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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样丰收 ：添经济动能 迎小康社会
文︱ 听  涛

秋高气爽、瓜果飘香，一派丰收盛景中，第三个中国

农民丰收节又在秋分如约而来 。

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今年

我国夏粮实现了十七连丰，产量再创历史新高，仅全国范

围内小麦、稻谷的库存量，就足够全国人民吃一年。“口

粮绝对安全，无须屯粮抢粮”，这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底

气！

但我们深知，这个丰收来之不易。新冠肺炎疫情对国

内外造成巨大冲击，农业生产也承受着巨大压力；长江流

域严重洪涝灾害、东北地区夏伏旱、连续台风侵袭给粮食

和农业生产带来挑战，但我国农业农村经济社会保持了相

对稳定，夏粮再获丰收，更加凸显出“三农”工作“压舱石”“稳

定器”的重要作用。2020 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

战脱贫攻坚之年，注定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特殊年份。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广大农民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农

民同步小康，才是真正小康。因此，办好今年农民丰收节，

具有多方面重要意义。一方面要充分展示农业农村发展的

巨大成就、整体消灭绝对贫困的制度优势、中华农耕文明

传承的无限活力、乡村全面振兴的光明前景，另一方面要

充分展现抗击疫情中“三农”领域表现出的稳健力量，为

经济社会恢复发展提振信心、凝聚力量。

因此，今年农民丰收节以“庆丰收、迎小康”为主题。

两年来，丰收节坚持农民主体、因地制宜、开放创新、节

俭热烈的原则，各地节庆活动办得越来越好，农民参与更

广、基层覆盖面更大，节庆内容更丰富、表现方式更多样，

节庆文化韵味也更浓，充分展示了“三农”发展的巨大成就、

中华农耕文化的丰富灿烂、农民群众的时代风采，为打赢

脱贫攻坚、实施乡村振兴坚定了信心、凝聚了力量。可以说，

农民丰收节正在成为我国最具特色的乡村文化符号。

更为重要的是，农民丰收节还具有多重功能，能够产

生很强的节庆效应，可以激发社会和市场的积极性、创造性，

转化成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能，拉动乡村消费、带动

乡村产业、实现乡村价值。特别是打赢脱贫攻坚战之后，

如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农民丰收节可以发挥特有的烘托

和带动作用。

作为服务“三农”的公益性社会组织，中国优质农产

品开发服务协会在中国农民丰收节的筹办工作中始终发挥

着重要作用。每年由协会牵头筹办的丰收节各项活动都紧

扣协会特点，着力突出“优”字，既接地气又聚人气。中

国农民丰收节既是广大农民朋友的盛大节日，也是全民参

与共享、爱农助农为农的重大公益活动。如何帮助解决贫

困地区农产品产销问题，构建长效机制，推动消费扶贫，

助力农民增收，始终是农民丰收节的重要内容。今年，优

农协会在农业农村部相关部门的指导下，一如既往地积极

参与到丰收节的筹备工作中，由优农协会牵头组织的金秋

消费季、黄河流域九省区丰收展、 “东西南北中”全国县

长话丰收、农产品产销对接活动等，都充分发挥了协会连

接政企、农企的纽带作用和公益属性，特别是抓住日益重

要的线上消费、直播带货等消费新模式，为农产品上行扩

宽新渠道，为展示丰收盛景和农耕文化扩展新载体，为办

好农民丰收节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金风玉露，春华秋实，丰收有你，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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