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扛稳粮食安全重任扛稳粮食安全重任

□本报记者 曾鸣 归欣

你喝的茅台酒，可能是用固始小麦酿造的。“俺
种的弱筋小麦，被茅台集团全包啦！”站在地头，固始
县永庆种植合作社负责人王俊乐呵呵地告诉记者。

5月 28日，在淮河南岸的固始县三河尖镇的麦
田里，一望无际的金灿灿的小麦正在收割。一块醒
目的牌子立在地头：“固始县茅台有机原料基地”。

天帮忙，人努力，基地今年种的 1.1万余亩有机
弱筋小麦收成不错，王俊正在协助县粮油公司组织收
购。“普通小麦收购价 1.1 元，咱的有机小麦是 1.6
元。参加合作社的200多户农户心里可美了！”他说。

三河尖镇翁棚村村民黄永生说：“回收价格比普
通小麦市场价高出不少，有销路、多挣钱，大伙儿当
然乐意种。”

今年50岁出头的老黄，种了20多年小麦，之前
从没听说过“弱筋”“强筋”这些稀罕词。去年开始，
在镇政府和合作社的引导下，他试着种了几亩。“没
想到，弱筋小麦咋恁强哩！”老黄告诉记者，“今年是
个丰收年，一亩地能收800多斤，能卖1400多元，比
种普通小麦划算多了。”

位于固始最北端的三河尖镇，是有机弱筋麦的
集中种植地带，其生产经营模式也是全县的缩影。
2017年以来，固始县粮油公司牵头，统一提供种子、
有机肥，鼓励支持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
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通过订单种植模式发展优质
弱筋小麦生产。

“生产优质小麦必须‘藏粮于技’。这两年，我们
整合了各单位的技术力量，开展技术攻关。”固始县
农业农村局局长吴冬青介绍。首先，筛选出适宜固
始种植的优质弱筋小麦品种；接着开展优质高产高
效栽培技术试验，制定技术规程；最后在品种选用、
培肥地力、病虫草害绿色防控等环节上下功夫，保障
弱筋小麦落地生根。

优质小麦见成效，少不了真金白银的投入。近
年来，固始县政府每年都从产粮大县奖励资金、良种
补贴、农资综合补贴等涉粮惠农资金中拿出1000万
元，作为弱筋小麦生产专用补贴和先进单位及个人奖
励资金，推动优质小麦生产在鱼米之乡走上快车道。

在一系列政策支持下，种植弱筋小麦成为固始
县农民增收的一个新渠道。目前，该县成为茅台集
团订单生产优质麦的最大基地，已认证有机小麦生
产基地约12万亩，每年为茅台集团提供优质有机小
麦 4.2万吨左右，为农民带来了丰厚的收益，每亩比
普通小麦增收300多元，全年可增收约3800万元。

小麦是河南的一大优势，也是河南农业生产的
一张王牌。

进入新时代，提高优质小麦供给质量和效率，是
我省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如何加快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深入实施“四优四化”？政策上引导、资金
上投入、产业链拉长，让优质小麦“俏”起来，或许在并
不以种麦见长的固始县，能够探寻到有益经验。③5

“弱筋小麦咋恁强哩！”

□本报记者 郭海方
本报通讯员 张晓甫

机器轰鸣、扬尘飞舞是人们对小
麦机收的固有印象，但记者这两天在
舞阳县的文峰、保和等乡镇的麦田里
看到，不少联合收割机加装了一套“雾
森系统”，机收中的扬尘污染大大降
低。

“俺这个收割机在后面加装了一个
气压装置，里面装上清水，收割机工作
时，气压将里边的水压到下面的水管
里，从而将麦糠和扬尘冲洗下去。”5月
30日，正在文峰乡一处麦田进行作业的
农机手谢国兵说，目前，他们合作社的
农机全部加装了这套“雾森系统”，雾化
效果很好。

不仅如此，谢国兵他们还在联合收
割机拨禾轮的后方加装了一排刀。“这
排刀的作用是先将小麦根部上方8厘米
左右的部分切断，这个部位最容易产生
扬尘。有了这道工序，大部分麦糠和扬
尘就不会直接飞起来了。”和农机打了
30年交道的谢国兵告诉记者。

据介绍，每年农作物收获季节，来
自农作物收割、农机作业过程中的扬尘
污染已成为阶段性大气污染的主要因
素。“绿色发展体现在方方面面，机收也
不例外。”漯河市农机推广服务中心负
责人说，今年，该市大力推广加装有“雾
森系统”的农机，绿色机收将成为今年

“三夏”的靓丽风景。③6

□本报记者 李运海

5月 30日上午 10点，星期四，晴。

上蔡县邵店镇刘岳村。3 台收割机在

村旁的一块麦田同时收割。也就 10 多分

钟，5亩多的小麦就收割完毕。来自山东省

鄄城县的机手卢秦伟说：“我这是第三年到

上蔡县割麦了，感觉很亲切。”

35 岁的卢秦伟去年开着收割机，从南

阳一直割到安阳，净挣 1 万多元，并与各地

的农机合作社和种植户建立了良好的关

系。因此，今年“三夏”一开始，他就联合村

里 另 外 两 个 机 手 ，开 着 收 割 机 奔 赴 唐 河

县。但在唐河县三天，每个人只割了 150

亩小麦。

为什么割这么少？他说，今年麦长得

好，绝对是个丰收年。但是，麦熟得不均

匀，很多时候这块地能割了，相邻的地块还

得等几天才能收，结果跑路多、割得少。

在唐河割得少，上蔡的老客户又不断

地 催 ，卢 秦 伟 三 人 就 马 不 停 蹄 地 赶 到 上

蔡。他说：“上蔡人热情、厚道，因为割麦交

了很多朋友，这次打算多待一段时间，在上

蔡多割麦。”

说起来河南割麦的感受，卢秦伟认为

有一“变”一“不变”。“变的是田间道路修

得越来越好，很多偏僻的地块收割机也能

进。不变的是地方政府对‘三夏’的支持

力度一直很大。我们来上蔡县割麦，当地

都有导引员，能及时与需要割麦的农户联

系。我们的机器不闲着，农户的小麦也能

及时收割。”

如今，各地对农业机械化越来越重视，

大 型 收 割 机 越 来 越 多 ，是 不 是 活 不 好 找

了？卢秦伟说，目前有这种发展趋势，所以

他们多与当地的农机大户建立联系，根据

市场变化统一调配收割机，争取多割麦、多

挣钱。

天当房，地当床，夜晚都是露天睡在地

头。卢秦伟说，作为机手，已经习惯了这样

的生活，苦是苦了点，但看着粮食都能及时

收割，心中也很有成就感。③5

□本报记者 李运海 杨晓东

5月 29日，遂平县阳丰镇邢桥村。一望
无际的麦田，一片丰收景象，地头，几个人围
成一圈，安排即将进行的麦收。正在说话的
是河南一加一天然面粉公司（以下简称“一加
一”）董事长王刚，“你再确认一下收割机，保
证按时割麦；你负责车辆运输，尽快将小麦运
到公司仓库，做到颗粒归仓……”

王刚坦言，这 2万亩麦田可不是一般的
麦田，是企业的“第一车间”。

遂平县是粮食生产大县，今年种植小麦
84 万多亩。同时，该县也是食品加工业强
县，拥有“一加一”、克明面业等众多面粉加工
企业，全县年小麦加工转化能力 128 万吨。
2016年，这里出现了一种奇怪现象：一方面
是农民卖粮难，丰产不丰收；另一方面是面粉
加工企业买粮难，企业纷纷到各地抢粮。

遂平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徐学政分
析，卖粮难与买粮难，反映出两个问题。一是
农民大量种植的普通小麦，企业不需要；而企
业需要的优质强筋小麦，农民种得少。二是
一家一户的“面条田”、分散的小农耕种无法
保证小麦品质，难以种出企业需求的小麦。

向上游产业延伸、企业流转土地种小麦、
把“第一车间”建在麦田里，成为面粉加工企
业的新选择。

这年 10月，国家全面推进农村土地“三
权分置”改革，大规模实施土地流转，有效推
动农业规模化经营和农业现代化。国家实施
农业综合开发，给予“一加一”4600万元的资
金支持。借助这一契机，“一加一”以每亩每
年 900元的地价，流转土地 2万亩种植优质
强筋小麦。企业按工厂化生产标准，统一管
理，对小麦产前、产中、产后实行标准化综合
种植、管理。克明面业则在当地流转土地1.6
万亩种优质强筋小麦，并与省农科院和农民
合作社合作，共建了 4个优质强筋小麦示范
区，核心示范区面积 1万亩。对合作的种植
大户，克明面业采取统一供种、统一技术、统
一保险、统一收购、统一价格等“五统一”。

徐学政说，把“第一车间”建在麦田里，是
优质小麦生产模式的一种创新，面粉加工企
业和农民实现了双赢。

企业生产成本大幅降低。“一加一”以前从
加拿大等国进口的强筋小麦每斤高达1.6元，
如今自己种植强筋小麦，还以订单农业的方式
带动周边7万亩耕地种强筋小麦，成本大幅度
降低。

小麦品质有了保障。集中连片、统一管
理，实现了优质小麦“专种、专储、专用”；今年

“一加一”还采用绿色生产的方式，全部使用
有机肥，试验种植 5000亩有机小麦，确保生
产出企业需要的高品质小麦。

农民实现增收。除了土地流转金外，农
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外出打工，获得了较高
的收益。阳丰镇邢桥村的桑文在江苏当保
安，每月收入 4000元。过去因为家里有 10
亩地，年年夏收和秋收时都要请假。他说：

“现在土地交给公司了，今年就不用回家收麦
了，也能安心打工挣钱了。”

站在地头，望着就要收割的小麦，王刚
说：“国家对农业的支持力度越来越大，今年我
们的夏粮收购获得了国家一亿元的贷款支
持，我们对建好麦田里的‘车间’，也更有信心
了。”③4

绿色机收
成时尚

““第一第一车间车间””
建在建在麦田里麦田里

来河南割麦的“变”与“不变”

5月29日，在舞阳县文峰乡焦楼村一处麦田里，农民将收获的小麦装车（无人机拍摄）。 新华社记者 李安 摄

5月 30日，正阳县气象局工作人员在铜
钟镇崔塘村现场服务“三夏”。⑨6 高万宝
李忠民 摄

5月 30日，汝南县和孝镇薛岗村一位农
户正在抢收小麦。⑨6 孙凯 摄

5月30日，汝阳县小店镇付庄村党支部组织收割机帮助群众收割小麦。⑨6 康红军 摄

绿色发展体现在方方面面，
机收也不例外。漯河市大力
推广加装有‘雾森系统’的农
机，绿色机收将成为今年‘三
夏’的靓丽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