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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要抓住机遇转“危”为“机”
文︱ 听  涛

每次公共安全的危机都会深度影响整个社会，今年初

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也不例外，全社会在打好武汉保卫战、

湖北保卫战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作为国民经济

的压舱石，农业自然备受关注，农业严重受损会给人民的

生产、生活带来难以估量的影响，“粮安天下”的道理，

自古至今都是颠扑不破的。在刚刚结束的全国政协十三届

三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经济届委员并参加联组

会议时，针对农业问题特别强调：“对我们这样一个有着

14 亿人口的大国来说，农业基础地位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

和削弱，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这次

新冠肺炎疫情如此严重，但我国社会始终保持稳定，粮食

和重要农副产品供给功不可没。新形势下，要着力解决农

业发展深层次矛盾问题，重点从农产品结构、抗风险能力、

农业现代化水平上发力。”

几年前，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及

时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改革的问题，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也同步展开，在确保粮食安全的前提下，大力发展重

要农副产品，努力使农业生产提质、农民生活增效取得

显著效果，此番疫情来袭，重要农副产品的有效供应为

抗“疫”战争取得节节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市场农

副产品货源充足，电商带货丰富及时，人们由此感受到

的不仅仅是农业的进步、市场的繁荣，感受到的更是国

力的强大，国家的稳定。

谁都明白，此次疫情过后，国家治理方式会有重大变化，

李克强总理在全国人大十三届三次会议上所作《政府工作

报告》中，首次没有明确具体的年度 GDP 增长数字，代之

以组合拳式的目标体系来引领今年国民经济的发展，由此

看出国家高层治理理念在率先转变。由此，必将引发各行

各业的连锁变化，哪个行业能先一步跟进，哪个行业就能

夺得一步先机。

我国从古代的先贤哲人开始就讲究思辨哲学，老子说

的“祸兮福之所依，福兮祸之所伏”讲的就是“危”与“机”

并存的道理，讲究在危中要感受到机的存在，寻找出破解

困局的思路。改革开放以来，农业在危中求机的案例不在

少数，2003 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凶猛侵袭中华大地，

邻近麦收，在外打工的 200 万河南民工无法返乡割麦，个

个心急如焚。危难关头，政府农机管理部门及时出手，开

展大规模的小麦跨区机收千里转战，解决了麦收的困境，

免除上百万个家庭的后顾之忧。这一年河南省新增小麦联

合收割机近 2 万台，仅山东潍坊的福田重工一家企业的产

品就在河南全省卖出 1.8 万台。更重要的是，自这年开始，

我国小麦机收率大幅度提升，作为三大作物之一的小麦生

产方式实现了彻底的改变，宜机的地方全部实现机收，结

束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古老场景。而且，在战非典中，

小麦机收机械装备自身也得到提升，背负式小麦联合收割

机让位于自走式联合收割机，农业装备水平上了一大台阶，

其深远影响一直延续至今，促成了今天我国主要农作物机

收率达到 70%，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

同理，今天的粮食生产和农副产品生产依然可以在危

机重重中找到发展的机遇，无疑，随着社会的进步、科技

的发展，人们的工具箱里可供选择的工具更多、更先进。

近期风靡天下的农产品网上带货就是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

术和互联网技术，为农副产品打开市场销路提供支撑的很

好的例证。要坚信办法总比困难多，“道高一尺、魔高一

丈”，只要不气馁、不徘徊，一路向前，就没有克服不了

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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