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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秋作物种植，出现了往年没有的变化。其中一个明显的表现就是：作为
粮食作物的玉米种植面积少了，而作为饲料的青贮玉米、花生等作物，面积却增
加明显。

我国粮食生产能力近年来不断提高，产量实现了“十二连增”，但同时农业结
构性矛盾开始显现，玉米出现了阶段性供大于求的形势。目前国家正在调减非
优势区玉米面积，但优势主产区的玉米还需稳定。

河南是“中国粮仓”，担负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任。相对于小麦而言，目
前我省玉米增产潜力空间更大。做好玉米等秋作物的结构调整，是我省农业供
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农民增收意义重大。

商水县强科技、保粮食的努力，体现了政府的主动作为，很有启发意义。“十三
五”期间，我国将不再片面追求粮食连续增产，但要进一步巩固和提升粮食产能。

唯其如此，也才能在种植结构调整的新形势下，实现既保国家粮食安全、也
促农民增收的双赢目标。⑧8

□本报记者 张海涛

河南省地方经济社会调查队今年三
夏期间的一项调查表明，受价格下跌等
因素影响，我省农民种植玉米意愿降
低。记者近日在商水县采访，探究新形
势下种粮大县如何走好保粮之路。

玉米：今年少了10万亩

“去年我种了50亩玉米，今年减少
到30亩。”8月15日，商水县舒庄乡杜店
村村民杜大红告诉记者。

在玉米减少了20亩的同时，花生增
加了20亩，这是杜大红家今年的种植结
构调整。

据商水县农业局统计，受价格下跌
等因素影响，今年玉米种植面积100万
亩,与去年相比减少了约10万亩,大豆
花生等种植面积都有所增加。

商水县多年来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上
做出了积极贡献，每年粮食总产不低于25
亿斤，这是商水县为自己划出的“红线”。

我省小麦今年较去年减产1%。商
水县小麦今年遭遇了严重冻害、赤霉病
等，产量较往年也略有减少，去年亩均产
量1100斤，今年约980斤。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商水责无旁
贷。顺应种植结构调整的新情况，商水
藏粮于技，全力提升科学种田水平，不仅
追求粮食产量，更要把粮食产能牢牢攥
在手中。”商水县副县长薛华政说。

政府：请来省里大专家

7月在杜店村开展的一次培训，让
杜大红大开眼界，来自省农科院的玉米、
花生、芝麻等学科专家，为农民送来了一
次科技大餐。

这是商水县提升农业科技水平，努
力走好“藏粮于技”之路的一个缩影。

2012年起，商水县和省农科院开展
院县合作，共建现代农业综合示范县，加
快先进适用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
不仅助力丰产增收，更为农业的转型腾
飞插上科技翅膀。

“以玉米为例，目前仍有许多因素限
制了商水县产量进一步提升，如抗御灾
害性天气能力差、播种质量差、良种良法
不配套等。”省农科院粮食作物研究所所
长侯传伟分析。

粮食作物研究所在商水县开展了玉
米绿色增效高产技术集成示范项目，通过
选择适合的玉米品种、改良土壤、优化栽
培技术等，项目区平均单产增加100斤。

商水县还开展了全县100名科技人
员包100个重点村的行动，虽是国家级
贫困县，每年农业科技投入数百万元。

农民：科学种田成风尚

杜卫远是商水县发达高产种植专业
合作社理事长，一件小事让他对科学种
田有了更深的理解。

去年合作社实施了小麦科研项目，
其中一项是土地的深耕。

在田里作业时机器出了毛病，有很
小一块地没有深耕。去年商水遭遇严重
冻害，深耕后的农田麦子长势良好，只有
这一小块麦子深受冻害影响。

“合作社农民今年都积极要求深耕，
种田越来越科学。”杜卫远说。

商水种粮大户顾新会告诉记者，按
照省农科院赵霞博士的指导，今年他家
的玉米田里一亩放10张赤眼蜂卡，地里
虫少了，比往年都干净。

科学种田成时尚，农民变身土专家，
这是记者在商水采访的深切感受。

“过去俺这里玉米亩产都在1200斤
左右，眼下玉米长势很好，后期科学管理
上多下功夫，肯定还能增产。”看着绿油油
的玉米田，杜卫远信心十足地说。⑧8

□石林

最近，笔者在基层调研扶贫工

作时发现，令不少驻村第一书记和

驻村工作队员最感到头疼的，不是

资金、技术问题，也不是缺项目缺

人才，而是那些扶不起的“阿斗”。

驻新蔡县大宋庄村的第一书记

潘 智 仁 说 ，扶 贫 中 常 遇 到 这 种 懒

人：你让他打扫卫生得些补助，他

说要照顾家、没时间；你让他种绿

化树告诉他可回收，他说麻烦没精

力管。其实，他是大闲人一个，啥

活都不想干。

“阿斗”们之所以不思进取、不

愿意动手改变现状，主要是把脱贫

的 希 望 都 寄 托 到 外 部 上 ，自 己 拼

搏，那是多么苦而麻烦的事情，而

“等靠要”，等着别人来“输血”、“喂

食”，却何等轻松、悠闲。

驻临颍县桥南村的第一书记牛

海棠则说得更深刻：在贫困村扶贫

的真正难点、痛点，是扶志，扶精

神，自私自利、无德不孝、好逸

恶劳……构成了少数农村真正贫

穷落后的现实生态图。

人穷最怕志短。在以往的扶贫

帮困中，往往比较注重输送物质等

有形的东西，或多或少忽略了精神

层面的帮扶。实际上，扶贫要先扶

志，致富要先振精神。前不久，省

长陈润儿在听取全省脱贫攻坚督

导工作汇报时首先强调的，就是激

发困难群众的内生动力，引导和鼓

励贫困地区、贫困群众通过自立自

强、艰苦奋斗改变贫困落后面貌。

可谓点中了脱贫攻坚的穴。

扶贫，更要扶志，扶精神。扶

人穷志不短的志气，扶脱贫致富的

勇气，扶踏实肯干的精神，扶拼搏

向上的正气。不少扶贫工作者慢

慢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开始积极

行动。睢县城管局肖爱伟驻睢县

张总旗村，他不对群众讲什么大道

理，而是用村里的广播通俗易懂地

激发村民勤劳致富的意识：“别老

在家里闲着，到自家地里看看，该

锄草的锄草，该打药的打药。谁家

地里干净了，儿媳妇也好娶，人家

还会说这家人勤快。到时候我要

检查。”经常搞评比，评致富标兵、

劳动能手，渐渐地，村民的精气神

都上来了。肖爱伟说：“让每个人

都动起来，让家家户户比着干，日

子就会越过越好！”

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当前“第一

民生工程”，就我省来说，其重视程

度及投入前所未有：不到一年的时

间，扶贫政策、措施，出台了一套又

一套，扶贫资金不断筹措、下拨，扶

贫队伍配置越来越强，检查督促越

来越严，足见魄力和雄心，可谓万

箭齐发、直飞靶心。如果同时能把

贫困地区及群众的志气和精神振

奋 起 来 ，把 内 生 动 力 充 分 激 发 起

来，以做“懒汉”及“阿斗”为耻，净

化农村的文化和精神生态，让“等

靠要”的思想再没有滋生土地，脱

贫攻坚这场战役一定会取得最后

的胜利！⑧8

调 查

新风尚

漫 议

扶贫，先扶精气神儿

两位年轻人的“甜蜜事业”

□本报记者 陈慧
本报通讯员 李红娜

8月 14日，巩义市康店岭上一
处桃园里，累累硕果下，一大群母
鸡正在抢吃杂草，让人感到格外新
鲜。这两年，姚师傅因地制宜，利
用果树下空间大、杂草多的特点，
养起了“果园鸡”，日子滋润了，心
情也一天比一天好。

这不，巩义农商银行站街支行
的两位客户经理刚一进园，姚师傅
就招呼上了。“姚师傅，你在果园里
大规模养鸡很有创意啊！”“这也多
亏你们的支持，这两天我想着再去
镇里买 200只半大鸡娃，过个俩仨
月就能下蛋，到时候你们再来看
看，那是喜人的很呢！”

姚师傅家在站街镇柏茂村，亲
戚承包了康店岭上的 28 亩地，种
植绿化树和果树。前两年上班的
耐火厂倒闭后，年过五十的姚师傅
一下子没了生计，一直苦恼着干点
啥。后来，听说别人在桃树底下养
鸡效益非常好，他就想起了亲戚承
包的果园。说干就干，老两口在桃
树下用铁丝网围了圈子，又从巩义
农商银行贷了2万元钱买来100只
鸡苗。几个月后母鸡们开始下蛋，

每斤鸡蛋卖到了10元。
“我的鸡吃的一半是料，一半

是草。鸡吃上草以后，毛色好，鸡
肉香，还节约了饲料成本。”姚师傅
说，前来采摘游玩的人对“果园鸡”
和鸡蛋都高看一眼，总是供不应
求。尝到了甜头，姚师傅的干劲儿
更大了，今年年初，他一下子又买
了300多只鸡苗。

姚师傅养鸡还有小窍门，鸡鹅
混养。他打趣道：“别小看了这些
鹅，有它们在，黄鼠狼就不敢给鸡

‘拜年’了。”
“在果园养鸡，鸡的生活水平提

高了，果树的日子也更‘肥’了。”
姚师傅介绍，鸡粪是很好的有机
肥，可以改良土壤，培肥地力，促进
果树的生长。今年，他又发现，养
鸡的果园里的果树遭受虫害的情形
也大大减轻，可以少打、甚至不打
农药，果品也成了绿色食品。

谈到今后的打算，姚师傅眼睛
发亮：“明年打算在坡下面五六亩
地的苹果树底下再养 500来只鸡，
希望你们能继续支持我。”“姚师
傅，你给果园种植户作出了示范和
榜样。放心，我们会大力支持你
的。”临走，客户经理给姚师傅吃了
定心丸。⑧8

玉米种植面积减少

种粮大县如何保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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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庆芳

眼下，正是葡萄的采摘季节。在大
别山区腹地的罗山县灵山镇高寨村，有
一片郁郁葱葱的葡萄园。来此参观、购
买葡萄的人络绎不绝。来这里的人们，
都对这里的阳光玫瑰、夏黑葡萄等系列
葡萄感到惊奇，对这里的田间管理技术
感到赞叹。这一切，都离不开两位热爱
农业、酿造“甜蜜事业”的年轻人，他们
就是龚本富和桂春林。

爱好，连起异姓兄弟

今年34岁的龚本富，是一个有“故
事”的人。他是一位毕业于大连理工大
学MBA的“80后”，老家在信阳浉河区
东双河镇，毕业后先后在大连、福州等

地知名企业担任外贸经理、项目经理等
职位，2012年放弃优厚的“金领”工作，
毅然回老家创业投资农业。

今年 42岁的桂春林，则出生于湖
南省祁阳县，是位地地道道的农民子
弟。18岁便离开家乡故土外出打工。
2010年在浉河区投资创立了信阳市恒
信发制品有限公司，短短几年时间，硬
是将恒信创建成为全国知名假发品
牌。桂春林也被评为 2014 年浉河区

“十大杰出人才”。
这样两位祖籍不同、学历不同、阅

历不同的年轻小伙子，又是怎样走到一
起创业打拼的呢？

回乡创业的龚本富，一年前创办发
展了蓝莓采摘园，在地方上小有名气。
从小在农村长大、热爱农业植物的桂春
林知道后，跑到龚本富的蓝莓园田地里

虚心求学。70后的桂春林发现龚本富
踏实勤奋。两兄弟一拍即合，决定共同
投资合作开发现代农业生态园。

拼搏，成就“甜蜜的事业”

2014年的春天，龚本富和桂春林
经过多方考察，把生态园地址选在罗山
县灵山脚下的灵山镇高寨村。

当地政府和百姓得知这两个小伙
子要创建一座高标准的4200亩水果种
植基地，种植葡萄、猕猴桃、草莓等农作
物，大力发展生态旅游，都非常支持。

8月10日，笔者在生态园见到龚本
富时，他正搭着梯子顶着烈日维修种植
基地的摄像头。黝黑发亮的皮肤，精瘦
有力的身躯，与常年耕作于田间的农民
没有两样。

桂春林同样经历了巨大变化，如
果桂春林不与龚本富一起开创农业生
态园这项新事业，现在依然是位颇有
成就的企业家。然而他摇身一变，成
了一个整天与瓜果蔬菜打交道的“老
农”。说起现在的身份，桂春林很是骄
傲和快乐。

经过一年多的建设，一座高标准的
水果种植基地——罗山县灵丰园农业
生态园初具规模，有草莓种植园、蓝莓
种植园、葡萄园、樱桃园、油杏、秋月梨、
冬枣、猕猴桃、雷竹等。下一步，他们计
划把这里打造成集种植、采摘、餐饮、观
光、农事体验、产品加工于一体的生态
农业旅游观光区。

“因为喜欢”，所以热爱。龚本富和
桂春林创造的是新一代年轻农民的“传
奇”故事。⑧8

8月12日，商水县农业局科技人员在舒庄乡指导群众防治虫害。魏红 刘飞 摄

保粮食产能 鼓农民腰包

□本报记者 李若凡

商丘是河南粮食的主产区和粮食
生产核心区,常年粮食产量稳定在
120 亿斤以上，被称为“豫东粮仓”。
今年，商丘部分地区小麦在收获期雨
水偏多，不完善粒偏高，导致各类市场
主体入市收购不积极。在此不利形势
下，中储粮商丘直属库仓容、设备、资
金准备到位，选库定点、人员培训、政
策宣传等基础工作扎实，实现了本地
农民卖粮不难，赢得了各级政府和农
民群众的赞扬。

敞开收购
助力农民减损增收措施到位

“我们已经两个月没有休息日，没
在23时前回家过。”商丘直属库仓储科
负责人王宏说，“没办法，卖粮的车在库
门外等着，我们回家也睡不安稳！”

尽管为了减少农民等候时间和
“返车率”，该直属库采取了增开卸粮

作业线，机械设备全负荷运转、员工早
6时上班，晚上收到没有粮，对有意愿
的种粮大户和粮食经纪人开展预约检
验、预约收购等措施，但一大早，粮库
门口的售粮车辆还是排起了长队。

“就算需要排队等，我们也愿意到
这来卖粮食，价格公平、透明，一条龙
服务，粮款结得快。”前来售粮的梁园
区谢集镇粮食经纪人杨付涛说。

对于那些经过验质不符合收购标
准的小麦，着实让商丘直属库的领导
们费了一番脑筋。“仓等粮、钱等粮、人
等粮，结果粮来了却因为不合格收不
进来；政策好、环境好、服务好，却因为
质量问题农民享受不到国家托市惠农
政策，这是我们作为政策执行主体最
不愿意看到的，也是让各级政府最为
揪心的！”商丘直属库主任王斌说。

6月25日，河南省省长陈润儿、副
省长王铁亲临商丘直属库夏邑分库调
研指导夏粮收购工作，并在周口召开
夏粮收购座谈会，要求按质定价,敞开
收购，同时加大筛选、整理及对农服务
力度，增设收购库点。此后，中储粮河
南分公司总经理韩建峰就落实陈润儿
省长讲话精神做出重要批示，要求对
符合收购标准和经整理可以达到入库
标准的粮食应收尽收；做好收购服务，
做到“必须服务到位、必须宣传到位、
必须帮助到位”；对符合收购条件的各
类粮食企业库点应设尽设。

“领导的指示为我们明确了工作目
标，就是千方百计多收粮，帮助农民减
损增收。同时也指明了作为政策执行
主体，我们该干什么、怎么干。”王斌说。

打破常规
延伸服务到位

对于中央储备粮商丘直属库来
说，在这样的特殊年景，执行好托市收
购这一国家惠农政策，帮助农民减损

增收，让更多农民享受政策红利，已经
不仅仅是政治任务，更是社会责任。

“凡是能够提供现场和延伸的收
购服务全部免费，凡是各级政府提出
的收购工作要求，必须全力以赴”，这
是中央储备粮商丘直属库向地方政府和
农民群众做出的郑重承诺，而将承诺落
地却需要有打破常规的智慧和魄力。

——帮助整理。加大设备投入，
提高收购、整理能力。义务帮助农民
整理不合格小麦是商丘直属库为落实
承诺做出的首项举措。据统计，仅这
个收购季，中央储备粮商丘直属库及
其下属的分库就购置各类输送和清筛
整理设备87台，总价值380万元，累计
投入的收购整理设备超过 200台，帮
助售粮群众整理不达标小麦3.5万吨。

——帮助销售。对通过整理仍未

达标的小麦，利用直属库购销网络，为
售粮农民提供销售信息，联系销路，对
超出国家收购质量标准但符合加工要
求的小麦帮助联系加工企业销售，累
计帮助销售不达标小麦1万吨。

——帮助保管。免费提供保粮技
术服务及设备，帮助农民保粮减损。

截至发稿之日，商丘直属库辖区
已收购托市小麦 162万吨，占全省收
购量的 17%，直接促进农民增收 3亿
元，日均收购量3万吨，总收购量位居
全省首位，是历史最高年份2015年全
年收购量的1.5倍，也是实施最低收购
价政策以来数量最多、进度最快、效果
最好、秩序最稳的一年，向各级政府
和广大农民群众交上了一份合格的
答卷，展示了中储粮能打硬仗的铁军
形象。

央企担当 中储粮攻坚夏粮收购 ②

中储粮商丘直属库

履行好政策执行主体责任 让更多农民享受托市政策“红利”

中央储备粮商丘直属库质检人员向售粮农民和经纪人宣传指导小麦不完
善粒鉴定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