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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当春的脚步临近，春耕画
卷就会在辽沈大地徐徐展开。

今年，当春遭遇疫情，一样的春
耕就变得不一样了。

一样，是因为活儿还是那些，备
种、购肥，翻田、犁地；不一样，则是因为
疫情防控，人员隔离，各地一度交通封
闭，全民宅在家中。农资运输受阻，农
业科技人员下乡受限，随着春的脚步越
走越近，战疫情抢农时保春耕成了全省
上下的一致行动。2020年的春耕，因一
场疫情而变得不再寻常，令人难忘。

保农资供应，省供销社发挥农资
供应“主渠道”作用，千方百计备足货
源，稳定市场，社属化肥公司防疫复工
两手抓，生产车间 24小时连轴转，半
个月抢出两个月产量；送科技下乡，全

省科技特派员们线下转线上，网上
授课、微信直播，让农民及时掌握各
种种植技术，预防病虫冻害，保证春耕
生产；大年初二初三，各地驻村“第一
书记”没接到任何通知，舍小家顾大
家，第一时间逆行回村，备防疫物资，
领村民防控疫情；基层干部防疫的同
时，帮助解决农产品滞销，联系价格优
惠的种子化肥，为贫困户送货上门。

“今年春耕，除了农资比往年买
得晚点儿，啥都没耽误。”“一开始化
肥涨了点儿价，后期就降了，甚至比
往年还便宜。”“我身体不好，地里的
活儿都是村干部帮着干的。”“咱的化
肥和种子都是村里免费送的”……

春耕时节，记者进村入户，听到的
都是这样朴实真诚的话语，看到的都

是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后的笑脸。无
论是普通农户，还是贫困户，一场疫
情，并没有挡住他们奔向幸福的脚步！

患难见真情。农民的感激之情
洋溢在言语间，更体现在行动中。

住上政府给盖的新房，70岁的尹
大爷格外珍惜，把家里家外收拾得干
净利落。小院里的两垄毛豆长势喜
人，“种这个是给大家吃的，农村也没
啥好东西，就一点儿心意。”出门时，
他这样对记者说。

“没有村书记领咱干，哪有这一
片李子树。”种惯了玉米的穷山沟，有
了村集体产业，看到致富希望的村民
对驻村“第一书记”由一开始的不信
任，变成了“不舍得让走”。

2020年，不一样的春耕，一样的感动。

一样,也不一样

天蓝山绿，地广人忙。辽宁东部
山区，大田上春播正酣。

6 月 5 日，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
县木奇镇下湾子村，村民江福昌正和
乡亲们在大田里种红薯。

“前阵子总下雨，没法种，这几天
得赶紧抢时间把地种完。”说话间，江
福昌又把一株红薯苗栽到地里，“这
是咱讨生活的希望！”

虽说干劲儿十足，但每忙活一
阵，江福昌就要坐地头歇歇。

因为，他只有一条腿。
“我家祖祖辈辈都是农民，家里

仅 2亩多地，难以维持生计。多年前
外出打工，因受伤左腿截肢，不但没
了经济来源，看病抓药的开销压得我
喘不上气。”江福昌说，家里还有正读
书的孩子，那日子真叫一个难。

开销大，没进项，贫困户的帽子
一戴就是几年。那时候，只得拼命做

豆腐，贴补家用。
正琢磨咋增加来钱道儿的时候，

去年，江福昌发现，原本同村在外打
工的赵玉嵩回乡了。赵玉嵩不是空
手回来，而是成立了盈捷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开始流转土地，种红薯。

“咱村都是沙土地，种玉米不
打粮，但种红薯特别适合。而且，
经过一段时间考察，我发现高品质
红薯很有市场。”赵玉嵩说，做好准
备，开干！

第一年，打样。小范围尝试，不
带农户，自己种。秋收时，亩产 2500
公斤、纯利 3000 元，刷新了村民对脚
下沙土地的认知。

而后，赵玉嵩向全村贫困户发出
“邀请”：盈捷农业公司负责流转土地，
提供种苗和技术，贫困户负责种好地
就行。秋收时，盈捷农业公司再负责
包销所有红薯，确保贫困户旱涝保收。

本就有意“入伙儿”的江福昌，一
听条件这么优厚，马上找到赵玉嵩，
表示要跟他干。

“终于有能赚钱的地儿了。”江福
昌说，这种模式，自己除了春种时出点
儿体力，基本就是“零”投入，秋收时还
不用找销路，比种玉米赚钱多，还省心。

不仅江福昌，村里还有10户贫困户
积极加入。赵玉嵩算好面积，一下流转
了60多亩地，搞起了“扶贫种植基地”。

“我这项目，还有‘后招’，做农副
产品深加工。地里的红薯，当地的中
药材，都就地从原料‘升级’为产品，
再向外销售。”赵玉嵩说，这样既帮助
我们当地的贫困户增收，又促进了农
产品增值，一举多得。

“今年种好了，明年我还想再多
种几亩。”江福昌说。

“明年项目还要再扩大，带动更
多贫困户增收。”赵玉嵩干劲儿十足。

“转”出新门路

见到灯塔市铧子镇小东台村村
民李明强那天，他刚做完乳腺方面的
手术从医院出来 ，身 上 还 缠 着 纱
布。“我这个人命苦，大男人得了这
种病，以前还得过胃癌，一条腿因为
车祸残疾了，没了劳动能力，前些年
一直是贫困户。”他苦笑着说，“幸运
的是，我去治病，水田里的农活儿一
点儿没耽误。”

游新龙是村里的当家人、小东台
村党支部书记。这天早上，他扛着铁
锹去给李明强的稻田放水引流，春耕
期间李明强地里的活儿，他全包了。

“村支书不光出力，还给我省了不少
钱。”李明强感激地说。

今年受疫情影响，化肥农药运
输不畅，价格水涨船高。如果等农资
降价，又怕误了农时。好在游新龙过
去曾在供销系统工作，认识一些供货
商，村里总共买了60吨复合肥，不仅
没涨价，每吨还便宜了10元。

农资备好了，游新龙又帮着李明
强育苗。李明强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买现成的水稻苗一盘要7元，自己用种
子育苗成本仅1元，种一亩地需要50
盘水稻苗，他家6亩地，自己育苗能省

1800元。一旁的游新龙补充道：“都是
土里刨食的人，能省点儿是点儿。”

在李明强的眼里，这位村支书
不是干部，而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朋
友。这些年从备耕到秋收，一直是
他帮衬着。李明强过去是失地户，
游新龙帮忙给他家分了地。可是有
了地以后，却不太会种，曾经包出
去，也自己种过玉米，一年下来挣不
了几个钱。游新龙便张罗帮李明强
种水稻，教他怎么育苗，帮他雇人插
秧，告诉他什么时候打药、什么时候
施肥。

渐渐地，李明强的日子好起来
了，水稻田一年有 6000 元收入。游
新龙又帮他找了份打更的工作，还给
李明强有病的儿子找了份零工。去
年，他家就脱了贫。

李明强家的院子里，一盆盆月季
花、长寿花整齐摆在墙边，迎着太阳
盛放，地里的果蔬也已种下。家里
新置办的电动三轮车停在屋后的背
阴处，“有了它，我就能拉着老伴儿
去地里干活儿了。”虽然大病初愈，
但李明强精神头儿十足，脸上堆满了
笑。

他治病，他种田

“我去地里，一会儿就回来，你在
家看着点儿前后院啊！”院里养了一
些鸡，刘文辉下地前不放心地嘱咐站
在一旁的老伴儿。

“你让我干啥我干啥。”高高瘦瘦
的老伴儿机械地重复这句话。刘文
辉从院里拿起除草的铲子，边向外走
边指着自己的头向记者示意：“老头
子脑子不太好用了。”

年近六十的刘文辉是凌海市翠岩
镇前田村建档立卡贫困户，老伴儿患
脑血栓七八年，家里上有 82 岁的婆
婆，下有 30多岁尚未成婚的儿子，主
要经济来源就是山坡上的几亩玉米
地。“全家就指望我一人，儿子在外打
工，赚的钱勉强够养活自己，得亏这两
年扶贫政策好，一家人生活才有了保
障。”刘文辉高兴地说，村里有啥好事都
想着咱，这不，今年春耕因为疫情出不
去，村里3月初就给送来了玉米种子。

“这种子可特别了，出苗好，一棵
苗也不缺。”走上村东头的山坡，就是
刘文辉家的玉米地。6 月中旬，青青
的玉米苗已有20厘米高，她除草的空
隙站起身，指着紧挨着的邻家玉米地
说，咱家的苗明显长得高、长得壮，主
要就是种子好。

“这是玉米新品种 A898，一家种
子公司免费赠送的。”驻翠岩镇第一
副书记李霞去年下派到镇里，因为
有过几年驻村经历，加之在锦州市

农业农村局工作，更了解农业和农
村。疫情期间，为了让农民买到优惠
的好种子，她借工作之便联系了一家
种子公司，公司负责人了解情况后，
决定送100公斤玉米种子给贫困户。

“这个玉米品种产量高，品质好，
抗倒性强，适应性广，比农民从市场
上买的要好。”李霞说，全镇 13个村，
每个村挑最困难的贫困户送，前田村
是移民村，地少，刘文辉家得了2.5公
斤种子。

“咱也不懂，听人说这种子 20 元

一斤，自己可舍不得买。”刘文辉乐呵
呵地说，“这一种就知道真好，以前我
撒几粒种子才出一棵苗，今年撒一粒
就出苗了。”

除了送种子，李霞还帮助贫困户
联系化肥等农资，给的都是最低价。

前田村过去紧挨着锦凌水库，怕
水库积水淹到村子，四五年前全村搬
到了现在这个更高些的山坡上。“移
民补助每年每人600多元，加上低保、
养鸡等收入，家里2017年就脱了贫。”
刘文辉一脸幸福地说。

种子好，秧苗壮

“老徐啊，赶紧把院里这几棵旧
李子树抠了，换成今年咱村统一发的
新品种。都6月上旬了，再不种来不
及了。”盖州市卧龙泉镇义和村驻村

“第一书记”金一鸣，一大早站在村里
建档立卡贫困户徐得柱家门口喊道。

徐得柱腿脚不好，一听是金书记
的声音，立马快步迎出，边走边回话：

“好，一会儿就抠，这不是村里给的李
子苗刚栽地里，合计歇歇再整。”

“歇啥！脱贫致富可不能等。”话
音未落金一鸣已走向路口。

义和村地处盖州东部山区，平地
少、沙质土特别适合种果树。但因交
通不便，劳动力缺乏，品种不佳，始终
未形成规模，更谈不上收益。

作为驻村“第一书记”，金一鸣
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咋办？学！
他带着几个村干部分别到普兰店
市、岫岩满族自治县、大石桥市等
地学种植技术，看大棚、挑品种，最
终选定营口农技部门推荐的品种

“大红袍”。
一开始，种惯了玉米的村民都在

观望，不敢干，更别说贫困户了。那
就村里先示范。金一鸣在村里流转
了部分土地，建起 160 亩扶贫果园，
一年过后，长势喜人。“大棚李子5月
上市，一斤 8 元，一亩能收 2500 多公

斤，效益得多高！”
眼看树苗长大就要结果，村民急

了，都想跟着种。却不料赶上了疫情。
“人走不出去。苗还比往年贵，

钱也凑不齐，真急坏我了。”4 月初，
就在徐得柱最上火的时候，村里送来
了400棵“大红袍”李子树苗，金一鸣
还带来技术员手把手地教技术。徐
得柱家地不多，都在坡上，放苗、打理
都有“讲究”，技术员的每一句话他都
细细记着，还让女儿帮着记。

不仅管苗，村里还管种、管收、管
卖。金一鸣说，每个时间节点，他都
会到徐得柱的地里看看。“老徐身体
不好，老伴儿还病重，总怕他误了农
时影响李子结果。”

为稳定脱贫，村里给贫困户发的
都是去年扶贫项目预栽的苗，已经长
了一年多，移栽后明年就能结果，早
收获一年半。

为了帮贫困户度过“等果期”，村
委会让徐得柱先在扶贫果园务农，一
天 100 元，不仅增加收入，还能学栽
种技术。

“您看我这芽掐得对不对？”徐得
柱只要在地里看见金一鸣总不忘讨
教一二，而金一鸣则立即示范。

李子树苗种满山坡，这是义和村
致富的新希望。

“大红袍”，满山坡

行·思 XING
SI

T03
2020年7月7日

星期二

集中连片的红薯田确保了农业增值、农民增收。

刘文辉在自家地里除草。

村民在果园务农，每天能赚百八十元。

人物

地点

江福昌

新宾满族自治县木奇镇下湾子村

人物

地点

李明强

灯塔市铧子镇小东台村

人物

地点

徐得柱

盖州市卧龙泉镇义和村

人物

地点

刘文辉

凌海市翠岩镇前田村

春耕备耕关系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更直接关系贫困户当年
的基本生活保障，是脱贫攻坚的“保底工作”和“第一战场”。年初
疫情突袭，正值我省春耕备耕生产的重要时节。为战疫情抢农时
保春耕，全省上下高度重视，对贫困村、贫困户加强帮扶。为确保
贫困户能够种上地、种好地，不误农时、不误生产，全省驻村工作
队、“第一书记”和帮扶干部，深入贫困户家中了解生产需求，有针

对性地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帮助贫困村、贫困户调整产业结
构，发展经济作物、棚室生产，调减玉米种植面积；开展“一对一”专
项培训、入户培训，指定技术帮扶人；帮着找市场、签订单、购农资、
选好种……今春，无一户贫困户因缺钱、缺劳动力、缺农机具，或者
缺技术而种不上地。

辛勤汗水，希望田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