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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的实际，新野县充分

利用线上电商平台联系销

售渠道，通过开辟蔬菜绿

色通道，确保蔬菜收购运

输车辆进得来、出得去。

万众一心 加油干
防疫不误春管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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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运海

今年春季我省小麦苗情如何？2月
12日，记者跟随小麦栽培专家、河南农
业大学教授郭天财，来到省农科院现代
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查看苗情。

来到一块麦苗长势茁壮的田里，
郭天财掏出一个小铲子，挖出一撮麦
苗，一根根看完后，又掏出尺子量了量
麦苗的“身高”后说：“苗高30厘米，长
得有点偏旺。”

眼下，气温逐步回升，小麦陆续进
入返青、起身和拔节期，这一阶段是决
定成穗多少和麦穗大小的关键时期。
这不，虽然发生了新冠肺炎疫情，但郭
天财又忙碌起来，奔波麦田指导农民

搞好春季管理。
郭天财分析，由于去年秋播以来

我省气温持续较高，加上农民有早播
的习惯，目前我省小麦旺长的比例较
大。他认为，旺长容易出现 4个方面
的问题:一是一旦发生倒春寒，小麦容
易发生冻害；二是小麦长得高，成熟后
易倒伏；三是早期吸收养分多，导致后
期营养不够，易造成籽粒不饱；四是容
易发生病虫害。

郭天财说，要想实现高产，一亩地
成穗也就是40多万穗。像这块地，估
算麦头超过 100万个，所以必须控制
旺长，让六成麦头死掉，剩余的四成麦
头才能活得健壮。

如何控制旺长？郭天财为农民支

出两个招数：最好的办法是碾压，效率
高、效果好；如果没条件碾压，深锄也
是一个好办法。他说：“如今正是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很多农民
都在家，有劳动力对旺长的小麦深
锄。通过深锄，一些麦苗的根断了，没
吃没喝自然就死了。”

“这个时期麦田管理的好与坏，会
让一亩地产量相差200斤左右。”郭天
财说，各地要因地因苗制宜，分类适时
做好肥水运筹，苗弱的早点浇水施肥，
苗壮的可推迟至拔节初期以后再浇水
追肥，避免发育过快过旺。

根据气象预报，未来几天我省将
大幅降温，出现倒春寒的天气，小麦田
间管理该如何应对倒春寒？郭天财

说，按气象预报的说法，这次先降雨后
降温，对小麦冻害不会有太大的影
响。但是需要提醒农民的是，沙土地
麦苗和已经起身拔节的麦苗要特别注
意防冻，主要的办法就是在寒潮来临
之前浇水，保持好的墒情。

在省农科院现代农业科技试验示
范基地，记者还见到了蔬菜栽培专家、
河南农业大学教授孙治强，请他就蔬
菜春季管理给农民朋友支招。孙治强
建议，对日光温室、塑料大棚和露地蔬
菜，要分类采取不同的措施，已经成熟
的要加紧采收，倒春寒来了大棚要注
意保温。通过搞好春季管理，保证市
场蔬菜供应，为打赢新冠肺炎疫情做
好坚强后盾。③9

□本报记者 任国战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龙飞

阳光下，农用拖拉机“突突”地行
进，特制的“犁头”在泥土中划过，鲜亮
的胡萝卜便从地里“跳”出来。十几个
戴着口罩的农民间隔 2米排开，拽萝
卜、去缨、装车一气呵成，一会儿工夫，
旁边三轮车上就堆起了“小山”。

2月 12日，安阳市殷都区洪河屯
乡黄庄村的大田里，一场丰收“保卫
战”如火如荼。

“今天能收 1万斤左右。”安阳市
京健园种养专业合作社联合社（以下
简称“联合社”）理事长李兴威将十几
个萝卜扔上车，口罩遮住半张脸，但遮
不住他丰收的喜悦。

紧挨着萝卜地，35亩大葱露着长

长的葱白，再往远处，一大片铁棍山药
也在等待收获。

“这些蔬菜本应在春节前上市，但
一直耽误到了现在。”李兴威介绍，联
合社共流转土地2.6万余亩，种植了小
麦、大豆、辣椒等20多个品种，养殖了
3000多头绵羊、山羊，2019年产值上
亿元。然而，突如其来的疫情让红红
火火的联合社一下“冷”了。

“冷”源自两大难题，一是用工，二
是运输。大田作业需要大量劳动力，疫
情发生后，洪河屯乡迅速采取了严格的
防控措施，村村封闭，村民禁止外出。

“没有工人，菜只能留在地里。同
时，长途运输受限，收了也没销路。”更
让李兴威着急的是，眼下返青期的小
麦正需追肥，找不到重型运输车辆，农
资运不来。

农时不等人。情急之下，李兴威
找到了洪河屯乡党委书记葛志强。了
解到农民的实际困难，葛志强当即拿起
电话，协调各村选择身体健康的村民投
入丰收“保卫战”。为加强疫情防控，联
合社利用农业植保拖拉机、无人机，免
费在村里进行了全面消毒，还准备了
500个口罩、800多斤消毒液送到田间
地头。村民“上班”前进行体检、防疫知
识培训，每次下地严格执行消毒程序。

2月 6日，联合社收获 200斤铁棍
山药、1000多斤白菜等，打赢了丰收“保
卫战”的第一仗。李兴威将这批蔬菜全
部捐献给了安阳市中医院发热门诊。

李兴威还跑到市里申请了车辆通
行证，又在乡政府的帮助下找到一辆
重载卡车。

“本地化肥企业也‘给力’，120吨

尿素明天进地，基本能满足2.5万余亩
小麦追肥需要。”李兴威弯腰拔起一株
麦苗笑着说，“看这根系多壮，丰产的
基础已经有了。”

与黄庄村农田一路之隔的大棚
里，联合社社员李运平正查看菜苗长
势。5 平方米大小的长方形育苗床
上，西红柿、茄子、辣椒等菜苗刚冒出
不到1厘米的新芽。

“一个育苗床能培育 1万多棵苗，
我这儿有十多个品种，预计 3月能种
进大田。”李运平说，相信今年还能有
个好收成。

“洪河屯乡是典型的农业乡。”葛
志强表示，在严格落实各项疫情防控
措施的前提下，全乡将有序恢复农业
生产，全力保障粮食、蔬菜、水果等丰
产丰收。③8

□本报记者 曾鸣

“梁老师，今年想种一些艾草，
请问有哪些需要注意的？”

“眼下就是要抢抓农时，认真
做好春季管理……”

2月 10日，省农科院研究员、
国家中药材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
学家梁慧珍在电话里又开始了自
己的艾草种植“小课堂”。

日前，不少医疗机构也开始使
用艾灸预防或艾烟杀菌除湿，以守
护患者和医护人员的健康。梁慧
珍告诉记者，最近有许多农户和企
业向她咨询艾草种植情况。“一天
能接到十多个电话，都是询问艾草
种植、购买情况的。”由于疫情原因
无法开现场会，梁慧珍便通过视频
电话、建微信群等方式，开起了艾
草种植“培训班”。

“目前，市场上原料多为人工
种植，栽培技术相对薄弱，需要进

一步加强和规范栽培技术，抢抓春
天时机，认真做好春季管理，为艾
草优质高产打下基础。”梁慧珍说。

梁慧珍介绍，种植艾草要选择
阳光充足、土层深厚、土壤通透性
好、有机质丰富的中性土壤。为节
约土地资源，也可选择荒地、路旁、
河边及山坡等地进行种植，地块周
边空气应洁净无扬尘，附近无居民
生活污水和工业水污染。对选好
的土地进行深耕 30 厘米以上，在
种植时采取半机械化作业，一人驾
驶拖拉机带犁开沟，一人摆苗，栽
植完成后应检查有无露根现象，若
有露根，要及时用土封掩。

我省是中药材大省，南阳地区
已成为全国最大的艾草产区。近年
来，随着市场需求的扩大，艾草收
购价格逐年上扬，农民开始种植优
质艾草，以艾草加工、艾灸医疗养
生保健为特色的艾草产业蒸蒸日
上。③6

艾草春管“培训班”开课了

本报讯（记者 孟向东 刁良
梓 通讯员 梁浩杰）2 月 11 日上
午，新野县沙堰镇沙堰南村的钢葱
地里，一排拖拉机在前面犁葱，一
群农民戴着口罩在后面分拣、装
运，一派热火朝天的劳作场景。

此时，西安客商何坤已经把大
货车停在地头上，“已经来拉过几
车了。新野人勤快细致，钢葱品质
又好又安全，我们很放心！”

据沙堰镇相关负责人介绍，当
地钢葱主要销往郑州、洛阳、安阳、
三门峡和西安等地，平均每天销售
70吨，目前已销售800余吨。

“新野是全国无公害蔬菜生
产基地示范县，常年蔬菜种植在
35 万亩左右。”新野县农业农村
局副局长王清鹏说，新野县土壤、
气候适于种植钢葱，钢葱面积稳
定在 6 万亩左右，县里把发展钢
葱产业作为农民脱贫致富的支柱
产业。春节前后，由于雨雪天气
和疫情影响，造成 5000 多亩钢葱
滞销。

针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实
际，该县充分利用线上电商平台联
系销售渠道，通过开辟蔬菜绿色通
道，确保蔬菜收购运输车辆进得
来、出得去。为确保大葱收采环节

安全，该县要求下地前对所有车
辆、机械设备、收采人员统一消毒，
人员必须戴口罩、戴手套，宁肯速
度慢一些，也不放松防疫环节。

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
新野县还充分发挥散布城乡的农
资超市优势，鼓励他们通过电话、
微信等方式，与菜农、老客户进行
对接，分类建立采购清单，实行

“点对点”“一对一”服务，使群众
足不出户就可以提前订好所需春
耕农资。

“我这茬葱锄完，就立即整地，
把这 35亩地全部种上春花生。种
子、化肥网上都已经订好了，到时
候直接送到地头。”看着装上车的
大葱，数着手里的钞票，沙堰南村
菜农王胜涛喜上眉梢。③9

□本报记者 赵春喜
本报通讯员 杨澎涛 王青俊

天刚亮，太康县转楼镇褚庄村
周商家庭农场负责人张安营就戴
上口罩，来到村头的大棚地里忙活
开了。

平整、打畦……看着大棚内整
理好的田地，张安营伸了一下腰：

“田地已全部整理好，就等着大规
模育苗了！”

疫情发生后，为不耽误农时，
转楼镇在抓好疫情防控的前提
下，组织县乡农技人员和各村党
支部成立春耕生产服务队，在用
工、购肥、种植等方面，积极为农
户提供春耕备耕生产和农业种植
技术指导。

张安营的周商家庭农场位于
褚庄村西头，去年他种植了 30 多
亩西红柿，还带动十多户贫困户脱
贫致富，“今年，我准备再种点西
瓜、辣椒、大葱等”。

立春后，张安营开始整理晾晒
大棚田地。他电话联系上服务队一

名农技人员。在农技人员的微信视
频指导下，撒肥、机械翻耕……30
多亩大棚田地很快整理完毕。

土地翻耕后，张安营还要雇工
人到田地进行打畦、覆盖薄膜等精
细化管理。为了减少人与人之间
的接触，他找人干活时，都是通过
电话与村民联系。

“一个棚一到两个人，严格控
制人数，要求全部戴口罩上岗。休
息时，工人之间也不能坐在一块聊
天，要保持 3米以上的距离。”张安
营一脸严肃。

“来，老张，给你和工人测量一
下体温。”说话间，几名穿着防护服
的医护人员来到大棚内。在春耕
备耕中，镇政府抽调部分工作人员
与镇卫生院医护人员一起，每天深
入到全镇各村，对耕作者进行体温
检测，检查防控措施。

医护人员刚离开，张安营的电
话铃响了，是广东一位老客户向他
预订西红柿。“未种先卖，今年又是
个好年成……”放下电话，张安营
两眼眯成了一条线。③5

与郭天财一起看苗情

大田里的丰收“保卫战”

新野钢葱惹人爱

“田地平整好，就等育苗了”

本报讯（记者 刘红涛）立春已过，
小麦进入春季麦田管理的关键阶段。
2 月 11 日，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获
悉，为加强春季麦田管理，落实关键技
术措施，打牢夏粮丰收基础，该厅组织
有关专家研究制定了《2020年全省小
麦春季管理技术指导意见》，科学指导
小麦春管。

省农业农村厅农情调度显示，全
省麦播面积稳定在8500万亩以上，优
质专用小麦面积达1350万亩，越冬期
苗情明显好于常年。春季田间管理要
以保苗稳健生长、构建合理群体结构
为目标，重点抓好以控旺长、防冻害、
防倒伏、防病虫等为主的管理措施。

对已出现旺长或有旺长趋势的麦
田应在小麦返青以后，选择平均气温
5℃以上的晴天午后进行镇压，也可
在起身初期喷施“壮丰安”等化控剂。
对没有出现脱肥症状的旺长麦田，应
在镇压和喷施化控剂等基础上，将追
肥浇水时期推迟到拔节中后期。

化学除草要选对时间，对冬前没
有进行化学除草的麦田，要在小麦返
青起身期及早进行化学除草。要选择
适宜除草剂，以免发生药害。

对病虫害实行精准防控，以条锈
病、纹枯病、赤霉病等为重点，严密监
控小麦条锈病，返青拔节期实施病虫
早控，抽穗扬花期全面预防赤霉病。

今年我省春季发生“倒春寒”的概
率较大。专家提醒广大农户一定要密
切关注天气变化，在小麦拔节期，特别
是预报寒流来临之前，对缺墒地块应
及时进行灌水，预防冻害发生。一旦
发生冻害，要及时采取追肥、浇水、喷
施叶面肥等补救措施。③9

控旺长 防冻害
防倒伏 防病虫

▲2月 12日，宝丰县赵庄镇袁庄
村村民驾驶农业机械为麦田喷洒除草
剂。⑨3 何五昌 摄

◀2月 12日，在宁陵县石桥镇吕
新庄村的反季节大棚里，果农在忙着
给杏花授粉。⑨3 吕忠箱 摄

田间农事忙

□本报记者 丁新科
本报通讯员 郭东军

“我有个快递，能不能帮我拿一
下？”“我的体温 36.3度，正常。”“我家
没有菜了，谁能帮忙买一下？”……2
月 11日一大早，陇海社区返郑人员联
系群就开始热闹起来，这个群里都是
返程居家隔离人员，郑州市二七区陇
海社区居委会负责人根据大家的需
求，安排防疫工作人员去逐项办理。

“建群跟踪”只是郑州市二七区一
马路街道加强疫情防控举措“五步法”
的其中一步。一马路街道地处郑州火
车站中心区域，也是商业核心区，外来

租赁人员和铁路司乘人员众多。“近段
时间，随着返郑人员逐渐增多，居家隔
离成为我们疫情防控工作的重中之
重。”一马路街道办事处张巧云告诉记
者，面对即将涌现的回归大潮，一马路
街道严格按照“防输入、防扩散、防输
出”的要求，未雨绸缪、提前布局，结合
自身实际，成立工作专班，创新实行

“五步法”防疫措施，严防死守、查漏补
缺，建立健全返程人员动态监测管护
机制，做实做细居家隔离工作，实现疫
情防控全覆盖、无死角。

第一步建档立卡。对于返程人
员，必须做到情况明、数字实，这样才
能判断准、反应快，及时作出有针对

性 的 安 排 部 署 。 怎 样 才 能 摸 清 底
数？一马路街道办事处抓早、抓细、
抓实登记工作，在每个小区卡口处，
对省内外返回人员实施专项登记，建
档立卡，并纳入居家隔离人员名单
库。该名单一份交给工作专班，一份
留岗备查，严防此类人员在隔离观察
期外出。

第二步提示到家。引导到位、提
示到家，才能让居家隔离人员安心、放
心、暖心。一马路街道给每位居家隔
离人员都发放一本《郑州市居家隔离
观察工作规范》、一份《居家隔离观察
事项告知书》和《居家隔离观察承诺
书》、一支体温计，提示其严格按照居

家隔离的要求，每日做好体温自我监
测。同时，在隔离观察人员家门口张
贴温馨提示，进一步织密群防群控安
全网。

第三步建群跟踪。一马路街道
通过微信群与隔离观察人员进行视
频交流，随时掌握其居家生活动态，
及时提供各种帮助。此外，在群里
发布防疫信息、回应群众关切、科普
防疫知识、做好心理疏导，为大家讲
好干群一心、团结协作的战“疫”故
事。

第四步服务到位。怎样才能检验
提高群众工作能力？怎样才能让群众
安心隔离？关键在于做好服务工作，

一马路街道办事处深谙其理，通过做
好“三项服务”工作，与隔离群众心在
一起、想在一起，真正做到了把大家思
想疏导好、需求服务好、力量凝聚好。
一是每天对居家隔离人员门口走廊
实施消杀服务；二是由专班负责人带
队，每天上门给居家隔离人员测体
温；三是工作组设计了返郑人员每日
跟踪监测表，实行一人一表，体温和
购买物品等情况都每日做详细记录，
直到隔离期满。同时还为隔离人员
代购生活必需品及代扔垃圾，尽心为
大家服务。

第五步解除隔离。在隔离到期
后，给隔离人员发放《解除隔离通知

单》，告知其在隔离观察期内未发生异
常情况，可以正常生活。

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一马路
街道实施的“五步法”防控措施，大大
减少了重点管控小区的人员流动，对
防止交叉感染、控制疫情扩散起到了
重要作用。

为了把疫情防控各项工作抓实抓
细，除了创新实行“五步法”防疫措施
外，一马路街道还组建专班，每天开碰
头会，当场解决疑难及个性问题，安排
部署第二天的工作；成立疫情防控临
时党支部，发动社区常住党员与归乡
探亲党员，全面落实联防联控措施，全
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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