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军“西奥多·罗斯
福”号航空母舰暴发新冠
肺炎疫情，截至4月1日，
舰上近5000名官兵中已
有90多人确诊。舰长向军
方发出紧急求救信，希望
麾下绝大部分水兵尽快
上岸接受隔离。

作为美国部署全球
的军事力量象征之一，这
艘航母的命运，成为外界
检视美军应对非传统安
全威胁能力的一项“测
试”。

只是，这项“测试”，
不是模拟，关系人命。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欧阳林 梁军

4月1日，记者经过湘阴县东塘镇赛
美水库，沿堤坝东行，忽逢桃花园，芳草
鲜美，落英缤纷。

桃花园的桃树风姿各异：南部的有
叶无花，笑青吟翠；北部的有花无叶，姹
紫嫣红；西部的有叶有花，相得益彰。整
座山头五彩斑斓，仿佛是春姑娘打翻了
调色板。

花间，一位老人正在生物治虫。他
就是“赛美生态家庭农场”主人丰寿。

“有花无叶的是冬桃；有叶有花的是
蟠桃；有叶无花的是油桃，花已凋谢。”丰
寿向记者科普，“园子里有20多种桃，从5
月开始每月都有桃子吃，要吃到12月哩！”

丰寿是长沙退休工人，经东塘镇招
商引资来到赛美村，在这片荒山上种植
果树，成立赛美生态家庭农场。经过3年
多的奋斗，“不毛之地”变成了“花果山”。

穿行果林间，59岁的丰寿步履矫健。
他透露，他承租了500多亩荒山，栽的全
是果树，大部分是桃树，还有沃柑、橙、橘。

黄土地上落红瓣瓣。“心疼不？”记者
问。

“花谢了，代表果子要出来啦！”丰寿
说，“去年开始盈利，果树的效益一年一
年翻倍成长，收益期能达到20年哩。”

沃柑树下，虢冬梅等员工在除草。
“固定员工有 8 个，有时一天要请 30 多
个人。”丰寿说，“当初政府招商引资农旅
产业，既是为了发展生态旅游，也是为了
带动当地群众就业。”

说话间，东塘镇党委书记刘界雄和
镇党委副书记吴春辉来了。“老丰啊，前
几天给你争取的10万元到账了吧？”刘
界雄问道。

“到啦！配套服务设施建设已经开

工了。”丰寿指着桃园北端池塘边一处已
平整的荒地说。

原来，农场水果产量连年增长，游客
越来越多，但用于水果保鲜和游客歇脚
的服务设施没有建起来。“县委、县政府
大力支持发展休闲生态农业，这是我们
要扶持的对象。”刘界雄说，镇财政挤出
10万元，作为建配套设施的启动资金。

“配套设施建好后，我要把农场搞得
更漂亮一点。”丰寿说。

记者走出桃花园，瓣瓣桃花随风起
舞，热情欢送；园外，金黄的油菜花，为桃
花园绣了一道金边……

湖南日报记者 龚柏威
通讯员 张婷 尹诗涵

徐永安是南县乌嘴乡远近闻名的
种粮大户，他的“徐永安家庭农场”拥
有 526 亩稻田。今年，徐永安将 246
亩一季稻，改种双季稻。

3 月 31 日，记者在乌嘴乡赛河村
见到他时，他正领着几名贫困户在田
垄上除草。他的身边，大片大片的双
季稻田已完成翻耕，褐黑色的泥土浸
泡在水里，散发春种的生机。

“改种(双季稻)力度这么大，底气
在哪里？”记者问徐永安，没等他搭话，
一旁的赛河村党总支书夏罗生抢着
说，“他啊，灵泛得很，一直跟着政策
跑，早成老板了！”

众人停下手中的活，徐永安翻出手
机的一条短信，“你看，省农业农村厅发
的，又是鼓励，又是指导我们搞双季稻！”

“跟着政策跑，当然有底气！”徐永
安说，2014 年，他开始大规模种田。
当年国家出台《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
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
鼓励有条件的农户流转承包土地的经
营权，扶持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不久，他成立“徐永安家庭农场”，流转
326亩土地。

家庭农场怎么搞？刚开始，徐永
安也很茫然。但他很快发现，流转土

地，有镇、村干部协助。种什么？如何
种？有农技人员手把手教，甚至连“公
司章程”“人员职责”都给他拟定好了。

“一路上都有人扶着走。”徐永安说。
田越种越多，房子越盖越大，还新建

办公场所，添置近百万元的农用机械。
2017年，徐永安又迎来“东风”，南县大力
推广稻虾种养，政府组织免费培训，下拨
专项资金扶持。当年，徐永安种了150
余亩稻虾田，亩纯收入超过3500元。

这一年，南县纪委派驻的扶贫工
作队来到赛河村。他敏锐地察觉到，
扶贫攻坚一定会给贫困村带来更大改
变。他将流转土地扩大到 526 亩，几
乎把2个村民小组的土地全部流转。

扶贫队来了后，村里的路修好了、
沟渠畅通了、农业灌溉设施全面覆
盖。他的基地多了两个泵水的基站，
一条宽敞的马路连着仓库，将他的粮
食送往全国各地。徐永安也吸纳了
10多名贫困户到农场工作。

“今年又是个好时机。”徐永安说，
虽然他多年没有种过早稻，但看到国
家鼓励双季稻的政策后，他第一时间
购买 1600 多公斤早稻种。他算了一
下，各级补贴加起来，一亩田有500多
元，还有镇里派驻的农技员“一对一”
服务，早稻亩产肯定超过千斤。“这当
然有搞头，你们说是不是？”徐永安一
番话，引得众人频频点头。

不误春不误农时 春姑娘打翻了调色板
——湘阴县赛美生态家庭农场见闻

跟着政策跑 种田成老板
——一个种田大户的致富密码

《伊索寓言》中狼和小羊喝水的故
事中外耳熟能详，大意是狼和小羊同
时到一条小溪边喝水，狼找借口想吃
掉小羊，就说小羊喝水把水弄脏了，而
狼分明处在河上游……

《伊索寓言》创作于2600多年前，但
“狼与小羊”的故事所讽刺的强盗逻辑，
在21世纪的今天仍一再上演。近来，西
方一些政客不但不集中精力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救治更多生命，反而指责中国

“数据造假”隐瞒实际感染数量，意图把
自身疫情严重的“锅”甩到中国头上，跟

《伊索寓言》描述的“狼逻辑”一脉相承。
众所周知，当疫情在中国武汉出

现后，中方1月3日开始正式向世界卫
生组织以及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通报
信息；1月11日，将新冠病毒全基因组
序列上传网站，同全球和世卫组织共
享数据。当中国人民奋力抗疫之时，欧
美只有零星病例，直到3月初欧美才先
后迎来疫情暴发。换言之，中国人民通
过艰苦卓绝的奋斗和巨大的牺牲赢得
的两个月时间窗口，被一些国家因为
判断失误、准备不足而白白浪费掉。

不仅没有做足准备、防患于未然，
美国政府的所作所为恰恰相反：从忽悠
国民不做个人防控到病毒检测工作进
展缓慢，从对社区感染不防不控到不追
查病例的传播途径……种种“鸵鸟”做
派，导致疫情在 3 月中旬开始集中暴
发。美国不仅白白浪费了中国奋力创造
的珍贵时间窗口，还试图把自身防控不
力的责任甩到中国头上，这不就是《伊
索寓言》中赤裸裸的“狼逻辑”么？

如何评价中国抗疫，业内专家最有
发言权。世卫组织1日在日内瓦召开新
冠肺炎例行发布会，反驳了一些西方媒
体对中国数据不透明的无端指责。世卫
组织卫生紧急项目负责人迈克尔·瑞安
指出，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每天都
有大量基于科学证据的信息公布。

当前，全球感染病例逼近百万大关，
全世界比任何时候更需要团结一致。在
此当口，污蔑抹黑只会打击全球抗疫士
气，“甩锅”推责更是损人不利己。人命关
天，奉劝西方一些政客，与其忙着抹黑诋
毁他人，不如集中精力抗击疫情，挽救生
命。 （据新华社北京4月2日电）

“罗斯福”号求救
航母疫情考验美军

西方“甩锅”的“狼逻辑”

据新华社华盛顿4月1日电 新冠
肺炎疫情正逐步冲击美国经济多个领
域。随着越来越多企业停工和供应链
中断，美国制造业开始体会到疫情带
来的痛楚。3月份，美国制造业采购经
理人指数（PMI）再现萎缩，这可能仅
仅是整个行业衰退风暴的开端。

美国供应管理学会（ISM）4 月 1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3月份美国制造业

PMI环比下降1点至49.1，高于市场预
期的 45，但跌落至 50 荣枯线以下，意
味着制造业陷入萎缩。当月，新订单指
数仅为42.2，创2009年3月以来新低；
就业指数更进一步滑落至43.8。

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日前公布的一项
调查结果显示，由于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扩
散，美国已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制造商面临供
应中断，近80%的制造商预计业务将受损。

美国制造业痛不可当

据新华社华盛顿4月1日电 根据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最新数据，
截至当地时间 4 月 1 日 22 时（北京时
间4月2日10时），美国新冠肺炎确诊
病例已超 21.3 万例，死亡病例超过
4700例。美国白宫冠状病毒应对工作
组 3 月 31 日预测，即使在现有干预措
施下，美国新冠肺炎死亡人数最终可

能在10万到24万之间。
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将保持

社交距离指导方针从原定的4月12日
延长至4月30日，建议美国人停止大
规模集会、在家办公、暂停不必要出行
等。已有超过20个州出台“居家令”等
防疫举措，一些地方采取强制措施确
保民众遵守指令。

美国确诊已超21万例
死亡超4700例

93人确诊
航母接受“深度清洁”

美国代理海军部长托马斯·莫德利
当地时间4月1日向媒体通报“西奥多·
罗斯福”号疫情最新进展。他说，舰上已
有大约1300人接受新冠病毒检测，93
人呈阳性，其中86人有症状；593人阴
性；其余还在等待结果。

航母现已停靠美国属地关岛，正在
接受“深度清洁”；已安排1000人下船，
3 日以前将有大约 2700 人上岸。军方
正与关岛政府部门协商，寻找酒店等合
适设施或搭建帐篷以隔离下船官兵。

舰上有 4865 名海军官兵。但莫德
利说，不可能让所有人下船，因为需要
维护舰上的核反应堆、武器、飞机等装
备；他认为保留“十分之一不够”。

“让九成官兵下船、接受检测和隔
离”是“西奥多·罗斯福”号舰长布雷特·
克罗泽提出的请求。《旧金山纪事报》3
月31日报道，克罗泽30日向海军部发
出一封“求救”信，说舰上“病毒传播持
续并正在加速”，但控制疫情困难重重。
他将航母与“钻石公主”号邮轮相比较，
称邮轮有大量独立居住隔间，航母却无
法有效隔离近5000名官兵，疫情可能
比邮轮严重许多。“钻石公主”号先前停
靠日本横滨港，近700人确诊感染，也
曾因隔离措施不够彻底受到质疑。

克罗泽在信中呼吁军方立即采取
行动，否则将置舰上水兵于不必要的风
险中，称“现在并非战时，水兵们没必要

牺牲”。
但按照莫德利的说法，美国正处在

阻遏病毒传播的战斗中，“西奥多·罗斯
福”号已经成为“前线战区”。

或将影响舰队部署

作为美国部署海外的军事力量象
征之一，海军舰队如何有效应对突发疫
情备受关注。

美国海军退役上将、北大西洋公约
组织前最高军事指挥官詹姆斯·斯塔夫
里迪斯警告：“会有更多战舰出现类似
问题，因为在战舰上不可能保持社交距
离，因此是病毒传播的完美场所。”

海军陆战队退役上校马克·坎西恩
说，“西奥多·罗斯福”号疫情就像是对
美军的一项“测试”，如果不能找到有效
应对措施，将影响所有舰队的部署。

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亚洲分所执
行主任蒂姆·哈克斯利告诉新华社记
者，航母被视为美军在太平洋地区军事
力量的“矛头”和重要组成部分，所以航
母疫情尤为引人瞩目。尽管五角大楼和
印太司令部说“西奥多·罗斯福”号疫情
不会影响航母的战备状态，如有必要也
能迅速重新部署，但实际情况可能更加
复杂。即使只有百余官兵感染，其岗位
能否迅速实现轮换也是未知数。航母的
日常运行和官兵士气也会受到影响，从
而影响战备状态。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
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李晨
告诉新华社记者，美军的前沿部署部队

战备会受到亚太地区疫情与本土疫情
的双重影响，疫情不仅可能让某艘航母

“停摆”，还会影响美军本土和前沿部队
之间的轮换、大规模演习和巡逻任务的
执行。

不过，李晨指出，军队的组织性和纪
律性强、反应快，加上美军从本土到前沿
的投送能力强，如果后期防疫物资和措
施到位，应该有能力遏制疫情扩散。另
外，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的作战体系构
成复杂，不应忽视美军仍然有其他军力
在地区内执行任务，虽然不得不转移部
分精力应对疫情，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军
在 西 太 平 洋 地 区 战 备 会“ 停 摆 ”。

（据新华社北京4月2日电）

新华时评

“西奥多·罗斯福”号是一艘核
动力航空母舰，3月上旬访问越南岘
港，3月24日发现舰上3人新冠病毒
检测呈阳性，此后病例逐步增加。

按照军方说法，目前94艘在航
海军舰船中，仅有“西奥多·罗斯福”
号航母出现疫情。其他数艘在港舰船
出现“个位数”确诊病例。

另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等
媒体报道，美国停靠在日本的另一艘
航母“罗纳德·里根”号上也发现数起
新冠病毒感染病例。据五角大楼声
明，截至4月1日上午，美军已有814
名现役军人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

（据新华社北京4月2日电）

新闻链接

这是3月5日拍摄的航母“西奥
多·罗斯福”号进入越南岘港的资料
照片。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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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步：“三员”协力助春耕
湖南日报4月2日讯（记者 郑丹

枚 通讯员 阳望春 杨松明）3 月 31
日，城步苗族自治县汀坪乡龙塘村百
香果种植基地，60余名工人正忙着整
地、起垄、植苗、施肥……基地负责人
石安春说：“多亏驻村帮扶工作队帮我
们解决了农资、种苗等问题，春耕备耕
才能如此顺利。”

为了推动春耕生产，城步在抓好
疫情防控的同时，引导上千名农技人
员、驻村帮扶队员、种养能人走村入户，
当好春耕生产“三员”，即指导员、服务
员、引领员，发挥技术、渠道等优势，帮
助群众解决农资、销路、技术等难题。

120余名来自城步农业、林业等部
门的技术人员，每周走访田间地头5天以
上，当好“指导员”，协助农民抓好整地、

育苗育种、施肥、病虫防控等工作，并通
过远教站点、网络、村村响等方式，开展
农技培训620余次；584名驻村帮扶工作
队队员深入春耕一线，当起“服务员”，为
村民代购种子、化肥、农药等农资6700
余次，还通过消费扶贫、直播带货、电商
平台等方式，帮助村民销售农产品3000
余万元；460余名种养能人成为“引领
员”，结对帮扶贫困户，带领高山蔬菜、苗
香梨、乌骨鸡等特色种植养殖，开辟致富
新路，并举办技术培训班，由种养能人面
对面解难题、手把手传技术。

目前，城步通过发挥“三员”作用，
已种下高山蔬菜40万亩、水稻17.5万
亩，为群众购买复合肥20万吨、种子1.2
万公斤，解决群众种养技术难题3100
余个，推动全县春耕生产有序开展。

湖南日报4月2日讯（见
习记者 聂沛）3月30日，耒阳
市阴雨绵绵，记者漫步在该市
龙塘镇近2万亩的茶园里，但
见成片的茶叶青翠碧绿，茶香
弥漫山野，沁人心脾。茶农们
正穿梭在茶园中，采摘春茶
芽。

针对疫情可能对茶叶生
产带来的不利影响，衡阳市农
业技术服务中心和衡阳市茶
业协会提前预判，积极开展茶
叶保护、茶企复工等技术指
导，并通过网站、微信群、QQ
群对企业进行一对一帮扶。

衡阳市农业技术服务中
心经济作物科科长尹幸芳介
绍，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鲜
叶采摘用工难问题突出。与
去 年 相 比 ，采 茶 人 员 减 少
30%。因购买防疫物资，强化
防疫措施，茶企生产成本提高
了。因此，今年春茶销售价格
比往年高出10%左右。

“今年春天气温比往年稍
低，所以春茶开采时间也有推
迟。”尹幸芳说，3月上中旬，海
拔高度相对较低的衡南宝盖、
耒阳江头、衡山新桥3个茶产
区开采，到了 3 月中下旬，衡
阳市各地茶产区全面开采。
目前，全市有茶叶面积 13.55

万亩，可釆摘茶园面积 9.7 万亩。预计
今年衡阳春茶产量约4000余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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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爱平江”普惠春耕生产
湖南日报4月2日讯（记者 徐亚

平 通讯员 龚茶林 彭世民）“电老，快
来快来，政府为你家送农资来啦！”4月
1日，平江县瓮江镇镇长唐健明与该县
大爱平江扶贫助困慈善协会秘书处负
责人，将 2 瓶除草剂、3 袋麦麸、3 袋玉
米、4袋尿素和复合肥送到仁胜村精准
扶贫户凌电坤家门口。

早些年，由于粮食市场供应充足，
瓮江镇部分农户只种一季稻。今年为
了挽回疫情损失，确保粮食安全，该镇
面向全镇精准扶贫户免费赠送价值
500 元的农资，采取村级集中育秧，免
费为农户提供秧苗和全套技术指导，实
施全程跟踪服务。今年共栽种早稻
1.56 万 亩 ，比 县 里 下 达 的 任 务 多 出

2600亩。
大爱平江扶贫助困慈善协会会长

陈松柏介绍，该协会按照全县 1372 户
未脱贫农户开展种养业的实际情况，
委托各乡镇精准摸排，制定“一户一
策”帮扶措施，每户配发 1000 元农资，
促进贫困人口稳产增收，助力全县脱
贫攻坚。

4月 1日，道县梅
花镇赤源村三和希望
家庭农场，果农在给柚
子花进行人工授粉。
连日来，该县柚子花吐
蕊绽蕾，果农们抓住柚
子花盛开时节，进行人
工授粉。授粉后，柚子
成果率高、果型大、味
美可口。
蒋克青 蒋奕 摄影报道

“柚”花开
授粉忙

时事聚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