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奋战三夏 力夺丰收
跟着专家看麦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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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同增

6 月 3日下午，著名小麦育种专
家、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获得者茹
振钢教授，赶在开镰之前，又一次来到
位于新乡县朗公庙镇的实验基地，为
千亩小麦进行最后一次“体检”。

“长得很好，齐刷刷的就像仪仗
队！穗头大、穗子多，有这两个产量构
成因素，今年小麦还是大丰收！”茹振
钢边走边点评。

看着金黄的麦浪，闻着浓浓的麦
香，想着马上要颗粒归仓的丰收景
象，茹振钢情绪越来越兴奋，一首诗

“喷薄而出”：我要让黄色的土地/受
孕于蓝色的天空/产生绿色的生命/
我要让绿色的生命茁壮成长/生产出
很多、很优、很美味的粮食/装满祖国
的座座粮仓!

62岁的茹振钢，声音微微发颤，两
眼闪闪发光，双手随着诗节有力地挥
舞——此时此刻，他俨然是一位把麦
田当舞台、把小麦当听众的豪迈诗人。

很难想象吧？在实验室、在课堂
上一丝不苟的茹振钢，竟也有如此“放
开”的一面。实际上，茹振钢最大的

“业余爱好”就是写诗，他闲时写诗、忙
时也写诗，开心时写诗、苦闷时也写
诗。这些反复推敲或妙手偶得的诗句
中，小麦则是永恒的“主角”。

“我对小麦爱得深沉，这种汹涌

澎湃的感情只能用诗歌来抒发！”茹振
钢说，写诗时把内心深处的感性尽情
释放出去，留下理性全力投入到科研
中去，这样的“分配”让他能根据情况，
随时在诗人与科学家两种不同的身份
间“切换”。

可在茹振钢的爱人、大白菜专家
原连庄看来，茹振钢的“切换”并不彻
底，他写诗的浪漫情怀已“偷偷地”融
入了育种工作中。

知夫莫若妻。写诗让茹振钢的
思想在想象的空间任意驰骋，从中看
到了新品种的曼妙身姿，给了他研究
的目标和方向。

连阴天小麦萎靡不振，光照强小
麦发蔫。高纬度地区的小麦耐弱光，
低纬度地区的小麦耐强光，把“高低纬
度”地区的小麦进行重新“组装”，会有
什么样的结果？

小麦雌雄同体、自我繁殖，再加上
颖壳的保护，杂交难度远超其他作物。
如果让选育的植株只具备“父系”或“母
系”特征，让小麦分出“男”“女”，能不能
巧妙“结合”，“生出”想要的优良“后代”？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茹振钢一
头扎进工作中，长期保持着每天10个

小时以上的工作强度，经常吃住在实
验室。这样的努力，让他在形态育种、
高光效生理育种、BNS型低温敏感型
小麦雄性不育杂种优势利用研究和品
种创新方面，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突破。

诗歌“高产”，小麦品种也“高产”，
茹振钢先后培育并推广了百农62、百
农 64、百农 160、矮抗 58、百农 418和
百农4199等一系列小麦新品种。特别
是矮抗58小麦新品种，荣获2013年度
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累计推广面积
3亿多亩，增产小麦140多亿公斤，增产
效益达300多亿元，为农民增产增收和
国家粮食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

如今，他培育的高光效小麦品种
百农 4199，已经通过河南省审定，以
高产、早熟、适应性广泛、抗冻性好、灌
浆速度快、籽粒商品性好等优势，深受
广大农民欢迎。

我是中国小麦人/金灿麦粒醉人
心/隆隆机声饱精神/亿万顷的土地呀/
我要让你生金/一千八百斤的亩产呀/
你萦绕在我的梦里……站在希望的田
野上，大声吟诵着与妻子合写的诗，茹
振钢如是表白着他的“小麦魂”。③6

本报讯（记者 李点）6 月 1日，
省委统战部举行理论学习中心组
（扩大）集中学习，传达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在全国两会期间的重要讲话
精神、全国两会精神和全省领导干
部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

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孙守刚
主持会议并讲话。他指出，这次全
国两会是在特殊时期、特殊背景下
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习近平总书
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为我们
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工作指明了方向、注入了动力、增添
了信心，要深刻认识重大意义，进一
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

孙守刚强调，要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上来，统一对形势的认识、对今年发
展目标任务的认识、对运用法治思
维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认识、对团
结实干把河南的事办好的认识、对
更好发挥统一战线优势凝聚人心力
量的认识；要坚持用全面、辩证的眼
光分析当前形势，强化担当作为，始
终胸怀大局，围绕做好“六稳”工作、
落实“六保”任务主动开展工作；要
学好用好民法典，不断提升法治思
维和依法治理能力；要认真学习全
国两会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新要
求，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
汇聚共克时艰的强大力量，以更高
质量做好疫情常态化防控条件下统
一战线各项工作。③8

本报讯（记者 董学彦）6 月 4
日，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江凌在许昌
市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
神，贯彻落实全省文化旅游大会精
神，立足资源禀赋，融合产业发展，
深入推进全域旅游，不断提高旅游
对经济和就业的综合贡献水平。

江凌先后深入鄢陵县游客接待
中心和部分文化旅游企业，详细了解
当地产业融合发展、旅游资源开发和
花木企业向旅游产业转型等情况。
江凌指出，旅游产业是转方式、调结
构、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具备比较优
势的县市要从区域发展全局出发，统
一规划，整合资源，凝聚全域旅游发

展新合力。要注入体育、文化、工业、
康养、教育等元素，推动文化旅游和
一二三产业全链条深度融合，不断推
出满足个性化多层次需求的高质量
文旅产品。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
关系，持续优化旅游发展软硬件环
境，构建政府引导、企业主体、金融支
持、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格局，促进
各类市场主体平等参加市场竞争，推
进各类生产要素充分流动。要突出
目标导向和效果导向，以改革的思路
和举措努力破除制约全域旅游发展
的瓶颈和障碍。要充分利用人工智
能、大数据、5G等技术，加快智慧旅
游建设，推动管理、服务、营销转型升
级，持续提升游客体验。③9

本报讯（记者 李点）根据 6月 3
日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
议批准的 2020 年省级预算调整方
案，我省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409亿元，主要用于在建重点项目。

为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工作，充分发挥地方政府专
项债券应对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促
进扩大有效投资的积极作用，经国
务院批准，近日财政部下达第三批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新增限额，分配
我省额度 409亿元。按照有关政策
规定，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
要依法用于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项
目支出，重点聚焦党中央、国务院及

省委、省政府确定的重大战略和重
点领域项目建设。

根据获批的2020年省级预算调
整方案，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409
亿元全部转贷市县，优先保障郑州国
家中心城市建设、洛阳副中心城市建
设、大别山革命老区振兴和列入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
在建重点项目，其余资金按照各市县
重大项目债券需求、举债空间、债券
支出进度、隐性债务管控化解成效等
债务管理绩效因素测算分配。

2020 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还
对地方政府再融资债券进行了安
排。③9

本报讯（记者 孟向东 刁良梓）6月 4
日，高温炙烤着大地。在唐河县张店镇
收割后的大片麦田里，农民戴着草帽，抱
着长长的水管，白花花的水喷涌而出，浇
灌着饥渴的土地。

一位正在浇地的村民告诉记者：“白
桐干渠穿镇而过，浇灌条件还可以，这几
天，乡亲们都在集中抗旱。”

据了解，今年 1月以来，南阳市累计
降雨量158.1毫米，比多年同期均值减少
15%，再加上近期持续高温，全市受旱面
积562万亩，其中春播作物受旱面积225
万亩。

旱情出现后，南阳市防汛防旱指挥
部下发紧急通知，督促各县（市、区）动员
一切力量抗旱浇地。各地不等不靠，认
真抗旱保秋播。桐柏县迅速协调该县消
防大队、环卫公司，利用消防车、洒水车
灌溉农田等方式，迅速开展救灾工作；邓
州市积极协调，通过引丹灌区、湍惠渠灌
区、三郎堰灌区等灌区供应农业用水2亿
立方米，使旱情得到不同程度缓解。根
据麦收、整地以及秋播进度和抗旱用水
需求，南阳市水利局科学调度鸭河口、彭
李坑、二郎山等大中型水库开闸放水
1.34 亿立方米。在此基础上，南阳市农
业农村局成立5个专家技术指导小组，深
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抗旱保秋。

截至目前，南阳全市已投入抗旱机械
27602台，动用机电井和坑塘堰坝22943
眼（个），抗旱浇水面积326万亩。③9

本报讯（记者 赵春喜）骄阳热风促麦
熟，机声隆隆催人忙。6月 3日，在商水县
张庄乡高标准农田里，种粮大户邱守先正
在组织收割机收割自家的 130 亩小麦示
范田。

邱守先告诉记者，这 130亩小麦示范
田与其他田块不同，从种到收都没有使用
常见的化学农药，而是用一种新型的中药
农药进行替代，“严格按照试验要求进行，
拌种用一遍，喷洒三遍。”

远远地，齐刷刷的麦田像金色的缎
带，展现在记者面前。走进麦田俯下身
子，只见成熟的麦穗颗粒饱满，粒粒都胀
鼓鼓的，像是要爆裂开来。收割机驶过，
伴随着“嗡嗡”的脱粒声，麦粒如同雨点般
落下。

“刚开始对使用中药农药也心存顾虑。
现在看来，使用中药农药能让小麦出苗整
齐、根系发达，抗旱性强，小麦弹性、色度、品
质也高，千粒重超过45克，亩产量在1300
斤以上。”邱守先拨弄着刚收获的麦粒说。

“这块田在全县也是表现比较好的地
块，千粒重增加了，成穗数也增加了，达到
一级麦一点问题也没有。”商水县农业技术

推广站站长刘林业现场点评。
据了解，这种中药农药的发

明人是老党员、商水县
胡吉乡农业技术员智
吉荣老人。所使用的

原料均为清热低毒性中
草药，本身富含植物营养，

不仅具有杀菌、抗虫功能，还
能调节促进植物
生长，实现作物

产量不减、品质提升。
2016年以来，该产品在国内 4省 9市

35个试验区反复进行了试验，顺利通过专
家评审，目前在山西、安徽、浙江等省均拥
有推广试验田。近两年，共在商水县4000
亩小麦示范田里进行推广，取得明显效果。

上市以来，使用这种中药农药的小麦
磨成的面粉，每斤最少也在5元以上，有的
甚至卖到20元一斤。

“用中药农药代替化学农药好处很
多，一方面可以改善小麦品质，另一方面
这种中药农药无残留，使用中药农药的小
麦化验指标基本都能达到绿色食品的要
求，此外还能大幅度减少土壤的污染。”刘
林业表示，他们准备在玉米种植上也大力
推广中药农药，把中药农药防治病虫害打
造成商水县农业的亮点。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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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业发展新要求。从高产量到高质

量，从吃得饱到吃得好，是当下和今后我

国粮食安全的重大课题。“绿色防控替代

化学防治”是《2020 年农业农村绿色发展

工作要点》中明确指出的行动方向。由

于化学农药的毒性和残留对粮食水果蔬

菜以及环境造成严重污染，“绿色防控”

势 在 必 行 ，但 在 实 践 道 路 上 却 困 难 重

重。那么“绿色防控”怎样从理念到实

践，在保证质量安全的前提下保证产量

呢？中药农药、中药肥料的探索，给中国

粮食质量、产量双安全带来了希望。③9

记者手记

深入学习贯彻全国两会精神
广泛凝聚共克时艰智慧力量

我省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409亿元
主要用于在建重点项目

融合产业发展
深入推进全域旅游

多举措抗旱保秋

在麦田里
丰收的诗

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6 月 3
日，记者从省商务厅获悉，国务院办
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对 2019年落实
有关重大政策措施真抓实干成效明
显地方予以督查激励的通报》，我省
正阳县“推进农产品流通现代化、积
极发展农村电商和产销对接成效明
显”，受到国务院督查激励。

为什么是正阳，正阳发展农村
电商到底有哪些成效？

坐拥全国花生生产第一大县、全
国生猪调出第一大县、全国粮食生产
百强县等产业优势，2019年正阳全
县电商经营主体 8400多家，占全县
注册经营主体的49.4%，全年收发快
递 5434.9 万件，电商快递件数年均
增速 30%，网络零售额 54.79亿元，
同比增长63%，位居全省前列。

据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介绍，为
发展农村电商，正阳县专门制定了发
展农村电商的三年规划，并配套财政
奖金 2300多万元，用于电商基础设

施建设和奖励企业。同时，在全县开
展了大规模的培训计划，目前全县电
商从业人员达到1.5万人。

被誉为“中国花生之都”的正
阳，以花生产业为突破口，先后 5次
举办了“互联网+花生产业高峰论
坛”，2019年成功举办“第二届中国
花生文化节”，吸引 800多名国内外
客商参会。2018 年与天津渤海交
易所合作，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县级
农产品网络交易中心——正阳渤海
花生交易中心，实现了正阳农产品
线上交易，成为全国花生定价中
心。截至 2020年 1月，全县销售本
地花生米、花生油、花生休闲食品的
电商企业达 1740多家，占全县电商
企业的67%以上。

值得一提的是，依托农村电子
商务，正阳县形成了“电商企业+直
采基地+贫困户”扶贫模式。2019
年年底，全县电商带贫基地 400 多
个，带贫人口5700余人。③9

正阳县农村电商获国务院督查激励
电商带贫基地400多个，带贫5700余人

▲▲66月月 33日日，，孟州市赵和镇孟州市赵和镇，，金色麦金色麦
田与绿色林网完美融合田与绿色林网完美融合，，演绎着绿色生态演绎着绿色生态
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和谐乐章的和谐乐章。。⑨⑨33 白水平白水平 摄摄

▼6月 4日，在滑县白马坡高标准农田，农民
握着成熟的麦子，喜上眉梢。⑨3 李林宇 摄

本报讯（记者 王平 河南报业全媒
体记者 刘梦珂 通讯员 王玉华）“来，这
么热的天儿，恁几个坐下喝口水再走。”6
月 2日，民权县双塔镇牛牧岗村 85岁的
贫困村民刘素英一边说着，一边拿出水
壶给韩建等人倒水。

“不了，大娘。这些麦子给您卸到院
子里了，我们得赶紧回去，还有别家的麦
子等着收呢。”韩建说着就跳上农用机动
三轮车，驶向麦田。

韩建是该镇一站式服务收割队的成
员之一。为积极做好“三夏”帮扶工作，
从 5月份开始，该镇对各村进行排查摸
底，把孤寡老人、贫困户、没有劳动能力
的人员排查出来，登记造册，并成立了 6
支一站式服务收割队，每队 12人分包两
个村，为登记造册的村民提供收割、运
输、销售一条龙服务。

麦田里，收割机正在收割村民刘庆
芝家的麦子。身穿迷彩服、戴着红袖章
的3名服务收割队队员，站在农用三轮车
上，忙着接收金色的麦粒。

“今年大丰收，亩产得有千把斤。俺
家里没有劳动力，正为麦收发愁呢，服务
收割队就来了，给俺收、给俺拉，还帮俺
销售。”70多岁的刘庆芝笑着说。

麦收高峰期，也是服务收割队最忙
的时候。

韩建告诉记者，有的村民没有车辆
运输收割的麦子，他们也会帮忙装车、运
输，常常忙到晚上 7点多。“只要群众需
要，咱就服务到位。”他说。③8

村里来了
“服务收割队”

我是中国小麦人

金灿麦粒醉人心

隆隆机声饱精神

亿万顷的土地呀

我要让你生金

一千八百斤的亩产呀

你萦绕在我的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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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胡巨成 通讯员
杨晶晶）6月 4日，副省长武国定到
信阳调研指导抗旱抢种工作。

武国定来到信阳市平桥区甘
岸街道二郎村，实地查看浇水灌
溉、机械整地、抢种插秧情况，深入
了解水利设施、水源调度情况和播
种进度，详细询问基层群众灌溉成
本及在生产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
需求。

武国定指出，春争日，夏争时，
现在是夏种的关键时节。5月份以
来，全省降雨偏少，尤其是豫南地
区旱情严重，影响了秋作物播种进

度。各级各部门要把抗旱抢种作
为当前农业生产的首要工作来抓，
动员群众不等不靠抗旱抢种。要
挖掘利用一切水源，做到能浇尽
浇。要加强部门协作，气象部门要
搞好天气预测预报，适时组织人工
增雨；水利部门要加强水源调度；
农业部门要加强技术指导。各级
干部要深入基层、靠前指挥，帮助
群众解决抗旱抢种中遇到的实际
问题。要不误农时，种足种好秋
粮，打牢丰收基础，为决战脱贫攻
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有
力保障。③8

不误农时抗旱抢种
打牢秋粮丰收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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