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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农业在悄然改变生活

风从基层来

地方视窗│11

□本报记者 王小萍 成利军

10月14日清晨6点，略带几分夜色中的济源市篮球城
东广场，一位年逾七旬的老人正站在一排学生面前，指导他
们进行朗读训练：“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同
学们，大家一定要注意理解作品，把握气息控制和态势语的
运用。”

老人叫苗洪森，是济源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名特聘教
授。他训练学生诵读已经11年，累计有数千名学生接受过
他的训练和点拨。

“诵读经典，要充分理解作品的内涵，感悟人生的真谛，吸
取民族的精华。”接受记者采访时，他一时兴起，“随口拈来”我
省著名诗人王怀让的代表作《我骄傲，我是中国人》做示范，准
确的诵读技巧、协调的表情动作、适度的语调节奏，语气时而
低沉婉转、时而激情高昂，他声情并茂地诵读令人震撼。

这些年，随着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逐渐丰富，各种文化演
出活动越来越多。苗洪森经常带领学生走出校园，走上舞
台。在社区、机关、矿山、景区、乡村，他们一次次通过诵读经
典，引导人们努力践行知荣辱、讲文明、树新风、促和谐的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建设文明河南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在苗洪森的带动下，当地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上了诵读。经
典诵读对于苗洪森来说，也从一个爱好，发展成为一桩事业。

2014年，济源职业技术学院成立“洪森诵读”志愿服务
站，每周六晚上举行一期诵读沙龙。这是个没有门槛、不收
费用、任何人都可以进来的活动平台，甫一推出就得到诵读
爱好者的广泛欢迎，成员从六岁孩童到古稀老人。记者看
到90多期的签到记录上，公务员、教师、公司职员、钢铁工
人、医生、律师、农民等等，几乎涵盖所有阶层和职业。苗洪
森说，据不完全统计，已先后有一万多人次来到沙龙学习、
练习、观摩。

近百期诵读沙龙活动，也逐渐培养出一批诵读高手，以
他们为核心，苗洪森成立了旨在“讴歌真善美、传递正能量”
洪森诵读艺术团。艺术团成员不仅进机关、入校园、下基层
免费演出，还经常参加道德讲堂、新春诗会、清明诗会、端午
诗会等公益活动。

“群众的需要，就是我的方向。”虽然生活很忙碌，但苗
洪森乐在其中。他说诵读，是他一辈子的情怀所系，他愿意
带领大家一起感受诵读的力量。7

□本报记者 王映 本报通讯员 王志浩 宗永刚

2047亩耕地，5个人、9天时间，就完成了收、耕、种的
全过程。

10月17日，秋高气爽，云淡风轻。濮阳市华龙区岳村
镇翟庄村的农田里，刚播种不久的油菜籽发出喜人的嫩芽。
今年秋天，这里因为推广了全程机械化，往年农忙时尘土飞
扬甚至焚烧秸秆的景象彻底成为历史。

翟庄村位于濮阳市城区东部，地势平坦、土地肥沃，交
通、水利、电力等条件十分便利，非常适合开展各种机械化
作业。今年4月，省农机局统一部署全程机械化推进行动，
翟庄村乘势而上，成功获批建设全程机械化示范区。

村党支部书记翟潮林一见到记者，就自豪地介绍起村
里的“秘密武器”。近两年，翟庄村瞄准“耕、种、管、收”全程
机械化，先后购置大型拖拉机、旋耕机、收割机、深耕机、植
保机、秸秆还田机、卷盘式喷灌机、多功能全自动播种机、农
用飞行器等大型农业机械设备，累计投资近170万元。其
中，争取财政补贴资金30余万元。

不久前，华龙区全程机械化示范区现场会在翟庄村召
开。“秘密武器”公开亮相，轮番上阵，让前来观摩的专家和
村民大开眼界。现场指导的福田雷沃公司技术人员介绍，
深耕机耕地深度是传统的3倍，喷灌机可以自动收放，播种
油菜籽的精播机是从意大利进口的，在全省是第一台……

翟庄村的全程农业机械化，必然离不开现代农业的发
展。在该村制订的《全程机械化示范区建设实施方案》里，
他们目标明确：依托濮东都市生态农业园区建设，把种植作
物由传统的小麦、玉米改为油菜、花生、向日葵等，大力发展
休闲观光农业，打造濮阳市乃至全省的知名品牌。

一向敢想敢干的翟潮林心中有一个更大的梦：要在十
年之内，不断完善油菜花高端、精品、多样化观赏基地建设，
最终完成油菜花观赏基地“江西有婺源、青海有门源、河南
有濮阳翟庄”的全国拼图。7

□本报记者 陈学桦 本报通讯员 王星

“多亏咱们农业局推荐的好肥料，俺
家粮食产量好比芝麻开花节节高。小麦
浇水前，俺再给地里加把劲，明年的收成
就不愁不丰收喽！”10月12日，修武县郇
封镇王里长屯村，正在地里忙碌的高产示
范户李全道兴奋地说。

就在几年前，这个种了30多年庄稼
的“老把式”，还总为土壤吃不饱、吃不好，
粮食收成低而一筹莫展。

这从忧到喜的变化，来自于李全道所
经历的三次肥料“革命”。

起先，李全道和其他农民一样，把化
肥作为种地的“标配”，“供销社卖啥咱买
啥”“村里人咋用咱咋用”。

“化肥见效快、成本低，但营养成分单
一，时间一长，肥力提不上去不说，还造成
土壤板结和地下水污染。”李全道说。

2008年，修武县在全国率先开展粮
食高产创建工作，向全县农户推广新技
术、新种子、新肥料。

加入高产示范创建队伍的李全道，迎
来了第一次肥料“革命”——农家肥取代
化肥，登台“唱主角”。

县农业局为李全道提供了新武器
——沼液车。他把村子附近养殖场的畜
禽粪便收集起来进行发酵，当作庄稼的肥
料，不仅解决了土壤肥力不足的难题，还
解决了畜禽粪便对地下水的污染问题。

土壤肥力一年胜过一年，粮食产量也
一年比一年高。2013年夏收，李全道的
小麦亩产达到750公斤。

要有粮不慌，更要吃得放心。2014

年，连续5年创下16项全国粮食高产纪录
的修武县，启动绿色增产模式，在提高粮食
质量上下功夫。2015年，修武县入围首批
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创建试点县名单。

李全道的第二次肥料“革命”应运而
来——生物肥料“上阵”，成为优化粮食品
质的“催化剂”。它是把肥料中原本难以
利用的营养成分转化为易于农作物吸收
的营养，实现肥料使用率、使用量的“一升
一降”。李全道家的粮食产量、质量由此
实现双提高。今年夏收，经全国“三农”专
家实地测产，李全道的小麦高产攻关田以
亩产822.9公斤产量创下新的高产纪录。

连年的秸秆还田，在增加土壤肥力的同
时也滋生了很多有害病菌，威胁粮食安全。
如何破解难题，进一步提高粮食产量、质量，
成为“李全道”们面临的一道新坎儿。

今年夏种期间，清华大学研究员陈中
华的首个临床试验田项目落户李全道家
的田地，也由此开启了他的第三次肥料

“革命”——以菌治菌。通过使用放线菌
微生物有机肥，抑制有害菌生长，根治纹
枯病、基腐病等农作物常见病害，他家地
里青枝绿叶的玉米一度成为全村一道独
特的风景线。秋收过后，李全道的玉米亩
产达到1200多公斤。

“没想到粮食生产还能以菌治菌，如
今俺使用农药的数量降下来了，玉米产量
提高了，磨出来的面粉比以前更香了。”李
全道得意地说。

今年秋种，修武县在原有的肥料配方
中，又增加了枯草芽孢杆菌肥、防虫微生
物肥等“新成员”，李全道的肥料“革命”前
景正好。7

□本报记者 李铮 本报通讯员 王娟

智慧农业是未来农业发展的重要方
向。随着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信息技术
及智能农业装备在农业生产领域的广泛应
用，智慧农业渐行渐近。它不仅改变了传
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也渗透到农产品销售、
物流和服务监管的各个环节。不知不觉
中，智慧农业正悄然改变着我们的生活。

在南阳，随着一批相关项目的纷纷落
地，智慧农业已显现雏形。据介绍，目前南
阳市农业物联网生产基地已达十多个，涵
盖种植、养殖等诸多行业，农业生产效率效
益显著提升；电子商务网络的搭建，突破了
物流和信息瓶颈，实现“工业品下乡”和“农
产品进城”双向流通；“水源地”生鲜物联网
平台，构建了“加盟农企→网络平台→冷链
配送→社区智能冰箱→消费者”的新型农
业电子商务运营模式，解决了生鲜农产品
电子商务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一颗猕猴桃的生长

红阳猕猴桃是一种红心猕猴桃，横切面
果肉呈红、黄、绿相间的图案，因其口感好、甜
度高，深受消费者的喜爱。

在新野县华洋果蔬专业合作社的现代农
业示范区物联网示范田中，今年种植的红阳猕
猴桃受到更为精心的“呵护”。田间小气候工
作站对风速、空气、光照等气象要素进行全天
候实时监测；地下传感器对地温、湿度进行监
测；农田图像采集系统能获得农作物虫害情
况、自身生长发育周期变化等。这些信息全部
传入智慧中心综合分析后，一台水肥药一体化
自动喷灌机就会据此自动配好水、肥、药的比
例，经一键式操作，以雾状液体进行喷洒。

猕猴桃最怕病虫害，物联网系统不仅创
造了一个适合猕猴桃生长的小气候，还通过水

肥药的科学配比有效抑制了病虫害。今年，这
里的猕猴桃个个果皮光滑，汁多味甜。合作社
的负责人介绍说，不久前，一个上海来的客商专
门对他们的猕猴桃进行检测，发现其糖分和维
生素C含量均高于市场同类产品含量。“还没等
到果实成熟，他就以每斤12元的价格全包了。”
合作社的负责人介绍说，这些果大味美的猕猴
桃将被运往上海大型超市。

一头有身份证的牛

皮南牛是由意大利的皮埃蒙特牛和南阳黄
牛杂交而成的，因为身上有十二处黑色，当地人
都叫它们“十二黑”。9月18日，新野县农民张顺

利牵着他的“十二黑”来到科尔沁肉牛交易市场赶
集，想亲眼见识一下网上肉牛交易场面。

张顺利赶到时，交易区3000个畜位上的肉
牛已在静候买家，大屏幕上每头牛的视频信息
一览无余，全国各地的买家根据肉牛的体态、品
质纷纷出价竞买，一时间交易热闹非凡。听说
这样的肉牛网上拍卖每隔三天举行一次，每次
成交量在300头左右，交易额达300万元，张顺
利不禁咂舌：“这样买牛卖牛真是方便，以后我
的‘十二黑’长成了，也来这儿估估价。”

在科尔沁肉牛场，张顺利还发现这里的每头
牛都拥有一张专属“身份证”——黄色耳标上标
记着一个号码。有人向他介绍说，这个号码在
牛犊降生时生成，随着肉牛的屠宰消失。不过，

一种更先进的耳标即将投入使用，不
仅记载肉牛父母的品种、体格特征，更
能跟踪肉牛每天的活动量、饮水、防疫
情况。不久的将来，即使顾客在超市
仅仅买一块牛排，也可以通过手机扫
描，看到它所属的这头牛在生长、屠
宰、运输等整个过程的视频信息。

听完了介绍，张顺利抚摸着他的
“十二黑”说：“走，咱也办个身份证去！”

一串葡萄的进城之路

家住南阳市汉景苑的宋女士在一
家网站看到了一种顾客评价极高的葡
萄，想给家人购买一些。但网购的葡萄
路上会不会变质，送到小区后如何贮
存？宋女士心中充满了疑虑。

“你所购买的葡萄是我们通过水
源地生鲜物联网平台，直接从农产品
生产地采购的，当天网络订单，当天采
摘，通过企业分装、在线监测、低温分
拣、冷链配送、终端保鲜等程序，定时
配送。我们的冷链物流全程监控，通
过遥感探头实时传输各类数据，实现
物品信息全部透明，确保食品安全。”
听了客服人员的介绍，宋女士放心下
单了。

第二天，她便接到物流电话。下
班后她来到社区智能冰箱，用生鲜物
流网平台提供的二维码打开箱门，里
面的葡萄个个颗粒饱满，甘甜可口。
社区智能冰箱的投入使用，减少了生
鲜农产品在运输、销售等环节出现的

“冷链断链”现象，解决了“生鲜最后一
公里”。据了解，目前南阳市有12个
小区安装了380台社区智能冰箱。“有
了社区智能冰箱，以后买生鲜可以更
放心了。”宋女士满意地说。7

苗洪森

感受诵读的力量

全程机械化
开出美丽“花”李全道的三次肥料“革命”

□杨晓东 赵永强 摄影报道

10月 16日下午，第三届中原（鹤壁）文化产业
博览交易会在鹤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朝歌文化
园落下帷幕。为期5天的文博会，共有来自5个国
家和地区、17个省（直辖市）、88个市县的 1200多
家参展商、采购商参加展会，吸引了74万余人次观
展，交易金额达2.6亿元。

其间，游客不仅欣赏到来自国内外的特色文化
精品，还观看了精彩纷呈、风格各异的文艺演出。据
介绍，本届文博会还将延长展览时间。同时，借助

“互联网+展会”模式，促进文化与产业的互动。7

▲ 滑县展馆里的安绣表演7
◀ 和大泥咕咕合个影7

一起来逛文博会

现代农业示范区物联网示范田的水肥药一体化自动灌溉机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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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物资产交易中止公告
接转让方通知，根据郑州市人民

政府办公厅《关于在郑州市部分区域
实 施 住 房 限 购 的 通 知》（郑 政 办
[2016]64号），我公司于2016年 8月
26日在《河南日报》发布的《实物资产
转 让 二 次 公 告》（中 原 产 权 告 字
[2016]21号），所转让郑州市金水区
东明路北 269号德亿时代城小区 7、
8、9号楼共计 95套成套住宅的产权

和48个地下车位的使用权项目属于
限购范围，国家对购房政策调整导致
交易无法正常进行。鉴于上述实际
情况，现中止以上资产转让交易活
动，待转让方根据相关规定调整资产
处置方案后再行挂牌。

特此公告。
河南中原产权交易有限公司

2016年10月19日

商水：防邪教知识进校园
日前，周口市商水县反邪教协会

分别在商水县四高和汤庄乡中心小
学开展了“防邪教知识进校园”宣传
教育活动，通过展出展板、发放宣传
页、观看反邪教警示教育专题片等形
式，宣传反邪教知识，增强广大学生
对邪教组织的辨别能力和防范意识，
引导他们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切实提高抵御邪教侵蚀
的能力。在汤庄乡中心小学，还举行
了“拒绝邪教、从我做起”签名活动，
增强广大学生“做遵纪守法的合格公
民，坚决和邪教思想斗争到底”的信
心决心，提高他们识别邪教、防范邪
教、抵制邪教的自觉性、主动性。

（张晓辉 华润军）

洛阳召开福彩双色球9亿元
大派奖活动培训会

为深入了解福彩双色球9亿元大派奖
活动规则，提高站点营销、服务的素质和能
力，10月 17日至18日，洛阳市募捐办组织
召开了全市福彩双色球9亿元大派奖活动
培训会。会议为期2天共4场，此次会议由
中福彩专业讲师李军授课，全市福彩投注
站点参加。

李军有多年的彩票营销经验，通过彩
票销售实践，在福彩双色球销售方面有独
到的销售技能，并总结出了一系列销售技
巧和销售经验。

李军首先对“双色球9亿元派奖”的营
销活动进行了解读，使投注站业主及销售
员增加了对活动的了解。随后，李军讲解
了双色球的营销方式、站点布置、站点宣
传，如何吸引彩民、留住彩民等一系列经验

和技巧。
这次培训，投注站销售人员深有感触，

认为讲师授课通俗易懂，所传授的销售方
法简便易学易操作，许多技巧过去都没听
到过，听后受益匪浅，特别是借助图表、文
字、照片等教材资料，用精确独到的语言，
将福彩营销理论知识化繁为简，让大家能
充分理解。

据了解，本次双色球派送活动是双色
球上市13年以来派奖奖金最高的一次，奖
金高达 9亿元。活动将于 10月 23日正式
启动，连续派奖 20期，活动仅对双色球游
戏复式投注有效。活动期间，一等奖单注
最高可达 1500 万元，六等奖单注奖金翻
番，从5元提升至10元。

（王龙）

“百姓宣讲直通车”
走进农村

10月14日，郑州市金水区兴
达路街道办事处联合龙子湖第三
小学、龙子湖第四小学、龙子湖第
五小学、北录庄小学在辖区马渡
村委会广场组织开展“百姓宣讲
直通车”活动。活动现场，离退休
工人张建兴表演的快板《千万别
干违法事》、党员志愿者马腾的古
筝独奏《我的快乐就是想你》等精
彩节目，将气氛推向高潮。据悉，
此次“百姓宣讲直通车”采取文艺
演出和理论宣传相结合的方式，
充分发掘了辖区现有人才，丰富
了村民的文艺娱乐生活，受到一
致好评。

（刘雅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