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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收纵贯线

□本报记者 李运海

6 月 5日，上蔡县芦岗街道办事处文楼
村一块麦田里，一台收割机正在收割小麦。
奇怪的是，每收割一个方形地块，麦地里的
几个人就将麦粒装进麻袋，放到磅上称重。

这是怎么回事？上蔡县农业农村局种
子管理站站长李昕伟说：“种地不选种，累死
落个空。这块 150 亩的麦田是新品种示范
田，试验种植了48个新审定的品种和全国表
现好的品种。今天要通过实打测产，找出产
量高、综合性能好的品种，在当地推广。”

上蔡是我省重要的粮食生产大县，今年
种植小麦超过 180 万亩。随着品种的老化
和市场的变化，每年种小麦时农民都面临这
样的艰难选择：到底种哪种小麦才能高产又
高效？

为此，从 2012年开始，县种子管理站与
文楼村农民黄应民合作，在他流转的 150亩
土地上试验种植小麦新品种。县种子管理
站免费提供种子、化肥、农药以及技术指导，
日常管理和收益都归黄应民。

试验种植新品种风险不小。有的品种
因不适合当地，产量不高，品质也一般。黄

应民说：“出现这些情况，非常正常，但收益
也很可观。”

黄应民近水楼台，发现哪个品种好，第
二年就大面积种植哪个品种。去年他发现
试验种植的丰德存麦20号产量高，果断在自
己流转的另外 150亩地种植，今年麦收亩产
达600公斤以上。

“这块试验田改变了上蔡县的小麦种植
结构，促进了农业丰产、农民增收。”李昕伟
说。

在麦田里，戚丰 5号引起大家的关注。
这是上蔡县农业农村局退休干部戚同轩培
育的小麦新品种，今年刚刚通过省农业农村
厅的审定。他从 2007年就投资研究小麦新
品种，并自掏腰包试验种植，历经12年，培育
了多个新品种。他说：“戚丰 5号今年试种
200多亩。从近 3年的种植情况看，亩产稳
定在700公斤左右。”

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一个世界。李昕伟
说，确保粮食安全，把饭碗牢牢端在中国人
自己手中，还得落实藏粮于技，让好种子尽
快成为农民致富的金种子。未来，上蔡县还
将扩大试验种植面积，筛选出更多的好品种
向农民推荐。③5

□本报记者 郭海方
本报通讯员 马甲恒 张帆

“46.65、48.15、57.35、57.50……”6 月 4
日下午，漯河市郾城区裴城镇苏侯村村民高
红歌家的地头，刚刚收获的小麦正在一袋一
袋地称重。“33 袋粮，1779 公斤，平均亩产
801.6公斤！”当漯河市农业农村局组织的专
家报出上述数字时，现场掌声一片。“这是截
至目前我们实打实测的最高单产！”该局副
局长周国云兴奋地说。

据介绍，高红歌家种的小麦品种叫“囤
麦 127”，这个品种的特性是中筋偏强，特别
适合做水饺，这两年通过粮食联合体等方式
在漯河市推广种植20多万亩。

粮食联合体是漯河市近年来组建的“龙
头企业+农资服务+农机服务+植保服务+种
植合作社+订单生产基地+农户”的发展模
式，涵盖粮食“种、管、收、储、销”和加工销售
等全过程。这在漯河市集中连片种植的高
标准农田体现得尤为充分。

6 月 5 日上午，记者在郾城区西大坡
16.2万亩高标准农田看到，一台台收割机在
金色的麦浪里来回穿梭，刚刚打出的小麦籽
粒饱满。“我们这里每亩都能收 1000 斤以
上，还都是种子粮，纯度高，质量好。”种了
300 多亩小麦的郾城区新店镇庄店村种植
大户赵哲峰说，这与他们加入粮食联合体密
切相关。“平时统一耕作、供种、灌溉、施肥、
植保……就说这割麦，都是由联合体统一预
约收割机，别的地方割一亩 50元，我们这里
只要 40元！”赵哲峰自豪地说。

“联合体实行统采统购，统种统管，统收
统销，通过市场需求定制生产，让小农户连
接大市场，每亩地群众平均可减少支出 100
元以上、增收 170元左右。”郾城区农业农村
局副局长杨朝彦告诉记者。

让想种田的人会种田，让会种田的人能
赚钱。在粮食联合体带动下，不少像赵哲峰
这样的农民通过土地流转变成种粮大户，促
进了农田集中连片、统一管理，农业增产增
收效果明显。“近三年，西大坡夏秋粮食平均
亩产突破 1100 公斤，较一般农田亩均增产
50公斤。今年的小麦收成更是喜人！”杨朝
彦说。③9

□本报记者 李虎成 陈慧
本报通讯员 李亚伟

6 月 4 日，延津县有机小麦基地上空的太

阳十分“给力”，成熟的麦子可以省去晾晒环

节，机收的麦子直接就能拉着去卖。

借着麦粒从收割机倒入拖拉机的工夫，

记者跟农机手殷魁搭上了话：“师傅，下来聊

几句吧？”“后面几百亩地等着呢，要不你上

来？里面也凉快。”果然，车窗外热浪滚滚，驾

驶室内因为装有空调反倒清凉。

“2 亩麦子，最快 10 分钟就能收割完，俺

村 800 亩麦子，俺兄弟俩就够了。”殷魁说，能

有这个“神速”，不单因为他们兄弟俩都是拥

有多年驾龄的“老手”，最主要的还是因为有

机小麦基地属于高标准农田，田成方、地成

块、路相通，方便收割。

这个 2.1 万亩的基地是延津县有机小麦

主产区，涉及周边 7 个村庄，殷魁的家乡榆林

乡罗庄村就位于其中。“现在在家割麦，十多

天就能挣１万多元，不用再东奔西跑了。”他

说。

殷魁告诉记者，有机小麦基地建成前，他

们只能接一些散活，这边十几亩那边几十亩，

时间都花在路上了。想多挣点钱就得跟着车

队出省割麦，可去外地割麦，光收割机的运

费，来回就要 3000 多元。“有一年为了省 700

元运费，我直接开着收割机从河北定兴回到

延津，用了整整两天时间。”殷魁说。

说话间，收割机驶过，留下整齐的麦茬，

而在麦茬中间，有一大片麦子还“孤零零”地

“站着”。那是殷魁自己家的地。殷魁说：“先

帮贫困户收，再是乡亲们，自家的地放到最

后。”

殷魁还对记者说起了自己的理想：“县

里重视农业，小麦品种多卖价高，便于收割

的高标准农田也一年比一年多。等再挣两

年钱，我就让‘老伙计’下岗，换个更大的收

割机。”③8

漯河：

粮食联合体助增收

割麦子不用再
东奔西跑了

这块麦田为啥种了48个品种？

□本报记者 李虎成 陈慧 本报通讯员 李亚伟

6月 5日中午，延津县潭龙街道办郭庄村
泰禾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收储点里，一辆满载
着新麦的拖拉机驶上过磅秤一称，毛重 3005
公斤。卸完麦子再过磅，皮重1295公斤。

拿着过磅单，俩数一减，村民王书成笑得
合不拢嘴：“2.6 亩二等地，竟然收了 1710 公
斤，合一亩地1300多斤。关键是，麦子从种到
收，我还没咋操心。”

没操心，还能有好收成。咋能有这便宜事
儿？“心都让村干部和合作社操完了，今年飞防
搞完了，我才听到信儿。村里这‘田保姆’当得
好。”王书成向一旁的该村党支部书记郭月才、
村委会主任杨卫民竖起了大拇指。

郭月才说，去年，郭庄村被列为县里的乡
村振兴示范村。“习近平总书记说，乡村振兴是
包括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
兴、组织振兴的全面振兴。郭庄村咋振兴？村
里 846口人，2059亩耕地全是高标准农田，旱
能浇，涝能排，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要让村民省
心又省力、增产又增收。”

优质小麦看新乡，强筋小麦看延津。延津
县是我省强筋小麦主产区，100万亩麦播面积
中，优质强筋小麦占一半；延津还是种子大县，
四分之一的小麦都是种子麦。

郭庄村“两委”达成共识：第一，村民要联

合起来，走规模化、标准化经营之路；第二，要
种优质强筋小麦的种子麦。“只有这样，种地才
能更省钱，才能引来大客户，麦子才能卖上好
价钱。”郭月才看得很明白，郭庄村必须跟上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潮流。

事实上，如何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鼓励
和吸引小农户入企、入社、入产业链，促进小农
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也是中央和省
委、省政府一直关心的问题。

2018年 9月开始，郭庄村“两委”与河南科
技学院联系种植优质强筋小麦品种。村里的
经营能人郭祥胜牵头成立合作社，村民加入合
作社，采取统一供种、统一深耕、统一播种、统
一防治、统一收割的半托管模式。村集体发挥
沟通协调的桥梁作用。

这种模式，在实施的第一年就获得了多方
共赢的效果。

村民省钱省力。“我们测算了一下，耕、种、
防、收，加上肥料，群众‘散兵作战’，一亩地约
需280元，合作社统一行动，成本大大降低，一
亩地只收村民216元。”杨卫民说。

受益于半托管，村里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员
赵海强一直在外安心务工，只在浇水施肥时，
委托合作社代劳，支付了少量费用。

合作社呢，既能赚得托管费用，还能享受
国家的一些优惠政策补贴。

村集体也从中获得一定服务费。“1斤麦

0.03元服务费，主要花在全村土地的深耕、播
种上。”杨卫民说。

金黄饱满的麦粒从收割机的机舱里倾泻
而下，村民赵玉柱和媳妇一边扒拉着麦子，一
边探寻着丰收的秘诀。

“是深耕，原来咱们自己只耕个表皮，去年
村里犁地，我看有30厘米那么深。”

“是麦种吧，你看麦粒圆滚滚的，饱得都要
胀起来。”

夫妻俩你一言我一语，话语里满是丰收的
喜悦。他们正在收的这块地，以前也就打六七
百斤小麦。“今年，两倍还要多。”赵玉柱说。

令他们高兴的是，他们的种子麦，拉到合
作社后，还将以每斤比市场价高0.3元的价格，
由河南科技学院统一回收。③8

二等地 不操心 亩产1300斤
——探访延津县潭龙街道办郭庄村半托管种植模式

上图 6月5日，在商水县袁老乡一粮食收购
点，农民满怀喜悦销售收获的小麦。⑨3 刘飞 摄

右上图 6月 4日，胡业勇劳模团队的大型
麦秸收获打捆机在宁陵县华堡镇胡庄村的麦
田里作业。⑨3 吕忠箱 摄

右下图 6 月 3日，宝丰县赵庄镇张庄村
群众在麦田里驾驶玉米播种机及时播种抢
种。⑨3 王双正 摄

本报讯（记者 李若凡 刘红涛）夏天的雨
说来就来，让人猝不及防。受低涡及切变线共
同影响，6月5日11时至18时，京广线沿线及
其以西地区出现雨量分布不均的阵雨、雷阵
雨。其中，洛阳、三门峡等地出现暴雨，南阳局
地大暴雨。在降雨来临前，我省成熟麦区积极
抢收小麦，截至当日 17时，全省已收获小麦
5771万亩，约占种植面积的67%。当日投入
收割机14.5万台，日收获小麦1048万亩。

其中，上蔡县和遂平县多个乡镇，通过多
种方式联系农机组织抢收小麦。截至记者发
稿时，上蔡县142.5万亩小麦仅剩8万多亩未
收；遂平县又增加3万亩收获面积，累计收获
面积71.2万亩，占播种面积九成多，基本实现

“龙口夺粮”。
截至 6 月 5 日 18 时，全省平均降雨量

10.2毫米，全省有57站降水量超过50毫米。
1小时和3小时最大雨强均出现在唐

河苍台，分别为 65.6毫米（16时至 17时）和
104.1毫米（14时至17时）。

省气象台预测，5日夜里全省有中到大雨
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其中南阳、信阳、驻马店、漯河、平顶山、许昌、
周口、商丘八地区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大
暴雨，最大降水150毫米—180毫米，最大小
时雨强40毫米—60毫米。

根据预报，6日京广线以东小雨停止转多
云，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7日，全省晴天间
多云，傍晚到夜里，西部局部有阵雨。8日，全
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

本次降水对缓和旱情十分有利，对麦收
带来不利影响。气象专家建议，正值“三夏”关
键期，各地应在强降水发生前抓紧抢收，降低
降水对麦收的不利影响；降水过程结束后要抓
住有利墒情及时组织抢种。同时，各地需防范
强降水诱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城乡内涝以及山
区山洪、地质灾害；并关注大风、冰雹等灾害性
天气，做好防范工作。③9

降雨来临前我省积极抢收小麦

全省麦收近七成
今起强对流天气间歇

扛稳粮食安全重任扛稳粮食安全重任

截至５日17时，
全省已收获小麦
5771 万亩，约占
种植面积的67%

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