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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传真金秋晒丰收 垄上笑意浓
时维九月，硕果累累，鹰城

的田野阡陌间，空气中裹挟着

稻谷成熟的气息、玉米熟透的

味道、林果沁人的芳香……秋

收的人们劳作着，谈笑着，穿梭

在田间地头，收割着一年的劳

动成果，庆祝着属于自己的首

个节日——中国农民丰收节。

喜获丰收的笑脸最美丽，

辛勤劳作的故事最动人。秋

收时节，本报选取四位典型的

新兴职业农民代表，让我们一

起去感受他们丰收的喜悦，聆

听他们春种秋收的动人故事，

分享他们在发展现代农业、强

农富农道路上成功经验。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丁需学
本报通讯员 宁建鹏

“唉，伙计，现在电话预约或前来
订购高粱的客户已有近10家，目前只
能承诺给您 1500吨，价格随行就市，
再多现在还真不敢承当您。”9月 18
日，在位于郏县安良镇安西村的郏县
兴利小麦种植合作社，合作社理事长
程天彪正在耐心地与一家酒厂的业
务员解释着。

程天彪说，高粱这种秋
作物，不仅耐旱抗涝，而
且同小麦一样，收获
时水分少，不用花
费很多时间去晾
晒，只要出出风
儿就可以卖给酒
厂、醋厂了。这
几 年 他 改 种 高
粱后，不仅提高
了亩均收入，而且
还省力、省工，不愁
销售。

程 天 彪 算 了 一 笔
账：麦收后种上一亩高粱，种
子、化肥、农药，加上犁耙、机收等生
产成本近 300元，而高粱亩产在 500
公斤以上，每公斤高粱出售给酿酒或
酿醋企业的价格在 2.4 元左右，如果
高粱颗粒饱、色泽鲜，价格还会更高。

在安西村程天彪种植的高粱地
里，一人高的高粱秆上，挂着金灿灿
的高粱穗。“连日来的绵绵秋雨让今
年的收割期推迟了。只要天一放晴，
我们马上进行抢收。”程天彪说，这块
高粱地有 10 多亩，他今年共种 400

亩，有粳米高粱、红缨子等四五个品
种。机收时，只要不出现连阴雨天
气，高粱总产量有望突破 200 吨，收
入50万元以上。

他种植的高粱总产量 200吨，怎
敢承诺给客户1500吨？ 程天彪笑着
解释说：“这几年，附近老山薛、雷庄、
任庄、水泉寨等村的群众听说俺秋季
改种高粱发了财，便纷纷加入俺的合
作社。去年秋季，种高粱农户有 300
多家，种植面积 1600多亩，每户每亩

土地比种植其他农作物增收
300多元。今年秋季，已

发展到 400 多户，面
积达4600余亩。”

为提高群众
种高粱的积极性，
让乡亲们通过种
植高粱增加土地
收益，程天彪为
种高粱的农户先
免费提供种子、化

肥、农药。高粱收获
晾晒后，按照市场行

情价格，程天彪负责全部
收购，扣除事先为农户提供的

种子、化肥、农药费用，剩余现金一次性
全部付给农户。

家住安良镇芦河村的郭灿阳是
个土地流转大户，他说：“天彪哥是个
精明人，农业生产上，他看中啥就及
时种啥。俺今年也跟着他学习，麦收
后种了 100 亩高粱，长势不错，估计
今年高粱可卖12万元左右。”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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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 程天彪（右一）在高粱地里
查看今年高粱长势 王冰珂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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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张旭长

虽然已经到了北方水稻收割的
季节，但在湛河区曹镇乡大黄庄村附
近的丰裕农业种植合作社内，千亩绿
色稻田才吐出新黄，从稻穗沉甸甸的
身影中，可以感知到丰收即将到来。

9月 20日上午，丰裕农业种植合
作社负责人刘红献顶着毛毛细雨来到
田间，偶尔扯下一穗水稻，数一数稻粒
的颗数，咀嚼一下带壳的新米，脸上忍
不住溢出微笑，过了“十一”假期，稻田
就能收割了。

在刘红献看来，虽然水稻生长周期
长，预示着要增加护理成本，承担更
多不可预测的天气风险，但
这种水稻的品质好。冲
着这一点，刘红献专门
挑选了比一般水稻
生产周期足足多出
一个多月的品种
进行种植。

49岁的刘红
献早在20多年前，
离开大黄庄村，到市
区创业，拥有自己的
房地产公司、酒店、物业
等产业。然而，六年前，不
惑之年的他竟选择回乡，同土
地打起交道来。

曹镇乡背靠白龟山水库，生态环
境良好，非常适合种植水稻。最多
时，全乡水稻种植面积 2万亩。但由
于稻农们不善经营，有的好米卖不上
好价，每公斤四五元，有的套牌销售，
每公斤六七元。

刘红献回乡种水稻就是要打出曹
镇大米自己的牌子，让乡亲们不出家
门就能致富。在区委、区政府的支持
下，他流转 1000余亩土地，成立合作
社，注册“曹镇大米”商标 ，投资数千
万元，建成了千亩优质水稻种植基地。

为确保大米品质，刘红献要求合作
社人员，从选种、育秧、插秧、施肥到田间

管理、稻米加工，严格按照绿色食品的标
准进行种植生产。他们还在田间安装
了空气湿度、水分监控设备，实施人工除
草，采用高效无残留农药、有机生物肥、
生物灭虫灯。同时，通过二维码技术，消
费者可随时扫码获知水稻从种到收、到
产品加工的全过程信息。

水稻从插秧到收获，一般要拔三到
四遍草。仅此一项，比起用灭草剂灭
草，每亩要增加 200元到 300元的开
支，可刘红献从未往稻田里施加过灭草
剂，一直坚持人工拔草。在夏季草木疯
长时，往往需要百余名劳动力同时下
田，人手不够时，刘红献就和妻子一起

带着草帽，蹚水拔草。
得益于严格经营，近
年来，丰裕农业合作
社分别获得了省农
业标准化生产示
范基地、省级农
业标准化水稻
种植示范区、省
绿色食品示范
基 地 等 荣 誉 。
尽管合作社的大
米每公斤核价 9

元至 30元不等，但
每年水稻尚未成熟，

市区各大超市的老板就
开始来合作社下定金、签订单。

一些市民甚至直接到合作社现场订购
大米。虽然每年合作社可以盛产500
多吨大米，但根本满足不了平顶山地
区市场的需求，总是提前售罄。

“我一定得让乡亲们算清这笔
账，如果家乡的水稻全部按照绿色食
品的标准去经营，那收入能提高很多
啊。”刘红献说，“下一步要采取公司+
农户的模式，让大伙儿同合作社一
道，做强品牌，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
带动土地增效、农民增收。”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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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 刘红献（中）在田间查看水
稻生长情况 王毛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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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观察记者 张宏怡
本报通讯员 焦萌

一棵棵线椒挂满椒果开满椒花，一
阵阵沁人的清香扑鼻而来。9月19日，
在叶县廉村镇王店村的辣椒种植基地，
看着长势喜人、丰收在即的十多亩红辣
椒，贫困户王松贺笑得合不拢嘴。

提起村里变化最大的贫困户，村
民们都会不约而同地说到“懒汉”王
松贺。“懒汉”之名从何而来？

农村有句土话叫“越穷
越懒，越有越干”。说起
两年前的王松贺，村
民们直摇头。

“ 前 几 年 过
年都是借钱对付
着 过 的 ！ 侄 子
侄女来看我，连
个 压 岁 钱 都 给
不起。”回忆起之
前的生活，王松
贺感慨万千。

2016年，就在王
松贺对生活失去信心
时，该村党支部书记高要秋
主动找到了他，想方设法帮助王松贺
重振精神，脱贫摘帽。

王松贺没有其他技术，却是种地
的一把好手。了解这一情况后，村干
部鼓励他还是得从土地里刨食。

要想脱贫致富，仅靠自己的二亩
三分地可不行，王松贺想再流转几十
亩。可由于之前“好吃懒做”的形象，
很多人不愿意把土地流转给他。

后来，在村“两委”的担保下，王
松贺成功流转了30多亩土地，通过村

上互助资金贷款，种上了17亩辣椒。
“这次辣椒收了之后，就要种麦子

了。麦子背垄要留着，等到明年四五月
间种辣椒，麦子收获时，正好辣椒出苗，
也不耽误收割。”王松贺介绍起种植技
术一套一套的，“这都是技术员交我们
的！现在我种好辣椒的信心更大了！”

原来，这几年廉村镇一直鼓励、
引导群众调整种植结构，发展以辣椒
为主的特色农业。镇上为了鼓励种
植辣椒，还给他们聘请了专业的技术

员来指导。
王松贺给记者算了

一笔账：“一亩地辣椒
正常产量约 3000
斤 ，纯 收 益 在
1500 元 以 上 。
光这一项下来就
能 收 入 2 万 余
元。”靠着这十几
亩辣椒，王松贺
打了一个漂亮翻

身仗。今年，他已
向村上申请脱贫。
现在，每天早上，王

松贺 5点钟就起床开始到地
里忙碌。

“松贺简直像换了一个人。现在
正干了，人也更精神了。”高要秋说。

今年，王松贺又流转了40亩土地，
还准备扩大种植规模。家里也新添了
空调、冰箱，种罢麦子还准备盖新房。儿
子也改变不少，主动外出打工……对
于现在的生活，王松贺感慨道：“幸福
是奋斗出来的。”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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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 王松贺在地里采摘辣椒 冯栎 摄

□平顶山观察记者 张宏怡

剪摘、装箱、送货……这两天，正是
舞钢矿建街道赵案庄新村张化阁一家
最忙碌的时候。原来，他的80亩葡萄
园里的晚熟品种“阳光玫瑰”进入最佳
采收时节，吸引不少客户前来采购。

一串串浑圆饱满的葡萄挂满枝头，
绿中透亮。“尽管我们采摘价一斤 30
元，高出市场价10多元，但依然卖得很
好。”9月15日，看着来来往往的顾客，
张化阁脸上挂满了笑容，今年是他的

“阳光玫瑰”挂果第二年，收成不错。
37岁的张化阁个头不高，衣着朴

素，晒得黑黑的，脸上挂着一副眼
镜。不成想，他是湖南大学
果树学专业硕士研究
生，专门研究葡萄。

2009 年一毕
业，张化阁就被
上海马陆葡萄研
究所聘为技术
员。然而，6 年
前，因为父亲患
病需人照顾，张
化阁放弃高薪返
乡自种葡萄，成了舞
钢市30多万人中唯一
的“硕士农民”。

“硕士农民”种出的葡萄有
什么知识含量？走进张化阁的葡萄
园，铁丝、水泥柱搭成的葡萄架与其他
葡萄园并无不同，只是这里的葡萄树
种得好像稀了一些。

普通葡萄园里亩均种植 220棵，
亩产五六千斤，而张化阁的葡萄亩均
种植 110 棵，亩产控制在 2000 斤左
右。哪有不想丰产的道理？张化阁
解释道：“单位面积土地的营养含量
是有限的。要想提高品质，葡萄的

‘计划生育’很重要。不仅要减少单
位面积种植量，还要下狠心疏果、疏
花、疏枝。”而像疏果、疏枝这些技术
细活，都是张化阁和妻子亲自干。

2013年，张化阁种植的夏黑等十
多个葡萄品种第一次上市，就赢得顾
客的青睐。“张硕士的葡萄，连葡萄普
遍的酸味都没有。”顾客们评价。一时
间，“硕士葡萄”闻名周边，畅销广州，
并连续两届获河南省葡萄优质果评比
金奖。

随后，张化阁又琢磨着怎么提高
葡萄的含金量。当“高钙葡萄”“富硒
葡萄”在行业内还只是一个概念的时
候，张化阁在舞钢就做了敢于吃螃蟹
的第一人，多方请教专家、调查研
究。“我们葡萄含硒量是普通葡萄的
四到五倍，而且加硒后，葡萄的含糖

量、维生素以及氨基酸的含量都
有所提高。”张化阁说。

在 葡 萄 园 的 东
边，10 多间活动板
房便是张化阁的
家、办公室和仓
库 。 吃 住 在 园
里，晚上看书，
白天劳作。在
他看来，书读得
再多，不接地气
那不行。

2015 年 11 月
突如其来的那场大雪

让他吃了不少苦头。本该
入秋后就应把葡萄架上面的避

雨薄膜撤掉，但由于大意耽搁了。不
料想，积雪负重的薄膜将水泥柱压
断，葡萄架坍塌，十亩葡萄地毁于一
旦，损失近五万元，这让原本资金短
缺的张化阁雪上加霜。

如今的张化阁丝毫不敢停滞学习
的脚步。“要想在市场立足，必须要搞技
术创新、产品创新。”夜深人静了，张化
阁又在伏案研究，来年，他要再添新品
种，把“硕士葡萄”品牌打得更响。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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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 看着一串串浑圆饱满、绿
中透亮的葡萄，张化阁脸上挂满了笑
容 王晓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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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市

非公经济占税收总量近六成
本报讯（通讯员 王冰珂）9月 20日，在平顶山市促进

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大会上，天瑞集团等24家优秀非
公有制企业、王若飞等50名优秀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受到
荣誉表彰。

平顶山市作为资源型城市和老工业基地，国有企业
长期处于主导地位。近年来，平顶山市在推动国有企业
转型发展的同时，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通过不断落实
奖励政策、加强金融支持、鼓励企业建立研发平台等，促
使非公有制经济成为平顶山市的又一经济支柱。

据了解，今年以来，平顶山市非公有制经济生产总值
占全部生产总值的 53.2%；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占
59.9%；上交税收94.8亿元，占税收总量将近六成；高科技
企业中，民营企业约占七成……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成为支
撑经济增长、促进创新、增加税收的重要力量和活力源泉。

据悉，为进一步推动非公有制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平
顶山市印发《关于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若干意
见》，要大力培育亿元以上非公有制企业，对年销售首次
达到10亿元、5亿元、1亿元的非公有制企业分别一次性
给予资金奖励；实施梯队企业成长计划，对该市年度入评

“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和“河南省民营企业100强”的企
业给予一次性资金奖励；设立专项资金，实施“百名企业
家培训工程”，促使产、学、研、教深度融合。8

宝丰县供电公司

为贫困山区点亮“致富灯”
□平顶山观察记者 张宏怡
本报通讯员 刘亚辉 张跃红 刘乐文

9月 20日，宝丰县观音堂林站滴水崖村村民张红朋
的小型制鞋加工厂内，机声隆隆，20多名工人在流水线上
忙碌着。

去年 11月，听说家乡通上了动力电，原本在外打工
的张红朋和爱人立马决定回村开办工厂。“有了电，各种
机械都能使用了。在家门口创业，不仅方便照顾家，还
可以带领乡亲们共同脱贫致富。”张红朋说。

过去是“要想富，先修路”，现在是“要想富，架电路”。
在脱贫攻坚这场“硬仗”中，宝丰县供电公司大力开

展行业扶贫，为解决全县所有贫困村不通动力电和动力电
不足的问题，强力实施村村通动力电工程。其间，共完成
了81个单项工程，总投资近2000万元，新建或改造线路
86千米，新增配电变压器78台，配电容量1.86万千伏安。

作为省级贫困乡镇，观音堂林站地处山区，下辖 18
个行政村，其中17个是贫困村，一些村庄存在网架薄弱、
供电不稳定等问题。对此，宝丰县供电公司倾尽全力，
助力产业扶贫，服务移民搬迁，为深度贫困的山区居民
点亮“致富明灯”。

三间房村是观音堂林站典型贫困村。在县、乡政府
的努力下，引进了食用菌种植项目。该项目投资 200多
万元，可为本村70多户贫困户及周边村民提供100多个
就业岗位。宝丰县供电公司在得知该项目所建位置没
有电源的情况后，及时为企业新安装 200千伏安变压器
一台，架设线路 2000余米，提供了充足的电源，同时也
解决了周边村民用电不足的问题。

余家村、石板河村等 6个深度贫困村，由于位置偏
僻、交通不便、资源贫乏，实施易地扶贫搬迁是他们实现
脱贫的重要举措。宝丰县供电公司在易地搬迁方案确
定后，积极组织人员勘查、设计、施工，为搬迁新址架起
了线路，确保惠民工程顺利进行。

63岁的姜新征原是观音堂林站小南庄村民。2018
年春节前，姜新征和老伴告别住了近一辈子的石头房子，
搬到了余家花苑这个新型社区。“每天晚上这里都灯火通
明，来跳舞健身的村民可多了。”9月21日，观音堂林站易
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文化活动广场上，歌舞飞扬，他做梦
都没有想到，自己的晚年生活能如此惬意。8

本报讯（通讯员 王冰珂 娄刚）9月 26日，记者从平
顶山市曲协获悉，中国曲艺家协会于日前正式下文，授
予新华区“中国曲艺之乡”荣誉称号。这是继宝丰之后
平顶山市的第二个“中国曲艺之乡”。

据介绍，新华区曲艺文化源远流长，曲艺种类名目
繁多，河南坠子、大调曲子、三弦书、鹰城大鼓、评书等
30多个曲种都广为流传。新华区文化设施完善，建有
平顶山市鹰城广场、工人文化宫、青少年宫等文化基础
设施和重要演出场馆。第二届、第六届中国曲艺节主
会场均设于新华区，有两届全国河南坠子大会也均在
此举办。此外，新华区依托市文化艺术学校、市工人文
化宫曲艺公益培训中心、新华区曲艺创作基地、鹰城曲
艺社等曲艺培训机构和社团，培育了一大批地方曲艺名
家、民间曲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确保地域曲艺文
化持续发展。

据了解，目前，新华区有国家级曲艺家协会会员 16
人，省级会员 75人，市级会员 120人，涌现出了孙连久、
曹旭、崔银龙等一大批曲艺代表人物。新建成的鹰城曲
艺社场地面积700多平方米，可容纳150人，广泛荟萃曲
艺人才，挖掘传统段子，注重推陈出新，充分展示曲艺魅
力，使鹰城百姓尽享曲艺大餐。8

9月 18日，2018年中国技能大赛——第四届全国
陶瓷职业技能竞赛在宝丰开赛，来自河南、陕西等地的
110余名陶瓷艺人激烈比拼，切磋技艺。 何五昌 摄

右图 郏县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开幕
式上，村民欢天喜地庆丰收 丁需学 摄

平顶山市再增“中国曲艺之乡”
继宝丰之后，新华区荣膺“中国曲艺之乡”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