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刘瑞朝 文图

经历洪水灾害后，作为郑州市区的“菜篮子”，中牟县韩寺镇、官渡镇等地受灾严重。记者此前曾深入受灾严
重区域，探访田地积水和农作物受损情况。昨日，将近一个月后，记者再度来到绿城的“菜篮子”，探访灾后恢复
生产的进度。

曾经积水严重的耕地，目前正在进行深耕作业；露地蔬菜绝收后，农户们开始谋划入秋后的大蒜播种；大棚
蔬菜遭遇严重灾害，但棚内设施、土地修复完毕后，新一茬的蔬菜正在“疯长”。下一步，中牟县将积极谋划灾后
重建项目，争取上级项目资金扶持。

记者探访灾后绿城“菜篮子”恢复生产的进度——

洪水过后，新一茬蔬菜日渐葱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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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牟县农委农技中心主任
郝法政说，截至8月16日，中牟
县现存积水农田面积还有500
多亩，累计排除积水面积约32.9
万亩，累计补种改种、倒茬面积
约16259.2 亩。农作物方面受
灾面积19.75万亩，占秋季作物
总面积的23%。受灾区域主要
集中在贾鲁河和黄河沿线韩寺、
官渡等乡镇，受灾作物主要包括
玉米、蔬菜、花生、红薯、大豆及
其他作物等。

目前，部分农田积水影响了
后期补种改种、倒茬进度。部分
田地地势较低、积水较多，加之
沟渠水位较高，无法往外排水，
目前全县还有1600亩农田尚有
积水。

中牟县农委农技中心上述
人士说，他们除了成立技术指导
组，保障灾后农业生产的技术指
导外，还通过上级农业部门邀请
河南农大、农科院等农业技术院
校专家10名，组成技术专家团，
针对受灾比较严重的主要作物
和重点区域进行技术指导。18
个驻村工作队查看农业、畜牧业
受灾情况，科学有序开展救灾技
术指导，尽快恢复农业生产。下
一步，他们将加快剩余田间积水
排除。组织调用受灾较轻或者
已排除积水乡镇的排灌设备，动
员群众抢排内涝和农田积水。
同时，加快推进补种改种、倒茬
生产进度。

该负责人说，他们将建议及
早谋划申报灾后农业生产恢复
资金项目，争取上级项目资金
扶持，做好高标准农田排灌沟
渠清淤，修复井、电、路、渠
等田间工程，对受损的温室大
棚、畜禽圈舍库房机械装备和
水电线路、鱼塘堤坝等生产设
施，及时修复加固。

【计划】
专家指导灾后恢复工作

中牟县官渡镇和韩寺镇，以贾
鲁河为界，这次受灾较为严重。按
照中牟县农业技术推广官渡区域
中心站站长张建军的说法，官渡镇
和韩寺镇都是郑州市区的“菜篮
子”。但两个地方的“菜篮子”有所
不同，韩寺镇的主要是露天蔬菜，
一旦被水淹没，基本就是绝收，只
能等待秋天到来，种下蒜种。

但官渡镇的主要是大棚蔬菜，

虽然进水严重蔬菜绝收，但经过抽
水、翻耕、育苗、栽苗后，不影响下
一茬的蔬菜种植。在官渡镇邱庄村
的一处温室黄瓜高质高效种植模
式示范大棚内记者看到，新栽种的
黄瓜苗都已有十几厘米高。张建军
说，里面的秧苗是10天前种下的，
预计不到两个月，黄瓜就成熟了。

记者随后走进该村的数十个
蔬菜大棚。发现绝大多数大棚内都

已种上了新一茬的蔬菜。有的大棚
内的黄瓜藤蔓已经被吊起，有的大
棚内点上了芹菜，有的大棚内正准
备栽种草莓苗。

在和大棚种植户聊天时，大河
报记者了解到，虽然上一季的蔬菜
绝收，在上市的时节没能卖上钱，
但相较往年来说，他们提前栽植上
下一茬的蔬菜，再等个几十天，新
的一茬蔬菜就成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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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水浸泡过的冬瓜

韩寺镇一处大棚，里面正培育着蔬菜苗。

8月20日上午，凉风阵阵，韩
寺镇荣庄村的农田里，今年54岁
的姚喜枝正带着孙女收玉米。这
里，距离贾鲁河第一个决口仅有数
百米。

一个月后，姚喜枝家的玉米，
看起来长势不错，没有出现较大灾
情。姚喜枝从玉米秆上掰下一棒玉
米，撕开外皮，指着光秃秃的末端
说：“当时地里的积水有1米多深，
玉米的根肯定受影响了，这才导致

玉米没有长好。”她说，听说周日郑
州还有暴雨，便决定尽快把玉米抢
收了。谈起她家的玉米没有绝收的
原因，姚喜枝说，一是买的玉米种
子好，二是前期先后施了两次肥，
本身长势就不错，三是这块地相对
靠西，离贾鲁河远一点，才保住了
一点收成。

等玉米收完之后，再等小一
月，她就准备将地翻耕了，然后再
种一季的蒜。预计明年春夏之交，

大蒜成熟了，收成应该不会受到太
大影响。

不过，同样是收玉米，荣庄村
的张广照的损失要更大一些。

今年37岁的张广照，原本打
算着今年下半年在大棚里种草莓，
但是这个计划被特大暴雨泡了汤。
原来，地里的几排玉米，是起遮阴
作用的，玉米之间的田地里，种的
都是草莓苗。洪水漫进来，草莓苗
全部淹死了。

沿着贾鲁河继续向下走，处于
贾鲁河、堤里小清河之间的瓦灰
郭、董店等村，受灾较为严重。当
时，村庄的居民都被紧急转移，且
被集中安置在韩寺镇镇区之内。董
店、瓦灰郭等村有些地方的积水、
淤泥，到现在还没有清理干净。

董店村的农田里，今年62岁

的姚三妮，正和老伴清理田地里淹
死的农作物秸秆，和西红柿、豆角
攀附的细条竹竿。

姚三妮说，他们在这里有好几
亩地，种了豆角、花生、茄子、辣椒、
玉米，全部被水淹死了。就连积水，
也是前两天刚排出去完。等地里的
淤泥晾干了，他们才能考虑下一步

的深耕。
瓦灰郭的梁海冰，正在河堤地

里挑拣着被水浸泡过的冬瓜。今年
55岁的他，面临着和姚三妮家一样
的境况，家里的六亩菜地，全部绝
收。如今来到地里，也想看看哪个
冬瓜还能吃，先挑出来，看看能不
能到镇上多少卖点钱。

【探访3】 大棚新一茬蔬菜已欣欣向荣

【探访1】 趁着暴雨没来前抢收玉米

【探访2】 等地里的淤泥晾干了考虑下一步的深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