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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之下，农事正紧，涉农高校师生就地支援——

助 农 春 耕 记
本报记者 王家源

特稿

纵
深

2月15日，由于早上小麦地
里会下露水，中国农业大学博士
生苌淑敏一家早早吃完饭，用电
动车载着篓和肥料来到麦地里。

苌淑敏的家乡位于我国粮食
主产区河南，她结合所学和实践
经验，把肥料施入土壤耕层，既
能降低肥料的蒸发率，提升肥料
的利用率，也不会使小麦损伤。

从2月到3月，疫情跨越了雨
水和惊蛰两个重要的农时节气。
农时不等人，在这个春天，从就地
帮扶春耕，到在线组团答疑，涉农
高校的师生们参与帮扶春耕备
耕，守护特殊时期的丰收希望。

2 月 14 日晚，湖
南省邵阳县迎来一股强
寒潮，气温从20多OC
骤降到3OC左右，这让
研究油菜冻害的西北农
林科技大学博士生秦梦
凡马上警惕起来。

第二天一大早，秦
梦凡匆匆来到村里的油
菜地，查看花期冷害对
油菜结实、坐果的影
响。他选取了一些单株
做了简易标记，以便持
续观察植株的变化。

通过追踪，秦梦凡
发现了两个现象：一是
当地的油菜品种优良，
冷害发生时，处于蕾薹
期的材料表现良好，躲
避了此次低温胁迫；二
是处于花期的材料，几
乎所有植株角果都未表

现出严重的冷害现象，空籽粒少，但二
次分枝花蕾部分冻死，且约50%的植株
茎杆下部有冻裂现象，会大大增加核盘
菌入侵的概率。

他立即来到村委会，建议及时喷施
多菌灵等抗病菌农药，通过选择晚花品
种来躲避寒潮，预防花期低温胁迫，同
时要做好病情监测预警。

村委会主任对他竖起了大拇指：
“这次抗疫期间，我们村的‘油菜博
士’真是帮了我们大忙！”

从邵阳往西南方向约500公里，广
西柳州的春意来得更早一些。

“体感30OC，春风微拂，春耕干活
特别畅快！”2月上旬，广西柳州鹿寨
县四排镇龙马龙村龙腾屯的柑橘林里，
华中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韦壮敏穿着T
恤，戴着手套，正在给橘苗施肥。

韦壮敏学的是农艺与种业，研究的
方向是柑橘，正与家中的产业相符。他
结合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农民经验，得出
了科学施肥诀窍：“腐殖质、微肥、复
合肥、菜籽枯，这几样肥料科学搭配，
果树成长会更快！”

而就在不久前，因为疫情，当地柑
橘由每公斤6元跌到了一两元，果贱伤
农，很多农民宁愿果子掉落也不愿采
摘，更不用提施肥、育苗。

韦壮敏先做自己家人的工作，再做
村民的工作，建议他们继续打理果树，
培育树苗，以待来年。

因为是从疫区回乡，副镇长曾来到
韦壮敏家里慰问，韦壮敏“借机”向其
请战，表示“随时准备上阵”，希望通
过自己的努力为村民们减轻压力。

在韦壮敏和村民的努力下，外出卖
水果的通道被打开，即便没有水果商进
村收购，也可以把水果的损失降到最
低。接下来，韦壮敏开始摘果、送果、
卖果，家里10亩多柑橘卖完后，他还
和父亲一同帮助邻居运送柑橘。

韦壮敏还帮助当地百姓选择病虫害
防治的方法，这个季节的“红蜘蛛”

“树根苔藓”等都要注意，不然花期来
临，果树会因此影响产量。

在返校的日期还未知时，春耕备耕
已进入关键时期。学农、知农、惜农的
农林师生们深知不误农时的重要性。华
南农业大学、新疆农业大学、中国农业
大学等不少涉农高校向师生发出号召，
把农事训练课延伸到家乡的田地里，指
导农民春耕、备产，将对土地的热爱转
化为对农业生产的思考。

2月19日，雨水节气这一天，华中
农业大学向全校师生发出“就地帮扶
春耕”的倡议，鼓励师生主动担当作
为，亮明身份，就地参与春耕生产。

这封接地气的倡议书迅速上了热
搜。华中农业大学校长李召虎说，对教
师而言，参与春耕备耕，是把论文写在
大地上，发现科学问题，解决产业难
题，体现服务担当的好阵地。对学生而
言，扎根家乡，服务农业农村，是一次
了解国情、服务社会、培养知农爱农情
怀的实践教育和育人大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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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位于江苏省东台市唐洋镇朝
福村的家，中国农业大学2018级科
技小院班的王新宇除了看文献，一直
在帮家里干农活。

王新宇家中有4亩地，春天长3
棚西瓜、1棚大白菜，秋天长秋白
菜、香菜等叶菜。从农历正月十六至
今，王新宇一直在帮助照顾白菜苗，
从铺穴盘、摆种子做起，把穴盘放到
塑料棚里，出苗后每天开棚关棚，保
证棚里的温度适合白菜苗的生长，两
天浇一次水。3月初，在西瓜苗到家
前，王新宇还搭好了种西瓜的冷棚。

“在南方，一年四季里都有活，
父母在老家做点儿小生意，地里的活
都是抽空干，正好今年我在家，能帮
上不少忙，让父母少操点儿心。”王
新宇说。

去年一年，王新宇都在位于北京
密云西邵渠村的科技小院进行学术研
究和农业科技推广。自小在农村长
大，又在村里读研究生，王新宇对农

村、农民、农业有着特殊的感情。
“在小院，我能更加清楚地知道

农民需要什么，在村里能和当地老百
姓融洽相处，给他们提供农业方面的
专业帮助。我在小院也协助过当地的
合作社种植原味西红柿、有机生菜
等，对部分农作物的生长属性有一定
的了解。”王新宇说。

这个假期，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研
究生冯印印同样一直没闲着。冯印印
的家在山西省长治市长子县，父母常
年经营着3亩蔬菜大棚。前段时间，
受阴雪天气影响，黄瓜灰霉病大暴
发，花、瓜、叶发生不同程度的腐
烂，严重影响了黄瓜的品质和产量。

冯印印将这些黄瓜当作样本，把
自家大棚当成了实验室——首先将病
叶、病果摘除，减少菌源；其次，将
植株下部发黄叶片打掉，创造良好通
风条件；再其次，提早清晨大棚通风
时间，改善浇地方式为少浇多次、见
干见浇，降低棚内空气湿度；最后，

配合腐霉剂，啶酰菌胺农药的喷施进
行化学防治。

经过近40天的精心管理，加上
气温回暖，黄瓜灰霉病得到有效治
理，不仅保证了疫情期间的不间断供
应，也为接下来的生产实践打好了基
础。他迫不及待将这次试验分享给自
己的导师，并把经验传授给邻居们。

在这个特殊的春天，像王新宇和
冯印印一样，不少农林学子把自己的
所学应用在家乡的农业生产实践中。
借由这次的体验，他们也对自己所学
的专业、所做的事情，有了新的理
解。

虽然是学农业的，但涉及具体操
作，王新宇还是略有生疏，这让他发
现仅有专业知识还是远远不够的。

韦壮敏也有类似的感悟。在学
校，他熟悉柑橘种植，但那是属于科
学实验，不核算成本，也不需要有收
入。在家里干活则不像试验田管理那
么精细，同时又要考虑成本收益。这

体现在具体操作上，反而父母更有经
验。“亲身参与实践后，你会发现你
所做的课题、你的研究将来会用到广
阔的土地上，能够用到农民的生产
中，这是一种完全不一样的收获
感。”韦壮敏说。

“农村的晚上还是很冷的。在地
里参加灌溉劳动，仰望星空，万籁俱
寂，别有一番滋味。”苌淑敏如此描
述自己参与小麦春耕的心情。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
苦’，道理大家都懂，只有真正参与
到劳动中，才会切身体验到这份辛
苦，才更深地理解，在大家生活变得
越来越好的当下，依旧要爱粮惜
粮。”这个假期，中国农业大学本科
生梁芳婷一直在帮助家人种植春玉
米。她说：“虽然现在不能坐在教室
里学习，但这样一种特殊的上课形式
也很有意义。将理论运用于实践，将
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是每一个学
农人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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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农技员，各位农民朋友，
现在春耕已经到了。春种在即，我
们省的再生稻育秧播种不能迟于3月
底，错过了时间，今年的再生稻就
没有了，生产时间十分紧迫。”3月3
日上午，直播课一开始，湖南农业
大学教授唐启源就表达了自己的担
忧。

唐启源是湖南省再生稻生产首席
专家，往年这个时候，他已经奔走在
湖南的各个县乡，现场给种粮大户和
农民们培训再生稻种植技术。今年，
唐启源转以公益直播课和线上解答的
方式，为农民朋友解决生产的实际问
题。

不论是直播课还是在微信群，唐
启源都主动分享PPT，并把栽培关键
技术，用图片、语音进行重点强调。

当天，这堂直播课共有1.2万人
收看，有近8000人参与互动，在两
个小时的直播课中，唐启源拿出了三
分之一的时间回答网友提问。

记者采访发现，虽然今年春耕处
于抗疫的特殊时期，但不少农业院校
的专家们仍然忙得不可开交，从走入
田间地头，转变为在微信、电话以及

直播里的“云”指导。在一个个电
话、微信、直播中，他们继续发挥自
己的技术优势，守护特殊时期的春耕
希望。

河南农业大学教授高致明指导山
区农民通过种植中草药脱贫致富已经
几十年时间，平时，只要没有教学任
务，高致明总爱往山里钻。河南八百
里伏牛山，几乎每一座山、每一条溪
都留下过他的足迹。既有专业技术、
为人也没有架子，高致明的电话早已
成了药农圈里的“热线”。而近日联
系他的，除了有向他请教中药材种植
问题的老朋友，还多了不少新朋友。

原来，不久前，河南农业大学公
布了一份专家服务团名单，包括了小
麦生产、畜牧生产、特色产业三大类
14个领域共40多位资深农业专家，
高致明就是其中一位。这份名单不仅
标明了专家的研究领域和联系方式，
还鼓励专家们用电话、短信、微信、
视频、直播等方式开展技术指导和技
术培训。一时间，加高致明微信的新
朋友多了很多。

和高致明一样，今年67岁的河
南农业大学教授郭天财每天都会接到

几十个咨询电话。每当电话铃声响
起，郭天财总是不厌其烦，仔细询问
对方的情况。

“河南是全国第一小麦生产大
省，在保障国家口粮安全中具有极其
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在防控疫情保供
给的新形势下，搞好春季麦田管理非
常重要。”郭天财说，“这个时期麦田
管理的好与坏，能让一亩地产量相差
100公斤左右。”

今年小麦的旺长趋势明显，郭天
财给农户们支招：最好的办法是在小
麦起身期进行机械碾压，效率高、效
果好，也可在起身期对旺长麦田喷施
植物生长抑制剂，另外，深触断根也
是一个好办法。

在陕西，西北农林科技大学60
多位专家教授在各网络平台上组团为
农户答疑解惑，并推送相关指导文
章。在江苏，扬州大学组织耕作、兽
医、蔬菜种植、特种养殖等领域专
家，开展线上服务，为春耕复产提供
指导。

疫情期间，对农村干部的技术培
训也被搬到了网上。为更好地帮助陕
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发展山地苹果产

业，培养果蔬产业发展的专业技术人
才，去年9月，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承
办的横山区果蔬生产管理技术培训班
正式开班，按照计划，2月17日本该
是这学期培训班开班的日子，受疫情
影响，培训班改为远程培训。

“拉枝是促进果树成花结果的主
要措施，主要在夏秋季，一般在6月
以后。”在直播课上，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教授范崇辉解答了来自横山区塔
湾镇的学员张生林关于果树春季管理
方面的疑问。

远程培训号召学员深入当地春耕
一线开展田间管理，搜集农户生产中
遇到的问题。“线上培训会跟农时结
合起来，今天的课堂，学员们提出的
春季果树修剪、苹果拉枝、新栽果园
成活率不高等问题，都是他们深入当
地群众果园，在春季管理中遇到的实
际问题。”范崇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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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9 日，一
份题为《新冠肺炎疫
情对山东农业的影响
与应对建议》的智库
报告提交到了山东省
领导的案头。

这份报告来自依
托山东农业大学建设
的山东省“三农”省
情调研中心。报告主
文约3300字，附带
19份图表，详细分
析了疫情对山东省农
业的影响，并针对性
地提出了“建立防疫
纠纷的绿色解决通
道”“迅速破除一切
物流交通障碍”等6
项政策建议。

“农业产业与社
会的稳定发展密切相
关，社会稳定的一个
重要因素是要让农产
品供应得到保障。我
们观察到，疫情对农
业生产力的影响是普
遍的，但影响范围到
底多大，大到什么程度，不得而知。
政府急需这方面的信息，政策决策也
需要数据支撑。”谈到调研的初衷，山
东省“三农”省情调研中心主任、山
东农业大学经管学院（商学院）院长
陈盛伟说。

想法归想法，这次特殊调研也面临
着实际困难。调研需要花费成本，教师
和学生也都隔离在家，只能采用线上调
研或电话访谈的形式，由此产生了很多
困难。比如有时打好几遍电话对方都不
接，以及面对辛辛苦苦拿到的数据，无
法组织大家当面研讨，影响工作效率。
但大家还是想尽办法克服困难，把报告
完成了。

中心副主任、山东农业大学副教授
孟光辉说，从设计问卷到成稿，总共花
了10天时间。19名专家老师和63名研
究生，对全省16地市130个县区675
家种养大户、家庭农场、社会化服务组
织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经营状况进行
了摸底。结果显示，疫情对山东省农业
产生影响的广度达到80%。

“广度涉及‘面’，100个被访对象
中有80个受到明显影响，以往，价格
和市场行情波动只能影响一部分。”孟
光辉说，“这个数据说明这次疫情的影
响很严重。”

数字背后，是一个个真实的农户和
企业。有的油炸花生企业，减产300
吨，损失几十万元。有的小麦加工企
业，小麦加工减少100吨，损失加工费
2万元。有的面酱和酱菜企业，疫情期
间收入损失80%。有的草莓种植户，
减产2500公斤，收入减少10万元。有
的海产品养殖户，规模减少200亩，产
量减少100万公斤，损失300万元。

有的经营户遇到实际困难，急需要
倾诉的渠道，在填完问卷后，主动打电
话给孟光辉反馈问题。一个养鸭户的电
话打到孟光辉研究生那里，向他反映有
的屠宰场借机压低鸭子的回收价。

陈盛伟介绍，这次调研的特殊性，
除了表现在调研的目的、方式与以往不
同外，在内容上也更加全面。“既有对
现实的影响，也有对未来可能产生的影
响，既涉及金融方面，也涉及实际生
产，还有解决现实问题的渠道思路，是
围绕疫情对农业生产、‘三农’领域全
面影响的一次调研。”

深入“三农”、研究“三农”、服务
“三农”，是涉农高校的一项常态工作。
疫情期间，一封封来自农业高校的政策
建议报告，为有关部门及时出台针对性
举措提供了有力支撑，有效发挥了高校
智库思想库、智囊团的角色作用。

四川农业大学多位专家向有关部
门提供了疫情对春耕生产影响的分析
报告和建议。华中农业大学从经济
学、公共管理、食品安全、农业科学
等角度，针对疫情对种植业、畜牧
业、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工作、春耕
与农业生产、农业农村发展、农民工
就业的影响等问题展开对策建议研
究，截至3月9日，已累计向湖北和相
关部门报送报告50篇。

在陈盛伟看来，农业高校智库可站
在相对独立的第三方角度，客观反映农
业一线的真实情况，而农业高校本身具
有的科研技术力量，也成为疫情期间农
业院校发挥思想库、智囊团作用的优势
所在。

一
支
象
牙
塔
里
的
智
囊
团

4

华中农业大学学生刘思源
在家乡帮助乡亲拔萝卜。

广西柳州，华中农业大学
学生韦壮敏正给橘苗施肥。

中国农业大学学生蒋沁宏在家
乡四川盐源县的一家苹果种植合作
社对苹果树修枝整形。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生秦梦凡在
查看村里的油菜花生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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