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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

本版编辑 王薇薇

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汹，给

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不小的影

响。对于乡村特别是贫困地区来

说，不少贫困户的日子刚刚好过

些，又遭遇疫情，有可能会受到返

贫打击。在这种情况下，各地党

委政府、扶贫干部及社会力量都

行动起来了，帮助销售滞销农产

品。在坚决做好疫情防控的同

时，干部群众携手千方百计复产

复工。

“往年，从草莓合作社我就能分
红3000多块，今年看这架势，不大
行了。”青岛西海岸新区大场镇南辛
庄村村民徐从杰，一边在地头抽烟，
一边看着高温棚内滞销的草莓，忧心
忡忡。

南辛庄村曾是远近闻名的省定贫
困村，51岁的老徐也曾是典型的贫
困户，精神二级残疾，靠国家补助维
持基本生活，房子是危房。近年来，
大场镇大力发展草莓产业，为南辛庄
村量身打造了“党支部+合作社+龙
头企业+互联网+农户 （贫困户） ”
模式，2016 年该村摘掉贫困村帽
子，老徐也分了红、盖了房。

每年2月前后，是草莓盛果期。
今年却眼看着香甜可口的草莓因为疫
情成了“嫁不出去的姑娘”，约20个
村的300多个草莓种植户火急火燎。

“不少果农跟我说，现在这种时
候，咱不能给政府添乱。但是草莓滞
销，这些刚过上好日子的贫困户们怎
么办？”南辛庄村党支部书记徐勇在一
次镇党委疫情防控调度会上抛出这个
问题。会场一度沉默，大家陷入沉思。

“群众为了疫情防控不计个人损
失，党委、政府对他们不能不管不
顾。”大场镇党委书记夏鹏拍了板，

“在坚决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决不
能让刚脱贫的农户们遭受疫情和返贫
的双重打击！”

大场镇主动协调有关单位食堂优
先采购当地草莓，解了燃眉之急。同
时，采取“镇内接龙助力”+“镇外

无接触配送”方式，在做好疫情防控
情况下，全力帮助草莓种植户销售
草莓。

“镇内接龙助力”主要是动员全
镇人民行动起来，在各村微信群内接
龙助力，批量下单，由草莓户将草莓
配送至各村村口的“党员先锋岗”，
岗上党员送至村民门口；对于位置较
为偏远的订单，草莓户可以联系所在
村庄的网格员，通过社会治理流动车
转村宣传时进行“代送”。

“镇外无接触配送”主要是镇机
关干部、退役军人等群体通过朋友圈
积极转发，每日统计订单，次日由下
班回家的机关干部或者有能力出镇配
送的草莓户帮忙捎带，与客户协商约
定将草莓放在指定位置，既能避免面
对面取货，又能保障草莓对外销售。

党委、政府的行动，得到干部群
众一致回应。大场村老书记徐培合自
费购买了近700斤草莓，送到全镇
87个村的党员先锋岗上，慰劳近日
值守在一线的党员群众，同时也呼吁
亲朋好友发动“朋友圈攻势”代销草
莓。镇综合执法中队队长郭克鹏带领
全体队员，自发购买50余箱草莓。
网格员林春霞在朋友圈帮忙卖草莓，
3天卖了200多箱、约700斤。对有
些无法出门配送的草莓户，林春霞跟
丈夫开车义务帮助他们配送。“虽然
起早贪黑很辛苦，但看着滞销草莓被
包装、运走，我心里特别开心！”林
春霞说。

“今年的收入又有保障了。”徐从
杰把烟抽得滋滋响，“感谢党和政
府，你们真是我们的主心骨、贴心
人。”“真的从心底里感谢大场镇党委
政府和全镇人民，帮助我们共渡难
关。现在每天销货量都在200多斤左
右，与往年基本持平。”大场镇胜水
龙源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种植户杨治
香说。

文/本 报 记 者 刘 成 通 讯
员 赵瑞军

“内部接龙+朋友圈外销”

滞销草莓

卖出去了

2月3日，河北省临城县黑城乡南白
鸽井村街道上略显冷清，但村里的蔬菜
大棚却是一番忙碌景象。

“疫情期间，蔬菜市场需求量增加，
我们菜农更要加把劲干，把大棚管理
好，为国家也尽一份力。”鸽井村菜农牛
素青紧了紧脸上的口罩，转头又忙着打
理菜地去了。

春节期间，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形势
严峻，措施一天比一天严格，村里没有
人走亲访友，也没有人闲逛聚堆。牛素
青一家也不敢马虎，正月初一到初三，
一家人就没出过院门。正月初四开始，
一家 3口全部戴上口罩来到大棚里干

活，修枝、施肥、除草，全家人早早进
入了农忙时节。

今年48岁的牛素青是2016年初确
定的建档立卡贫困户。2018年，他加入
了村里的鸽井缘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
社，承包了2个蔬菜大棚发展高端蔬菜
种植，走上脱贫致富之路。

“以前闷头种地、打工，一年挣不了几
个钱。”牛素青告诉记者，自从加入合作
社，干活、顾家两不误，种什么、销往哪都
交给合作社，自己专心侍弄大棚，收入跟
着往上涨，大棚里面也能摘出“金银”来。

脱贫摘帽，产业是重要支撑力量。
临城县把产业扶贫作为脱贫攻坚主攻方

向和解决贫困问题的根本途径，因地制
宜，探索建立了扶贫基地，明确了“在
村里打工，在家门口挣钱”的扶贫工作
思路。依托现有设施农业产业资源优
势，以村庄现有大棚为场地，成立农业
专业种植合作社，吸收贫困户入股分
红，实现稳定增收，构建“造血”机
制，避免出现返贫现象。

鸽井缘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是临
城县黑城乡的产业扶贫基地之一。当地
政府引导建档立卡贫困户通过土地流
转、资金入股、基地就业等多种形式参
与到合作社运营中来，贫困户通过土地
流转得租金、股份合作赚股金、务工就

业挣薪金、产业扶贫分了红，生活有了
很大改善，许多像牛素青一样的贫困户
纷纷脱贫摘帽。目前，黑城乡有设施农
业3000余亩，年产值近4000万元，带
动1000余户群众脱贫致富。

人勤春来早。在严格落实防疫措施
后，临城县群众纷纷投入春耕生产中。

“一些地区坡广地稀，群众居住分散，在
严格落实防护措施情况下，一家一户单
干，不扎堆，不聚集。”鸽井缘农作物种
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赵占勇说，蔬菜基
地主要供应黄瓜、辣椒、西红柿等，全
部发往石家庄、邯郸等地，每天发货量
都在4000斤左右。

河北临城防疫生产两不误——

不访亲友忙种菜 巩固成果防返贫
本报记者 陈发明 通讯员 杨永丽

在四川省南充市南部县，蜀
北街道办辖22个村，17万余人，
当前共有贫困户24户57人。相
对于17万人，57人的数量可以说
是微不足道，但是在新冠肺炎疫
情袭来时，街道办在防控压力很
大的情况下，并未疏忽这57个人
的防控帮扶工作。

蜀北街道办党工委书记张伦联
系帮扶4户贫困户，黑水塘村的李
小英是其中一户。1月24日，张伦
担心李小英一家正月初一去附近的
五面山登高祈福，赶紧拨通她的电
话：“县上刚刚召开了防控疫情的紧
急会议。你们要勤洗手，戴口罩，不
去人多的地方！全县的公共场所都
已暂时关闭，你们这段时间要少出
门！”1月25日一早，张伦再次打去
提醒电话：“非常时期，待在家中就

是最大的贡献！”川东北一带过年有
个习俗，从正月初二起，亲戚邻里之
间要串串门。1月26日一早，张伦
打电话提醒李小英：“你们家一共有
9处亲戚，这段时间不要相互走动，
要多待在家里。”

张伦特意带上防疫、种植养
殖业等方面书籍给李小英送去：

“在家多看看书，如果今年不方便
外出打工，可以搞老本行，养鸡、
养猪、养鸭、养鹅或者去县城经济
开发区的企业打工！”2月3日下
午，张伦到黑水塘村察访疫情防
控工作时，特意去李小英家看看，
当发现她家口罩不够的情况后，
主动将新买的口罩与消毒液送给
她。“看到张书记忙碌的身影就觉
得他特辛苦，他的帮扶让我们非
常感动。”李小英说。

“汪书记，按你说的，我们买
了口罩，不串门，不拜年。”陕西平
利县广佛镇白果坪村五组范帮
礼说。

地处秦巴连片特困区平利县
南部的白果坪村，村情复杂，连通
渝鄂。全村辖五个村民小组，有
414户1300人，建档立卡贫困户
155 户 485 人，疫情防控难度较
大。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作为
陕西省安康市中心医院派驻平利
县广佛镇白果坪村第一书记，汪
鹏对疫情更为了解。

汪鹏和镇村干部积极发动群
众，通过广播和小喇叭，走村串
组，宣传疫情防控知识，普及健康
习惯，倡议群众不扎堆、莫串门、

戴口罩、勤洗手、不信谣，科学就
医。为灵通信息，减少聚集，他还
号召大家，多用微信、短信等方
式，建立了微信群，通过干部引
导，每天在群里转发健康要点、疫
情防控相关知识。

白果坪村村支部处在出省进
县的十字交汇地，除了日常清扫，
公共环境消毒也很重要。汪鹏便
向自己所在单位安康市中心医院
申请物资，得到医院支持，争取到
口罩60只、医用酒精10瓶、医用
84消毒液 10瓶，及时投放到村
里，使参与防控的干部群众多了
防护措施。汪鹏还抽时间教村民

“七步洗手法”，让群众养成良好
的卫生习惯。

“王老，听说您家里没菜了，给您送来了
一点，看够不够，不够再给您送过来。”2月4
日一大早，江西省萍乡市莲花县良坊镇新田
村党支部书记王文志像往常一样给贫困户
送去生活用品。69岁的王文邦，是村里的
贫困户。村里隔三差五安排工作人员送上
米、油、蔬菜等食品，保障他们一家人在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期间的正常生
活。目前为减少村民出行，新田村组织部分
年轻党员来到村里的大棚蔬菜基地开展送
温暖活动。

新田村蔬菜基地采取合作社经营管理
方式，通过“合作社+贫困户”模式，建立了
成熟的种苗供应、技术管理、农民培训、销售

渠道整套产业体系，通过技术培训、发展致
富带头人等方式激发贫困户发展创业的内
生动力，让他们依托产业发展自主脱贫。

然而，受疫情影响，眼下基地成熟的蔬
菜出现滞销，又暂时无法轮作，农户损失不
小。新田村“两委”得知后，倡议组织党员干
部帮助分销。各村小组组长统计需要蔬菜
的农户数量，统一去基地预订采购，每天派
3名到5名党员在基地上帮忙采摘、挑运有
机蔬菜，并在上门免费分发时优先照顾困难
户。此举既缓解了合作社的经营压力，也保
障了很多困难家庭的生活需求。

文/本报记者 韩秉志 通讯员 刘
君娟

分销蔬菜党员干部来帮忙

陕西平利县白果坪村：

专业防控不含糊
本报记者 张 毅 通讯员 沈奕君

四川南部县蜀北街道：

贫困人群不遗漏
本报记者 崔国强

“帮我卖笋送笋还贴汽油钱，多亏你们
啊，否则我每天200多斤新鲜早园笋可就没
有收成了。”2月3日下午，家住浙江德清县
阜溪街道三桥集镇的朱扣文，接过“德清
嫂”童燕红递上的卖笋钱非常激动。

朱扣文家是当地困难家庭。为改善生
活，去年他筹集资金承包了6亩竹林，期盼今
年春节前后卖个好价钱。但是疫情彻底打乱
了他的增收计划。眼看鲜笋每天不断增多却
又滞销，朱扣文一筹莫展。早园笋是德清农
民的重要经济来源，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种植，
每年春节期间，是早园笋大批量上市季节。
今年不少没有市场销路的笋农手足无措了。

消息传到正在组织“德清嫂”防疫的德
清县妇联主席吴敏瑾耳里，她马上与妇联其
他几位领导商议，大家认为抗疫很重要，百
姓增收也不能放松。于是，决定联合县女企
业家，通过网上筹集购笋资金，发动“德清
嫂”开展爱心助销活动。“德清嫂”是德清县
一张金名片，是对德清一个志愿者群体的称
呼。这个群体不分性别、年龄、国籍和行业，

在社会治理、志愿服务、文化德润、创新创业
等方面承担责任、展示魅力，成为标志德清
城市精神的群体。

从2月1日开始，首批7户困难家庭的
2000多斤滞销早园笋，全部被送往全县各
个居家观察家庭及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时
鲜春笋送到某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后，大家
非常感激：几乎天天有人送来食物、果蔬及
口罩等物品，不仅满足了口福，还让大家享
受到了来自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心与温暖，
对战胜疫情也更有信心。

不仅如此，“德清嫂”武康王氏水果商行
负责人童燕红，还主动在商行贴出公益代销
春笋公告，帮助笋农义务推销春笋，对县城
内的百姓免费送货上门。

德清县妇联则通过“网上妇联”开展行
动，建立购销平台，利用网上妇联农产品滞
销收购微信群发布收购信息，进一步拓展销
售渠道，帮农户解决农产品滞销难题。

文/本报记者 黄 平 通讯员 王
力中

多亏了热心的“德清嫂”

千方百计帮贫困户解“卖难” 广袤的农村地区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薄
弱环节。在当前各地严防严控疫情的“战场”
上，近年发展起来的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正积
极发挥着作用。事实表明，他们不仅是现代农
业建设的生力军，还是一支有素质、有技术、有
责任、有担当的惠农服务队。

助力政府，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目前农
村地区使用的消毒设备普遍是人工喷雾器，效
率低、损耗大、喷洒面积小。而各类农业社会化
服务组织拥有先进的农机设备和技术人员，能
高效率使用各式植保机、无人机，与政府携手进
行大面积联防联控工作，第一时间对城乡重点
区域进行消毒防控。与传统方式相比，先进农
机设备节省人力物力，防范响应快、面积广、效
率高。如山西省长治市屯留区15家农业生产
托管服务组织，自愿参加到疫情防控中，对周边
6个乡镇（区）的大街小巷、公共场所等进行义
务消毒。河南省郏县红伟农机专业合作社，利
用臂展式植保机，每天给周边乡镇及村庄定时
消毒。

储货备资，合力迎接春耕。疫情防控任务
艰巨，但同时也要注意到，全国春耕春播工作即
将开始，如何保障各地农资、农机供应也需引起
重视。有的农民担心因为疫情选不到好农资，
也有的担心疫情过后出现农资短缺、价格大幅
上涨等情况。在这方面，有些农业社会化服务
组织已经开始行动。为保障农民春耕期间健康
安全，确保不误农时，黑龙江鑫之谷农业集团调
整服务布局，提前进行农机设备检修、联系农资
供货商备货，大幅降低服务成本，保障农民丰产
丰收。为解决柑橘、茶叶等劳动密集型作物采
摘问题，四川省蒲江县农业农村局联合服务组
织组建“采果队”“包装队”等，为农民解决疫情
期间一家一户干不了、干不好、干着不划算等
问题。

抗击疫情不容懈怠，备耕生产也迫在眉睫。在这种情况下，建议各地
政府更好更充分发挥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的优势。

一是鼓励各地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发挥农机植保优势，协助政府抗
击疫情，共渡难关。充分利用服务组织的技术和人员优势，在消毒杀菌、
提高农民防范意识等方面，协助政府共同建立联防联控机制。

二是鼓励服务组织发挥农业生产托管服务的规模优势，配合小农户
开展春耕春播工作，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通过专
业化服务队，提供统一标准的机械化生产或服务，在抗击疫情的同时，帮
助农民完成农业生产任务。建议政府协调服务组织与小农户的对接，合
力迎接春耕。

三是给予服务组织这样一支高素质专业化“服务队”更多关注与支
持。作为防疫抗疫的一支重要社会力量，建议政府鼓励他们利用先进技
术和水平帮助农民防范风险，也从更快、更好、更健康发展角度对服务组
织投以更多关注与支持。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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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
新店镇洞坪村村民在田间采收西兰
花。立春过后，当地西兰花进入采
收时节，县政府及时与贵阳、铜仁、
黔东南等地超市联系，组织村民戴
上口罩，进行体温监测后进入基地，
加紧采收、分拣、包装，协调物流运
往各地市场。

胡攀学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