙江将把做好春耕生
产作为最紧迫的任务，将粮食播种
面积落实到村到户到田，确保播种
面积种实种足；要加快恢复生猪生
产，做好蔬菜、畜禽和水产品的产销
工作，确保“菜篮子”主要产品保供
稳价；同时加快推动农业企业全面
复工投产、农家乐和民宿逐步恢复
经营，把疫情对“三农”的影响降到
最低程度，持续促进农民增收。

一边农业部门送“暖”政策上
门，一边农技员奔走田间地头。在台
州市仙居县步路乡，大片的杨梅树
郁郁葱葱，杨梅种植户们未雨绸缪，
忙着修剪枝条，不耽误杨梅树生长
开花期。步路乡是中国杨梅小镇，该
乡有杨梅种植户 2500 多户，种植面
积 1 . 3 万亩，杨梅产量 1 . 5 万吨，
产值 1 亿多元，杨梅是当地农民的
主要经济来源之一。

“为了把疫情延误的农时补上，
保证杨梅不减产不减量，乡里专门
联系了浙江省农科院的专家，制订
了详细的复产计划。”步路乡常务副
乡长李勇华介绍，该乡组织杨梅协
会的土专家成立了 18支服务队伍，
到每个村去指导梅农把耽误的时间
“抢”回来。

梅农吴小兰说：“杨梅春季管理
比往年拖迟了半个月，我们本来很
担心。现在乡里组织技术人员和干
部过来指导，我们有信心。”

畅通涉农供销的“输油管”

“我们合作社压栏的两万只土
鸡，已经全部卖掉了。”仙居县科然
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郭枭帅长舒
了一口气。

仙居鸡是台州的优质肉鸡，
也是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主要

以活鸡销售形式销往温州、金华、上海等地市场。疫情期
间，由于活禽市场关闭，仙居全县 43 家养殖户 26 万只仙
居鸡滞销。

“鸡有一定的生长期，时间到了，喂再多的饲料也不会长
肉，多养一天就多亏一天。”郭枭帅等养殖户先前愁坏了。

为帮助家禽生产企业和农户渡过难关，当地农业部门借
助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台九鲜”开展家禽惠民助农活动，以
基地直供、政府补贴、统一售价等形式，设立了 39 个门店特供
专柜，提供优质家禽产品。

“目前，通过专柜销售和产销平台对接等形式，我们已经
带动销售了 10 万多只仙居鸡等家禽。”台州市农业农村局乡
村产业发展处相关负责人介绍。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种子、化肥、农药、农机具等各类
农资就是农业的“粮草”。除了保障农产品销售渠道，浙江努力
确保各地农资供应充裕顺畅。

据统计，截至 2 月 20 日，浙江全省供销系统农资公司已
有库存化肥 41 . 5 万吨，农药 1 . 3 万吨。预计到 4 月中旬，浙
农集团将生产化肥 5 万多吨，新采购入浙及库存化肥 20 余万
吨，约占全省化肥总供应量 45% 左右。

增强生产环节的“抵抗力”

一年之计在于春，四季丰收看春耕。日前，在金华市浦江
县檀溪镇毛店村，54 岁的村民毛永兴操控着旋耕机一圈一圈
翻耕秧田，旋耕机所到之处，田里的泥土翻了个。

毛永兴是檀溪镇的种粮大户，在附近的村庄承包了 600
多亩土地种植单季稻。“每年种水稻前都要翻两遍地，这在以
前很费时费力，现在有了旋耕机，方便很多。”毛永兴说，这些
年，他最大的投入就是购买各种农机，插秧机、播种机、烘干
机、碾米机……一样都不能少。

在抗疫情保春耕的关键时期，农机的广泛使用，大大提高了
备耕效率，降低了人员密集的风险。因为早早走起了机械化道
路，毛永兴的粮食合作社机械化程度基本达到了 80%，需要的人
工非常少，减少了受疫情影响带来的用工压力。

拿起手机点开“浙农云”App，用手机号码和验证码登录，
点击“课堂——选课”学习农业技术知识……永康市石柱镇上
杨村水产养殖户杨华云在手机上一边听网络课程一边做笔
记，详细记录下关键要点，为春耕备耕做好准备。

“今年受疫情影响，不方便组织我们养殖户集中培训水产
品养殖的课程，现在有了这些软件学习就更方便了。”杨华云
说，农民通过网络渠道学习及时跟进农业生产科学知识，做到
防疫春耕两不误。

疫情当前，浙江积极推行生产指导“不见面”服务，因地制
宜，利用农民信箱、手机软件、村居广播等多种方式“广而告
之”，确保信息畅通。

此外，浙江组织产业技术团队专家全力推进春耕备耕和
农业生产服务，录制粮油、蔬菜、茶叶、果品、畜牧、花卉等 12
大类“农业实用技术百课”微视频，提供在线培训资源，指导全
省农技人员开展春耕备耕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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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长沙 3 月 11 日电（记者刘紫凌、
周勉、周楠）尽管新冠肺炎疫情给今年的春耕
备耕增加了难度，但沃野千里的洞庭湖平原，
一幅不仅存在于田间，还存在于工厂车间和
网络直播间的农忙场景已拉开帷幕。人们在
不同的岗位上，同时迈出了追求丰收的脚步。

田间：新机器新技术带来新希望

湖南省益阳市资阳区东新村的稻田里，
一场水稻有序抛秧机的现场示范结束后，周
冬冬的嗓子已经有些沙哑了。技术员的演示
刚结束，就有农民爬到驾驶舱试驾操作，作为
这款机器生产厂家大区经理的周冬冬则在一
边耐心解答着农民咨询。原计划 40 分钟的示

范课程，“拖堂”到两个小时才结束。
“这款湖南省今年重点推广的全新机型，

不仅改进了上一代机型伤秧苗的缺点，更重
要的是它能大大节省人工，一台机器顶得过
十个人同时在田里插秧。”周冬冬说，对于今
年特殊的“战疫”春耕而言，这是最吸引人的
特点。

在益阳市赫山区泉交河镇，种粮大户俞
聪正准备给农田施底肥。他打开一款叫作“田
间道”的 App，选择作物种类后给农田定位，

一张详尽的“测土配方施肥表”便呈现在手机
里。表里的配方，来源于湖南省农业农村厅建
立的包含了近 100 万个土壤样本的数据库。

“以前施底肥，因为不知道地里缺了什么
多了什么，都是十几个人同时在田里作业，今
年不仅能节约人工，还能做到‘专人专田专
肥’。避免人与人过多接触的同时，每亩地可
以少用两到三斤化肥。”俞聪介绍，为了做到
“战疫”、春耕两不误，当地农业部门还利用
“智慧农业云平台”，让农业专家对农民进行
线上指导。记者在俞聪的手机里看到，他咨询
的浸种消毒剂配比问题，已有专家进行了详
细回答。

车间：备农资修农机做好“后援队”

尽管车间有浓烈的氨味，但工人们依然
有条不紊地忙碌着，配料机、搅拌机轰隆作
响。湖南湘银益源化肥公司的生产车间，再也
不是一个月前空空荡荡的模样。

“复工一个月来，我们的产能已恢复了
80%，每天能生产复合肥 300 吨。”公司董事
长刘新华介绍，63 名工人已全部到岗，按照
每天作业 20 小时实施“两班倒”。正值给秧苗
施底肥的关键时期，化肥几乎都是生产一批，

就被农户和经销商拖走一批。
在南县沃田农机装备合作社的维修车

间，李乐根刚为一台拖拉机更换完机油滤芯，
马上又要动身外出作业。为了减少农户往返
频率，又避免农机损坏耽误农时，合作社今年
特意组织了专业维修师提供上门服务。“能在
农户家里修的，我们都尽量赶过去。”李乐根
介绍，最近半个多月时间，他们 11 个师傅已
累计维修保养了 500 台农机，“忙得跟打仗一
样”。

合作社的配件车间里，4000 多个各类配
件经过清点归类后摆放得整整齐齐。工作人
员曹茜介绍，它们是合作社积攒了十多年的
“家底儿”，既能满足“爷爷辈儿”的老式农机，
也能满足刚上市的新款农机。

“我们建了好几个群，农民需要什么配件，
我们送货上门。”曹茜介绍，要得不急或离得远
的，就通过快递寄送；要得急或离得近的，就由
合作社专门成立的“‘战疫’摩的送件队”送
过去。

直播间：高级农艺师变身“春耕主播”

“和大家打招呼时全身都在抖。”过去在
田间地头为农民讲过几百场课的南县农业农

村局高级农艺师童中全，没想到自己会坐进
直播间，对着美颜灯，成为一名网络主播。

因为疫情原因，把田间课堂“搬到”网络
直播间是今年春耕的一大亮点。上个月开始，
湖南助农农业科技有限发展公司请来多位农
业专家为农民免费办起网络公开课。童中全
主讲的内容是“水稻育秧栽培要点”，在向农
民网友们讲解了一个小时之后，他又花了半
个小时在线回答网友的问题。后台数据显示，
共有 13 . 9 万人次观看了这堂“春耕公开课”。

公司总经理廖娟介绍，工作人员还会在
直播结束后，收集留言里的网友提问，整理之
后再交给当期嘉宾进行解答，然后在 24 小时
内，通过私信和回复评论两种方式，反馈给农
民网友。

目前，“春耕直播”已成为当地政府购买
服务的一个重要项目。廖娟介绍，除了请专家
到直播间讲课，他们还会到田间地头举行实
际操作的网络直播，并将之前录制的一些讲
课视频分门别类之后放到网上供农民网友免
费自学。

按照计划，童中全在接下来的一个月还
有 3 场直播。他告诉记者，为了更好服务农民
网友，这几天他正在抓紧练习普通话。

田间车间直播间，战“疫”春耕这样干
洞庭湖平原见闻

本报记者欧甸丘

贵州省石阡县坪地场乡坪地场村的千亩
黄花菜基地上，一行行绿色的黄花菜苗正破
土而出，辛勤的农民正在黄花菜的行间除草、
翻地，准备套种其他经济作物。“黄花菜属于
典型的‘一岁一枯荣’，去年冬天地上部分全
部枯干了，现在重新开始长新芽，端午节左右
就有鲜花产出了，一次栽种，可管 20 年收
获。”坪地场村党支部书记王廷俊说。

沿着坪地场乡坪地场村宽阔的水泥大道
一路往北，视野所到之处，全部都是黄花菜种
植区。“去年村里的黄花菜大丰收，仅电商平
台上便销售了将近 3 万元的干黄花，村里 80
户贫困户，户均拿到 387 元的集体经济分红
资金。”甘家寨村党支部书记甘启波说，今年
村里的黄花菜将逐步进入丰产期，线上线下
的销售金额将会进一步扩大。

坪地场村黄花菜合作社去年共出产干黄
花菜 1 . 6 万斤，以每斤 39 元至 42 元的价格
销往全国各地。记者在合作社的生产车间看
到，去年生产的黄花菜已经基本销售一空，只
剩下少量展品摆放在展台上。“合作社为了完
成去年的订单，还从当地老百姓家里收购了
大量手工制作的干黄花菜。”王廷俊说。

坪地场乡党委书记涂建廷说，去年农户
分散自种的黄花菜园区中有 300 亩实现初
产，鲜黄花菜产量约 22 万斤，合作社按 2 元/
斤将其收购并加工成商品，实现产值 134 万
元。另外，通过村集体经济统一建设、管理
4000 多亩新植黄花菜，带动 800 余名闲散劳
动力就近就业，累计发放务工报酬 90 万元。

产销两旺，老百姓受益，进一步刺激了农
村种植黄花菜的热情。“去年春天加种了
2000 亩，去冬今春又加种了 2000 亩，现在连
片黄花菜基地已经拓展到 4800 亩。黄花菜成

了附近 8 个村子的主导产业。”涂建廷说。
64 岁的甘家寨村村民甘佑寿把自家六

亩地全种上黄花菜，走上靠卖黄花菜致富的
新路。“去年黄花菜亩产达到 2000 斤，村里
按照每斤 2 元的价格收购，光黄花菜一项的
收入就超过了 2 万元。”甘佑寿说，相比单纯
种玉米和红薯，经济效益得到了很大提升。

甘佑寿说，去年由于缺乏加工新鲜黄花
菜的机器设备，摘下来的黄花菜只能依靠传
统手工加工，导致黄花菜下树速度变慢，影响
了产量，随着今年村里引进了黄花菜加工设
备，家里的黄花菜产量会进一步增加。

为了解决黄花菜上市季节传统手工加工
效率低的问题，坪地场乡党委政府争取了东
西部扶贫协作资金近百万元，从湖南引进了
一条黄花菜加工生产线，并建设了占地 4000
平方米的加工厂房。记者在现场看到，流水线
上的设备已经安装好，部分工作人员正在安

装驱虫灯等附属设备。
“这条流水线包括杀青、烘烤等生产环

节，每天可以消化掉 2 万斤新鲜黄花菜，基
本可以满足合作社及附近老百姓对黄花菜
的加工需求。”涂建廷说。

黄花菜“热”的背后，是老百姓争相加入
黄花菜产业的热情和市场对绿色、健康农产
品的旺盛需求。作为一项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的成果，黄花菜正成为带动坪地场乡老百姓
脱贫致富的重要工具。

铜仁市委常委、石阡县委书记皮贵怀
说，要按照产业规模化、产品标准化、产销市
场化的发展目标，务实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调
整，积极探索黄花菜标准化建设体制机制，
严格种管理环节、加工环节技术要求，保持
生态、绿色、有机的产品属性，找准黄花菜的
主要消费市场和销售载体，实现农村增美、
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贵州石阡：黄花菜“热”了，老百姓乐了

惊蛰春雷响，农夫闲转忙。而对于武陵山
区坳田村的肉牛养殖户牟钦朋来说，却一向
未能“偷得半日闲”。

清扫圈舍、铡草、拌料……在自家的肉牛
养殖棚里，他每天都戴着口罩重复着这一套
“规定动作”。

“牛每天都要‘吃饭’，我们咋可能闲着
呢？”他说，这些牛都是“宝贝”，在家养牛比背
井离乡打工划算多了。

他算账说，过去在沿海地区做焊接工，一
年能收入 10 多万元。3 年前，他回家种植优
质牧草，发展肉牛养殖，“买二三十头小牛，养
一年育肥后出栏，每头牛能赚 1 万元左右，一
年下来能挣二三十万元”。

坳田村是贵州省德江县平原镇的一个小
山村。村子不大，却是远近闻名的靠牛脱贫、
靠牛致富的“牛村”。

“全村 330 多户，家家都养牛。”坳田村村
主任董勇说，仅靠养牛一项，全村 1200 多人
人均可支配收入就有 1 万元左右。

这一切得益于多年前的一次“无心插
柳”。

上世纪 90 年代，坳田村的村民靠种玉
米、水稻维持生活。农忙之余，部分村民做
起了牛生意。

养牛大户袁国强，20 多年前靠贩牛赚
钱。“当时经验不足，买牛的时候买贵了。”

袁国强说，没办法把买来的 3 头牛牵回了
家，先养着，过段时间再卖。

一个多月后，牛“肥了一圈”，每头赚了
100 多元。

尝到甜头的袁国强不再做“牵牛”的
生意 ，他贷款 3 0 0 0 元 ，开始发展肉牛
养殖。

袁国强的“意外之喜”在村里不胫而
走，村民们纷纷效仿，开展散养肉牛。渐渐
地，养牛成了坳田村的新景象，村民的腰包
逐渐鼓了起来，也吸引了像牟钦朋这样的
村民，回乡打起了“牛主意”。

然而，坳田村的“养牛路”也并非一帆

风顺。
董勇说，刚开始，因为不熟悉市场规

律，加上缺乏技术支撑，有的养殖户时有亏
本。2007 年，在德江县农牧技术人员支持
下，村里决定种植优质牧草开展规模性养
殖，培育短期肥牛。

没想到，这个决定让更多村民参与养
牛，坳田村开始真正变身成为“牛村”，“牛
算盘”也越打越响。

“现在养牛技术非常成熟，防治疫病更是
‘小菜一碟’。”董勇说，村里已经形成了“牛—
粪（沼）—粮（菜、茶、花椒）”循环经济模式。

坳田村的养牛致富佳话，引起了德江
县的重视。2017 年以来，全县共投入 2 . 86
亿元发展肉牛产业，通过推广能繁母牛（肉
牛）代养、建立养牛园区、“公司+牧草基地
+农户”等模式，肉牛存栏达 13 . 6 万头，带
动 2 . 16 万户农户增收致富。

（记者李银、杨洪涛、郑明鸿）
新华社贵阳电

“牛人”领头兴“牛村”

在在贵贵州州省省铜铜仁仁市市德德江江县县平平原原
镇镇坳坳田田村村，，养养殖殖户户在在坳坳田田畜畜牧牧养养
殖殖农农民民专专业业合合作作社社清清理理牛牛舍舍（（ 22
月月 2299 日日摄摄））。。

新新华华社社记记者者杨杨文文斌斌摄摄

新华社济南 3 月
11 日电（记者叶婧）惊
蛰之后，鲁北大地又迎
来了一场春雨。“粮王”
魏德东没有像往常一样
在田野中穿梭，而是拿
起手机，加入视频会议，
和“老把式”们商量春耕
安排。

“咱们再细化一下
眼下小麦的春季管理。
这两天下了点雨，土壤
墒情不错，可以先对‘接
单 ’的 麦 地 展 开 除
草……”在这场视频会
议中，魏德东有了一个
新身份：山东德州富益
民农业服务有限公司负
责人。

魏德东的“粮王”名
头源自 2011 年，他管理
的山东省德州市临邑县
富民家庭农场因玉米单
产全省最高，被当时的
山东省农业厅评为“山
东省玉米粮王”；2014
年，他又因小麦高产，被
当时的德州市农业局评
为“德州市小麦粮王”。

“粮王”能种出高产的粮食，靠的是一
身过硬的技术。据不完全统计，自 2009 年
规模经营以来，魏德东已外出学习农业技
术、惠农政策 70 余次，在自家农场应用氮
肥后移、“以虫治虫”等农业新技术 10 余
项，节本增效超过 20 万元。

“粮王”学来的真本事，也让周边农民
受益匪浅，不少农民干脆以托管或半托管
的方式，把土地交给魏德东打理。以临邑县
西曹村为例，早在 2014 年，全村 500 多亩
土地就全部交给魏德东托管了。

看到国家这几年越来越重视农业社会
化服务，魏德东决定，把“帮忙式”的托管、
半托管服务，变为正规运营的农业社会化
服务公司。但“粮王”没想到，疫情防控给规
范的农业社会化服务提供了巨大空间。

“为了避免人员聚集，结合各村的疫情
防控形势，今年的春耕需要在短时间内把
浇水、除草、打药、施肥等环节高效完成，这
需要提前做好规划和农资储备，用专业的
团队来执行。”魏德东说。

为此，魏德东根据“接单”情况备好了
农药、化肥等农资，组成了几个农业社会
化服务队伍，每组 3 到 4 名专业人员，实
行统一机械化作业，后续化肥农资也将以
村为单位进行错峰配送，避免人员聚集
购买。

目前，魏德东有 7 台植保无人机、23
台喷药机、25 台联合收割机，同时不断补
充农资储备，正在给 4 万亩耕地提供种植
管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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