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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心助农在行动
河南出台
蔬菜促销
10项举措

附近的爱心人士来了，郑州的运输大车来了，省外的需求订单也来了……这些天，一股股暖流在中原大地上涌动，
一单单助农卖菜的交易在田间地头进行，困扰我省众多菜农的“卖菜难”问题正在一步步纾解。

近段时间，受疫情等因素影响，我省多地农户反映农产品尤其是时令蔬菜滞销。11月 19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
于开展蔬菜促销工作的通知》，从加大本地销售力度、组织省外客商采购、保障蔬菜运输畅通等 10个方面支持蔬菜促
销。

农有难，必有助。就在菜农的呼声传出后，社会各界已迅速行动，河南日报社还联合微博政务、新浪河南等共同发
起“河南助农联盟”，搭建起信息共享的供销互助平台，解决“非常时期”的卖菜难问题。

今天，本报聚焦目前我省菜农的“急难愁盼”，倾听他们的呼声，梳理地方的做法，让更多援助之手扶助田间菜农，让
更多田间蔬菜进入千家万户。7

□本报记者 翁韬 本报通讯员 申万宏

立冬过后，正值本地种植蔬菜集中上市的时节。
在安阳县吕村镇湘河店村，50亩约 10万斤的菠菜已经成熟，鲜

嫩的菠菜迎来丰收采摘季。不过让当地种植户烦恼的是，因疫情原
因，今年的菠菜销售遇到了大难题。

“菠菜不耐储存，卖不掉只能烂在地里。”眼瞅着满地绿油油的
菠菜，村民们盼望蔬菜销售商和爱心人士多来村里看看，“俺们村的
菠菜清甜好吃，每斤5毛，希望大家都帮着俺们找找销路。”

联系电话：17603723706；13526161560。7

□本报记者 翁韬 本报通讯员 邢小玲

立冬时节，中牟县东风路街道史庄村村民张延宾和妻子、母亲
三人一大早就来到自家蔬菜大棚内收割芹菜，偌大的棚内一眼望去
满目青翠，芹菜特有的芳香扑面而来。

“这个棚2亩，亩产芹菜1.3万斤，正是上市的时候！”张延宾家5
口人，5亩地，4个蔬菜大棚，种的有芹菜、生菜、蒜苗、香葱等。受疫
情影响，交通不便，物流不畅，今年蔬菜行情整体不好，大量优质蔬
菜滞销。

“往年这时候，芹菜每斤 2元，今年 7毛还不好卖。”看着满棚的
蔬菜，张延宾却高兴不起来。

史庄村地处中牟老县城东南 2公里，多年来以种植西瓜蔬菜远
近闻名。全村428户，2100人，耕地面积2000余亩，种植蔬菜1500
亩，日光温室大棚900多座，占地1300亩。

“我们村的蔬菜都是无公害的，品种多，质量好，是村民的主要
收入来源。”史庄村党支部书记洪国旗介绍，史庄村党支部积极行
动，成立了村经济合作社，办理进出中牟县生活必需品运输车辆通
行证。“这两天有市民、单位打电话，通行证办好后，市民有需要，就
可以送货上门了，我们的蔬菜保证质优、价廉、新鲜！”

如果您有需要，请拨打电话：15038203090。7

□本报记者 韩春光 本报通讯员 欧阳文权

立冬过后，寒意渐浓，正是收获芥菜的最佳时节。可对于登封
市君召乡海渚行政村谢村自然村的农户欧阳德石来说，却没有感受
到丰收的喜悦。

受疫情影响，他和邻村农户种植的120多亩芥菜，由于当地农产
品加工企业收购有限，向外运销面临困难，目前仍有 50万斤面临滞
销。

“天气正在逐渐变冷，如果长时间卖不出去，可能就要冻坏在地
里了，辛辛苦苦种了这一季，功夫可就白费了！”欧阳德石发愁而沮
丧地说，不把芥菜地赶紧腾出来，再耽误一段时间，连晚播的小麦也
种不上了，农户的损失会更大。

站在欧阳德石的菜地，一大片叶片翠绿的芥菜映入眼帘。“这么
新鲜脆嫩的芥菜，要是烂在地里，实在是太可惜了。”欧阳德石指着
眼前的芥菜叹了口气说，芥菜每亩产量5000斤左右，而种植一亩地
芥菜的犁地、施肥、浇灌等费用，就高达3000多元。

疫情无情人有情，守望相助克时艰。希望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爱
心企业伸出援手，积极采购，帮助众多芥菜种植户脱离困境！如果您
想帮助种植户解决难题，请拨打种联系电话15136195008。7

□本报记者 张建新 王向前

清理、打包、装车。11月 20日上午，来自郑州的
十多辆大车开到汝州市纸坊镇田间地头，一下子采购
了 30万斤的萝卜、白菜、大葱等蔬菜，解了菜农卖菜
难的燃眉之急。“这一次采购量大，菜农装车虽然都很
累，但也都开心。”纸坊镇党委副书记王世超说。

受疫情防控影响，10月下旬以来，汝州市蔬菜重
要产地纸坊镇、焦村镇等地，部分急需上市的时令蔬
菜滞销，许多菜农苦于卖菜“无门路”，急得直犯愁。

为畅通蔬菜销售渠道，尽快解决群众“卖菜难”问
题，11月初，汝州市专门成立滞销菜领导小组与“爱
心菜”双周行动工作专班，相关职能部门协调联动，助
力菜农打开蔬菜内外销路。汝州市相关单位、乡镇迅
速行动，摸准了“困难菜户”“困难菜地”底数，制定了
助农卖菜方案。

经初步统计，目前该市主要蔬菜区的在田蔬菜总
面积 2.62万亩，其中滞销时令蔬菜共计 626亩，占总
面积的 2.38%，滞销的主要菜品有菠菜、包菜、小葱、
早白菜、香菜等，约2996吨。

汝州市文明办牵头成立了市、乡、村三级志愿服
务队伍，18支队伍共计1260人，在全市开展“爱心菜
地爱心抢收 爱心消费”行动，确保滞销蔬菜能够及时
有序销售。同时，摸清全市“爱心菜地”（农户提出无
偿捐赠的蔬菜）数量，组织志愿者进行“爱心抢收”，发
动社会各界人士进行“爱心消费”。

11月 21日上午，家住汝州市普罗旺世小区的陈
女士收到了自己昨天订购的蔬菜包。“这么大一兜，白

菜、香菜、菠菜、小葱、萝卜应有尽有，才不到40块钱，
还这么新鲜，太划算了！”陈女士说，这已经是她第二
次回购了，蔬菜包来自纸坊镇，这些物美价廉的本地

“爱心菜”最近很受欢迎。
“我们专门成立了‘爱心菜进社区工作组’，负责

协调对接纸坊镇政府、菜农和小区，满足小区群众的
不同需求。”汝州市商务局主任科员孟廷彬说，“目前，
各小区的日供菜量不断增加，群众餐桌上的蔬菜品种
也越来越丰富，下一步，我们争取让‘爱心菜’以最快
的速度，进入每一户有需求的群众家中”。

得知汝州市的菜农遇到难处，外地的爱心人士也
行动起来。“各位姐妹们，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今天
我们共向平顶山配送了 15吨的蔬菜水果，平顶山的
朋友对咱的东西都很满意，并且希望能够再次预订，
接下来我们继续加油！”11月 18日深夜，刚从平顶山
市区卸完货回到家的汝州市士博生态园负责人李彩
霞，给姐妹们报告外地朋友还要采购蔬菜的好消息。

省供销合作总社更是积极对接湖北、江苏、安徽
等省市供销部门，组织车辆到汝州市采购蔬菜，开展

“一对一”服务，做好“点对点”销售工作。
截至目前，据不完全统计，在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相

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汝州市已累计销售日常各类蔬菜
2.29万吨，其中滞销时令蔬菜约2666吨，占亟待销售的
滞销时令蔬菜的89%；另外，除8.25万吨可暂时冬贮的
蔬菜外，目前还有约2万吨其他蔬菜已成熟待售。

如果您有意购买汝州“爱心菜”，请您联系纸坊镇
政 府 ：王 世 超 13903909808，焦 村 镇 政 府 ：崔 鹏
飞 13937514658。7

□本报记者 韩春光 本报通讯员 韩田田 崔丹丹

初冬，天气微冷，站在沁阳市太行怀庆街道办事
处北金村村口放眼望去，只见大片菜地满眼翠绿，到
处都是长势喜人的萝卜、白菜等时令蔬菜。

蔬菜种植户王亚兵，走进自家的萝卜地里随手
一拔，一个又大又肥的萝卜带泥而出。“这种萝卜叫
罐萝卜，口感脆甜，亩产能达到 8000 斤至 1 万斤。
往年都是买家开车到地里，谈好价钱直接收走，坐
在地边就把萝卜卖了。”王亚兵说，“可是今年大不
一样，由于受疫情影响，许多外地客商都不来了。
看着 100亩萝卜大丰收却销售不出去，我这些天真
是发愁死了。”

正在王亚兵一筹莫展时，太行怀庆街道办事处负
责人来到他家的菜地，了解他遇到的蔬菜卖难情况。
随即街道办事处就联系辖区内的大小企业开展了消
费帮扶活动，目前依靠消费帮扶活动，累计已帮助王
亚兵销售萝卜20万斤。

线下助农活动火热开展，线上直播带货忙个不
停。“沁家铺子”作为当地主流媒体沁阳融媒体中心的
网售平台，连日来通过网络直播带货，也帮助王亚兵
销售了4万斤萝卜。

据介绍，“沁家铺子”是省乡村振兴直播产业基
地，专注于沁阳市本地农产品的推广和销售，这次疫
情防控期间，共直播60余场次，有效带动全市网红助
农直播的销售。

南西村的小西红柿、小十八里村的无花果、柏香
的猕猴桃、王曲的甘蔗、山王庄的生姜等，由此都得到
了很好的推广和销售，“沁家铺子”惠农直播日销量均
在200单以上。

帮助王亚兵销售萝卜，只是当地开展助农活动的
一个缩影。近期，沁阳市各级党委、政府通过开展“互
联网+社区电商”对接销售活动，组织电商企业，深入
全市各个种植基地进行现场对接，通过线上发布、拍
摄抖音视频等，采取电商企业免费拉货、配送上门的
方式，掀起了一波助农销售的热潮。7

□本报记者 韩春光 本报通讯员 古国凡 付珊珊

初冬时节，疫情下的襄城县十里铺镇王老虎村蔬
菜代收站一片忙碌，许多菜农用电动三轮车满载各种
蔬菜不断来到代收站。该站负责人李红彬忙得满头
大汗，帮助菜农卸车后再将菜农送来的蔬菜装上大货
车，将蔬菜运销到本省漯河、许昌、郑州及湖北的武汉
等大中城市。

“这是俺卖的最后一车莴笋了，多亏李红彬的帮
助，让大家防疫、生产、销售都不耽误！”菜农李涛感激
地说。他今年种了 10多亩莴笋，喜获丰收。尽管正
值销售季节，但由于多地出现疫情，交通运输受阻，满
地莴笋面临滞销。

“这可咋办？”李涛蹲在菜地正犯愁时，村蔬菜代收
站负责人李红彬来到他家地头：“我已经联系了湖北省
襄阳市的郭老板，咱们的莴笋有多少，人家要多少！”李
涛立即愁眉舒展：“太谢谢了，要不，莴笋就烂地里了！”

“可真是多亏了代收站帮助销售蔬菜。”菜农王俊
峰也感激地说。他种的 8亩包菜，也都由代收站及时
代收，运销出去了。

据介绍，王老虎村种菜历史悠久。为了解除菜农
的后顾之忧，10年前从外地返乡、担任村党支部书记
的李红彬，和村民王献锋一起，于去年初春成立了这
个专门为菜农服务的蔬菜代收站，负责引领村民种植

蔬菜，代收代售。
今年，全村种植蔬菜500余亩，由于科学种植，精

心管理，各种蔬菜长势喜人。但近段因为疫情，大量
蔬菜出现了滞销。李红彬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在积
极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他每天都在忙着利用手机微
信、网络电商为菜农联系销路，眼下已为菜农销售蔬
菜300多吨。

11月 17日一早，该镇侯东村货车司机杨现涛，又
收到了镇蔬菜协会发出的蔬菜运输需求信息，于是他
一边电话联系王老虎村蔬菜代收站，一边备好 48小
时核酸证明、健康码、行程码，匆匆驱车来到王老虎村
蔬菜代收站。

将蔬菜装好车外运时，杨现涛又带上镇蔬菜协会
开具的货运车辆闭环管理承诺书、疫情防控工作出入
证，从襄城县凭证上了高速，不到两个小时就到了郑
州。驻郑的襄城县蔬菜协会会长赵光明，立即接收他
送来的蔬菜。随后，赵光明将这车蔬菜及时配送到了
郑州市区。

十里铺镇镇长郎晓豪介绍说，今年全镇种植花
菜、包菜、莴笋、萝卜等蔬菜1.4万余亩。镇党委、镇政府
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主动联系本地蔬菜种植大户、
大货车司机、经销商、批发商召开专题会议，专门对全镇
蔬菜采收、销售、运输等进行安排部署，全力解决蔬菜滞
销问题，努力保障蔬菜有序采收、有序销售。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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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清蔬菜
生产底数

优化疫情
防控措施

10万斤菠菜每斤5毛

50万斤芥菜愁销路

田间蔬菜大量滞销

代收站“架金桥”蔬菜有序销售

线下+线上 助农销售忙

地头开来暖心车队

▲尉氏县门楼任乡政府
乡长赵艳华（右一）在沙沃村
通过直播带货帮助菜农外销
蔬菜，通畅农产品从地头到市
场再到百姓餐桌的“绿色通
道”。7 李新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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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爱你我他（她）·温暖千万家

▲

为切实促进蔬菜
销售，内乡县供销社加
强产销对接，拓展蔬菜
销售渠道，帮助菜农解
决蔬菜销售难题。7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