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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全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如何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农业生
产？在位于海南西部的临高县，一场农业生产互助互救行动，正在持续释放后劲。

8月25日清晨6时许，台风天，临高县刮风下雨，天色发暗。在新盈镇新红村，海
田东光农场主桂朝飞早早开车赶到新红村口。按照约定，7时左右，新盈镇农业纾困
解难工作组（以下简称工作组）副组长、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刘壮将带领19名工人，来
到农场收割香蕉。

这是8月初新盈镇因疫情被封控以来，农场第一次迎来工人。
受疫情影响，农场成熟的香蕉，已有约2万斤烂在地里。桂朝飞索性下了车，穿着

雨衣站在雨里等。7时许，远处传来车辆行驶声，一辆黑色公务车正向他驶来，后面跟
着一辆红色中巴车。

香蕉，有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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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有救吗？

整个新盈镇心怀焦虑的，远不
止桂朝飞。

自8月3日临高报告此轮疫情
第一例无症状感染者以来，没人想
到一向安宁的小县会被疫情席卷，
也没人想到新盈镇会快速发展成
为全县疫情最严重的地方。15个
村（居）中，一度有11个村（居）及
一个村小组被列为高风险区，波及
8952户共40283人。8月4日，新
盈镇外围设立11个卡口，落实“只
进不出”。各类涉农生产活动不得
不停止。

桂朝飞所在新红村是低风险
区，但因为属于新盈镇，也让工人
们望而却步。

在种种焦虑暗自蔓延时，其实
最先引起县农业农村系统注意的，
是县渔业事务服务中心（以下简称
渔业中心）频繁打来的反映电话。

新盈镇以渔业为主，渔船数占
全县一半，原本休渔期将于8月中
旬结束，渔民需要抓紧最后的休渔
时间修补船体和渔具。但此时，渔
港管控、众多渔民落实“足不出
户”，新盈中心渔港2000余艘渔船
无人打理。“而且台风天下雨频繁，
渔船船舱容易积水，需要及时抽
水，避免船舱内机器等设备受淹损
坏。”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文彤
明说。

这就是渔业中心在电话里反
复提及的内容。

同时，全县几乎所有的海水养
殖网箱都在新盈镇，总计超过
1000口，按正常情况，今年预计可
贡献产值超6亿元。除渔业外，这
里也有一定的农耕和畜牧养殖，即
便每个村民涉及的农田数和畜牧
量不多，但在近9000户的基数上，
总量依然庞大。

“整个临高县第一产业占生产
总值比重达62%，涉农生产不仅对
新盈镇，对全县也至关重要。”临高
县分管农业农村工作的副县长、县
农村防控专班组长王凡介绍。

可以想见，在看不见的地方，
还有许多问题尚未浮现。

8月 14日，在省领导的坐镇
指挥下，王凡组织县农村防控专
班召开专题会议，同日，县疫情防
控工作指挥部办公室印发《新盈
镇疫情防控期间农业纾困解难工
作方案》，成立以王凡为组长、文
彤明为常务副组长，新盈镇常务
副镇长王亦鑫、县农业农村局副
局长刘壮和张聪为副组长的新盈
镇农业纾困解难工作组。成员涉
及全县各个涉农部门，以及财政
局、卫健委、发改委、交通运输局
等相关部门，综合协调解决所有

“难点”“堵点”。
但工作组如何进一步细化分

工，还需要更进一步的信息。

人力哪里找？

人的问题首先摆在了台面上。
镇内工作人员工作量已经高度饱和，
镇外工人不愿进新盈镇，县外工人不
愿进临高县，有意向的工人也要面对
静态管理下交通管制的问题。

谁来干？
在镇内农田施肥等问题上，工作

组首先考虑从本镇低风险区动员村
民，以封闭管理的形式，协助中高风
险区农户打理农田。

针对全镇 27家海水网箱养殖
户共约300口海水网箱无法及时投
喂的问题，则采取了另一种人力措
施：为减少人员流动，避免交叉感染
风险，从27家养殖户中选出4位代
表成立一个投料互助小组，安排一
艘渔船专职负责所有海水网箱饵料
投放工作，小组成员吃住在船上，封
闭管理。

“我们每天上午、下午分别出海
一次，出港、到达投喂点以及返回，都
需要和工作组汇报并发送实时位
置。”投料互助小组组长、新盈镇村民
黄伟强介绍，自21日起，投料小组每
天可投喂约80口海水网箱。

对于渔船的维修和抽水，熟悉渔
业的颜小平从附近的永隆村动员有
渔船也有出海经验的渔民桂子河，同
样吃住在船上，日夜守候在新盈港，
随时为提出需求的渔民的船只进行
抽水。

这是新盈镇内的情况。
在镇外，受静态管理影响，东英

镇西兰村劳务带头人王俊尧接下了
皇桐镇金波村香蕉基地的采收需求，
19名工人却无法通行前往。

19日上午，王俊尧辗转联系到
文彤明。当晚，文彤明召开工作组紧
急会议，在确认相关人员所有证件符
合采收香蕉防疫要求后，在县交通运
输局的协助下，工作组开出了疫情期
间全县首张农业生产用工通行证。

这第一张通行证效力如何？能
不能保证工人们顺利到达香蕉基
地？文彤明不敢打包票。他做了一
个决定：20日一早开着公务车，和刘
壮一起，全程为中巴车开路，一路做
好相关卡口的解释工作。

20日凌晨5点，文彤明和刘壮
从县城出发，前往西兰村。他们驾车
行驶在前，一路保障工人顺利抵达香
蕉基地，两天内砍收香蕉200余亩。

5天后，这批工人又来到了桂朝飞
的农场。这次，由于新盈镇的特殊性，
即便新红村是低风险区，但工人们也有
顾虑。为了打消工人们的顾虑，刘壮清
晨6点冒雨出发，再次赶到西兰村，一
路将工人们护送至农场。当天，在风
刮雨淋中，工人们砍收香蕉3.2吨。

纾困解难
需要互助共济
■ 魏燕

一边是疫情防控形势仍然复杂严
峻，一边是地里的香蕉待收、渔船待
修、饵料或饲料储备不足……本轮疫情
发生以来，临高县新盈镇农业生产受到
较大影响，该县成立了新盈镇农业纾困
解难工作组（以下简称工作组），组织开
展农业生产互助共济，帮助农民解决
不少实际困难，取得良好效果，其中不
少做法、经验值得学习借鉴。

坚持问题导向，把需求摸准。俗
话说，有的才能放矢。帮助农民纾困
解难，首要的一点就是要把困难找准，
把需求摸准，以便对症下药，精准施
策。为此，工作组组织工作人员深入
田间地头，走访农民、企业，查堵点、找
问题，根据具体问题统一调配安排行
动。这背后体现的是主动意识和问题
导向，坚持从农民的需求出发，帮助农
民解决实际问题，自然能赢得农民的
支持和点赞。

着眼全产业链，把措施做细。农
业生产、加工、运输、销售是一个完整
的链条，哪一个环节出现堵点，都可能
会给农业生产和农民带来损失。工作
组把这些环节当成一个整体通盘谋
划，全产业链发力，不放过产销环节任
何一个堵点、难题。正因如此，各项工
作措施才能环环相扣、精细精准，落实
起来也更有力度，更有成效。

强化责任担当，把工作抓实。无
论是摸排农民需求、调配各种资源，还
是组织志愿者帮农民下地干活、联系
企业平台为农产品找销路，由分管农
业的副县长当组长、由各个涉农部门
为成员的工作组在其中都发挥了重要
作用。工作组不断拓宽思路，创新举
措，当好农民的办事员、联络员、服务
员，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农民“急难愁
盼”问题，尽最大努力减少疫情影响，
保障农业生产农民增收，体现了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责任担当。

临高成立工作组帮助新盈镇农民
纾困解难，是海南开展农业生产互助
共济的典型代表。在海南各地，还有
不少防控生产两手抓、两手稳的实践
和探索，这些地方在疫情期间坚持从
实际出发、从农民的需求出发，防疫不
忘抓生产，调配各种资源，组织各种力
量，开展农业生产互助共济，帮助农民
纾困解难，展现了责任担当，体现了民
生情怀。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
一定能抓好疫情防控和农业生产，凝
聚互助共济、共克时艰的强大合力。

疫情防控与农业生产

如何统筹兼顾

怎么摸查需求

怎么调配人力

怎么保障物资

临高的这些经验做法

值得好好研究

物资从哪来？

人力之外，最紧缺的是种植、养
殖所需的肥料、饲料、饵料等物资。

负责猪和家禽所需饲料供给的
畜牧中心主任陈华联系了县内3家
饲料店，其他负责人也都各自联系了
相关有备案的低风险区经营商家。
但负责牛羊牧草的县农机中心主任
王义雄犯了难。

由于本地牛羊多为散养，主要食用
新鲜草料，轻易改变饲料种类有可能影
响牛羊正常生长，因而王义雄必须为摸
排到的330只牛羊找到新鲜牧草。

经过排查，只有海垦红华农场公
司最符合要求。16日下午，文彤明
赶到海垦红华农场公司，和企业说明
情况。农场公司方面主动表示，愿意
先捐赠100吨，后期视牧草消耗情况
再进行捐赠。

供应的问题基本解决了，但由于
许多农民记不清日常使用的肥料等
品牌，且其中涉及许多细节专业问
题，如果弄错，得不偿失。

“种了什么，种多少亩？”“肥料是
第一次施还是第二次？”“除草是除田
埂上的还是田里的？”为确保物资配
送的精准性，县农技中心符小琴、陈
清黄等5名中级及高级农艺师组成
种植业技术服务组。每天，他们都会
一一打电话和农民核实情况。

“如果没有他常用的品牌，我们
则会建议其他替代品。通过这样的
环节，可以提高对接效率，避免出现
买错买少等情况，同时也可为农民提
供一些技术指导。”符小琴说。

据悉，除企业外，所有散户的饲
料、肥料等物资的运输，都由县农业
农村局统一安排车辆和司机，并补贴
运输费用。

货物卖去哪？

香蕉收割后，卖去哪儿呢？桂
朝飞和妻子林春霞都不知道。刘
壮问起来，林春霞就忍不住掉眼
泪。受疫情影响，不少收购商都不
愿到临高收购农产品，更别说当时
疫情严重的新盈镇。

帮就得帮到底！
“推荐一下你们的香蕉收购商

吧！”刘壮和同事们挨个打电话，询
问本地农业龙头企业及全县正常
运转的种植大户对接的收购商情
况，据此梳理出一批有效收购商，
并带领收购商现场查看香蕉长势，
当面商讨收购价格。

“因为这次帮助农户解决香
蕉砍收和售卖的问题，我们建立
起了全县香蕉包装工人和收购商
台账，未来利用这本台账，可以
更好地帮助农户收卖农产品。”
刘壮说。

另一边，新盈镇南堂村养殖
户王吉成有近 5000 只鸭子已过
上市时间，再继续饲养下去就要
亏本了，但镇外的收购商都不敢
到新盈镇收购，即便鸭子能运出
去，收购者也对来源地颇有顾忌。

经过工作组内部讨论，颜小平
和相关工作人员决定对内宣传，以
内产内销的形式帮王吉成卖鸭
子。“‘足不出户’的村民肯定有这
方面的需求。”颜小平说。

工作组首先请各村（居）委会
和网格长统计每家每户的鸭子购
买需求，然后由养殖户根据需求
数量抓鸭子，再由工作组调配车
辆将鸭子运送到各个村（居）委
会，最后由各村（居）委会利用物
资配送体系，将鸭子配送到各家
各户门前。

“……王吉成饲养的近5000
只鸭子已过上市时间，需及时出售
处理，请有意购买者，联系县渔业
事务服务中心颜小平。”8月21日，
县委、县政府有关领导，新盈镇领
导干部等齐齐转发这一微信消息，
颜小平的电话很快就被全镇各村
村民打爆了。

截至8月 30日，工作组已经
帮助王吉成售卖和配送鸭子
2550只。

近日，海南省委农村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印发《关于学习借鉴临
高县疫情防控期间农业纾困解难
主要做法的通知》，向各市县推广
学习借鉴临高经验。

8月26日上午10时57分，林
春霞向文彤明发来一条微信：“昨
天狂风暴雨，（你）帮我解决了一个
大问题。千言万语一句话，真的感
谢，非常感谢！”

（本报临城8月3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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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更多经验

一场农业互助互救行动

正在临高持续释放后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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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统筹疫情防控和农业生产？

一个农业县的逆境突围
■ 见习记者 李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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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怎么查？

14日上午10时，一支来自县农
业农村局的“先遣部队”，抵达位于新
盈镇新兴社区的渔业中心。来者是
县畜牧兽医服务中心（以下简称畜牧
中心）二级主任科员林琳和农田室主
任陈偲。在渔业中心，二人与等候已
久的渔业中心主任颜小平会合，随后
3人立即开始摸排新盈镇 11个村
（居）近9000户村民的生产需求。

此时新盈镇疫情正在上升期，内
部管理秩序还在不断梳理，各村（居）

“两委”干部、志愿者都为疫情防控事
宜忙碌万分，实难顾及3人。

根据实际情况，3人率先罗列出
全镇规模较大的涉农企业。这些企
业一共十余家，排查难度相对较小，
可以进行实地走访。同时，3人召集
志愿者，分头向15个村（居）委会书记
递送农业纾困解难问题收集明细表，
请书记们排查登记各村（居）需求。

无一例外，书记们都在忙。大部
分情况下，大家只能先将表格送过
去，来不及与书记们详细说明情况。

回去后，3人向新盈镇政府要了
各村（居）委会几名干部的手机号和
微信号。“书记的打不通就打文书或
者其他村干部的，电话不容易打进
去，就在微信留言，用各种办法和村
里进一步说明表格情况，第二天再去
回收表格。”陈偲说。

水产养殖、畜牧养殖、种植业、船
舱积水，随着四大问题浮出水面，工
作组被细化为四大板块，分别由县农
业农村局不同干部负责。

16日上午，作为统一协调，张聪
被派往新盈镇驻扎。当晚，县农业农
村局派驻新盈镇支援抗疫的6名农
业系统干部，成立“农业系统支援新
盈抗疫前线临时党支部”，张聪任临
时党支部书记。

张聪和其他工作组成员在摸索
中，逐渐建立起“网格员＋网格长＋
工作组”“村小组＋村委会＋工作组”

“农户＋志愿者＋工作组”等多线排
查体系，落实需求日报制度。网格员
利用每天到户配送物资机会组织填
写明细表，汇总给网格长后报给工作
组；部分村民主动通过电话向村小组
求助，村委会汇总后同样上报给工作
组；村民还可以直接联系志愿者，由
志愿者汇总给工作组。

每日，张聪将信息汇总后，分享
至纾困解难微信群，由工作组根据具
体问题统一调配安排行动。

临高县新盈镇农业纾困解难
工作组召集志愿者，对渔港渔船进
行巡查。（本版图片均由临高县
农业农村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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