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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大寒。大寒，是二十

四节气中的最后一个节气。“大

寒在岁终，冬去春又来”，破寒迎

春，新的轮回正孕育勃勃生机。

人勤春来早。加强农田基

础设施建设和管理，稳定粮食

生产装满“米袋子”；畅通蔬菜

生产和供应，丰盈“菜篮子”；确

保重点民生水利工程建设，保

障“水安全”；加快黄河实验室

科技创新步伐，打造“幸福河”；

加强南水北调水生态质量检测

保护，呵护“生命水”……一个

个平凡的普通人，尽心做好分

内事，坚守的是初心；在数九寒

天踔厉奋发，彰显的是担当，举

手投足间，定格成大寒时节野

外最美风景。

来，让我们一起走近他们，

聆听他们的心声和故事。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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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鑫芳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长 杨新芳

我叫杨新芳，河南鑫芳生态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董事长，老乡们给我起了个
亲切的称呼“番茄大王”。

从这个称呼就可以看出我是种番茄
的。我们在驻马店平舆县、汝南县、驿城
区和新蔡县流转了7000亩土地，建设温
室大棚800余座，日产番茄300吨。

一蔬一饭，关乎生活，保障“菜篮
子”丰盈，守护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责任重于泰山。

保障番茄稳定供应，我有三个法
宝。

第一个是优良的品种。我们从国
内外几百个番茄品种中优选出十几个，

培育了自己的品牌“番顺”。
我们的主打产品番顺大
红番茄，可保证常年供
应，番顺一号水果番
茄，12 月前后上市，
番顺小鸿运主打春
季和夏季供应。不
同品种的错峰上市保
证了番茄供应不断货。

第二个是强大的技
术保障。我们与河南农业
大学共建服务示范基地，技术
团队里有两名院士。从育苗定植、
绿色防控到疏花疏果、采摘分拣，可以保
证番茄 58天自然成熟。专家教授还可
以在线上远程指导把控，保证生产的标
准化。

第三个是规范的生产流
程。进入园区大门就要
消毒，只有穿上特定的
服装才能进入大棚。
采摘的番茄送到分拣
中心，智能分拣机根
据番茄的大小、圆润
度和成熟度进行快速
分拣包装，最大限度减

少细菌传播。
规模化、标准化和智

能化的助力，让“番顺”的销
售版图不局限于驻马店周边地区，

而是扩大到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
“番顺”的畅销也带动了老乡的生

活“芝麻开花节节高”。
这两天，我们平舆、汝南两个园区

举行了盛大的包棚户分红仪式，汝南包
棚户刘建华包了3个大棚，领到了近20
万元的分红。

农户到产业园承包大棚，统一使用
我们的农资、技术，我们收购番茄的价
格比市场价每斤高出 5毛钱，销售的收
益除去棚租全归农户，带动不少农民增
收致富。去年，我们四个园区全年分红
达1000万元。

我给未来五年定了个“小目标”：将
番顺番茄产业园打造成全国最大的优质
番茄生产基地，实现产值超百亿元。③5

（本报记者 刘晓波/整理）

□南水北调中线渠首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工程师 黄进

7 年 8个月，这是我与南水北调中
线工程渠首共同度过的岁月。

这七年多，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
调水 449.28 亿立方米，润泽 7900 万
人。作为渠首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的一
名工程师，我与渠首就像是老友，参与
并见证着彼此的成长。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项目建设初期，
我是现场负责人。初见渠首，它杂草丛
生，有些荒凉。接到任务的我从老家南
阳市到淅川县九重镇渠首，路程不过 2
小时，但一待就是4个月。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通水后，我正式成

为这位老友的“家庭医生”，定
期对库区水质进行“体检”。

在丹江口水库库区，
一共有20个水质手工
监测点位和14个水质
自动监测点位，分别在
环库区以及丹江河、老
灌河、淇河3条河流入
库口处。完成一次完整
的水质监测，需要经过采
集水样、实验分析、编制报
告、数据上传四个步骤。操作
看似简单，却需要认真严谨，哪怕
一处失之毫厘，结果就可能谬以千里，
影响到千家万户的饮水安全。

监测水质是和大自然打交道，冒严

寒顶酷暑是常有的事，而冬
天的渠首最难“交朋友”。

每逢大雪封山，去
点 位 采 样 的 路 最 难
走。踩在厚厚的积雪
上深一脚浅一脚，岸
边石头都结了冰，一
不小心就会滑落到水
里。好不容易采到了

水样，监测仪器也常被
冻得不听使唤，只能抱着

水样人工加热。若是遇上水
质自动监测浮标失灵，还要跳进刺

骨的河水中维修。
虽然辛苦，但我们时常感到自豪和欣

慰。去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丹江口水

库考察时叮嘱我们，要把水源区的生态环
境保护工作作为重中之重，坚定不移做好
各项工作，守好这一库碧水。

为了给水源地全面的呵护，去年，渠首
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对库区14个自动监测站
进行升级改造，全天候立体监测水质有了

“智慧大脑”；在中科院水生生物所的协作
下，完成了两次水生生物监测工作……

在科技的加持下，我与渠首越发亲
密。眼前这库清水，碧波见底。在别人
眼中也许是景致，在我眼中却是沉甸甸
的责任。③7 (本报记者 赵一帆/整理)

□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信息中心主任
夏润亮

数九寒天，与郑州相隔近千公里的宁
夏贺兰山东麓，气温逼近零下20摄氏度。

1月 18日一大早，来自河南的李冰
和几个同事就到沙坡头采集凌汛期黄
河的数字地形数据。李冰通过电话告
诉我，因为野外气温过低，无人机的飞
行很不稳定，给数据采集增添了困难。

李冰是我们团队的一员，驻守宁夏
的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信息中心的科
研人员。他和同事所做的工作就是现
场采集尽可能丰富的数据，为数字孪生
黄河建设提供参照。

其实，冒严寒，顶酷暑，是我们的工

作常态。去年秋天，黄河面临
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
秋汛，当时，我们团队下
沉到开封王庵控导工
程，当地黄河走势复杂
多变，因担心大水顶
冲造成回流淘刷，一
线巡防人员在容易出
险的地段大面积抛投石
头。如果该区域数字孪
生黄河建好的话，汛期就能
够对水流走向、流速进行提前
模拟，形成较为量化的科学预测
和指导，让抢险救灾更加精准有效。

数字孪生黄河建设是一个庞大复杂
的系统工程，是将黄河全要素信息在数

字空间映射反馈，实现数字化
场景构建；将黄河水演进
与调度全过程进行仿
真，实现智慧化模拟；
将黄河多业务流程开
展智能化提升，实现精
准化决策支撑。通俗
来讲，好比一对“双胞
胎”，这个数字“孪生兄

弟”能够提前预判真实
黄河的一举一动，为黄河

的“预报、预警、预演、预案”
提供智力决策支持。

在宏大的设计蓝图中，最能够支撑
数字孪生黄河同步迭代和孪生模拟的
关键是数学模型体系，它依托人工智能

等多项先进技术。
早在 2001 年，黄河水利科学研究

院就开始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20年久
久为功，黄河数学模拟系统已初见成
效。下一步，如何进行优化提升进而构
建黄河模拟器？我们将利用黄河实验
室这一创新型平台进行重点攻关。

目前，黄河实验室的数字孪生分实
验室已装修完毕，现代化、信息化的办公
环境给科研带来更多便利。我们期待着
尽早入驻，为建设幸福河装上“最强大
脑”。③5（本报记者 刘晓阳/整理）

□河南水投申城四水同治工程管理
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 曹海

腊月寒意浓，信阳市四水同治及城
市供水工程 PPP项目各个标段施工工
地却一派热火朝天。作为河南水投申
城四水同治工程管理有限公司党支部
书记、副总经理，每到一处，我都会被火
热的施工场面感染，浑身充满干劲。

说起申城，大家都知道这是信阳的
别称。素有“北国江南、江南北国”之
称的信阳，去年水利项目投资达 37.82
亿元，投资规模创历史新高；四水同治
重点项目年度完成投资突破 90亿元，
投资完成率超过 120%，为四水同治实
施以来最好成绩。

信阳市四水同治及城市
供水工程PPP项目总投资
42亿元，是以城市供水、
河库生态补水为主，结
合改善生态环境等综
合利用的调水工程，
从出山店水库南北两
岸引水，分别向信阳市
中心城区和明港航空
港区供水，并兼顾驻马店
市正阳县、平舆县及明港沿
线乡镇用水。

连日来，在河南水利建设领域
有“爆破”行家之称的豫水二局的建设
者们，在 1号隧洞内昼夜施工、规范爆
破，测量放样、布孔钻孔、装药组网……

循环往复。1号隧洞是中心
城区供水中的控制性工
程，总长度 5.6公里，洞
线长、洞径大，关系到
整体进度。目前，全
线三条隧洞工程已开
启10个工作面。

一名党员就是一
面旗帜。去年 3 月底

项目开工之际，我们公
司成立党支部，并延伸到

“工地上”，让党旗高高飘扬在
水利施工第一线。
这几日，在明港航空港区，豫水一

局的建设者们组成党员突击队，两班倒
昼夜奋战在施工现场，工地上白天红旗

招展，晚上一片灯海，挖掘机、吊车轮番
作业，工人搬的搬、抬的抬，校正的校
正，一段段大口径的输水管在他们手中
很快就连成了密不可分的“管线”。明
港管线工程春节前将全部完工。

随着工程的加速推进，信阳市“北
引清流，南济訾水，勾勒南北两脉，内织
纵湖，描绘水畅三区”的水系布局正在
加速形成。我要做的就是和项目团队
一道，早日将这一惠民项目打造成精品
工程，早日让工程发挥效益，早日造福
信阳人民。③7（本报记者 谭勇/整理）

□河南水投柏农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徐聖钦

1月19日，我像往常一样早早赶
到西平县老王坡的现代农业示范区施
工现场。这里寒风刺骨，天气预报有
大雪，田野却是一片“火热”景象：技术
人员正在安装大型节水喷灌机；附近
的淤泥河边，挖掘机正在挖土拓宽河
道；旁边三层高的数控中心也在紧张
建设中……

老王坡是蓄滞洪区，为保证京
广铁路、107国道和周边及下游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作出了巨大贡
献。这里有耕地 10多万亩，但因高
低不平、地势低洼、缺少灌溉条件成
为“望天田”。如何从“望天田”变成

“高产田”，走高质量现代农业发展
之路？答案是高标准农田建设。

建设高标准农田，资金投入巨
大，西平县财力有限。河南水利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打算通过打造高标
准农田并长期运营管理，探索现代
农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子。双方一拍
即合，共同投资 3亿多元，把老王坡
改造成现代农业示范区。于是，河
南水利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了河
南水投柏农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专
门负责这一项目。

如今，核心区 3.1万亩耕地已经
平整改造完毕，并全部种上了小麦。
195眼机井也全部打好，正在全力安
装灌溉设备。同时，将河面由原来的
20米宽拓展为40米宽，并在下游修
建橡皮坝。通过改造，不仅能积蓄更
多的水源满足灌溉所需，还能打造一
个旅游景观带，发展乡村游。

另外，我们正在建设一个被称
为“农业大脑”的数控中心。通过这
个数控中心，将实现农业的数字化
管理。未来，我们还将发展订单农
业，夏季繁育小麦良种；秋季与牧业
集团合作，订单种植青储玉米。

虽然疫情严重，天气寒冷，但我
们实行三班倒，人停机器不停，日夜
施工，争取今年3月中旬全面完成建
设任务，为农业高质量发展和国家
粮食安全作出贡献。③7

（本报记者 李运海/整理）

让“望天田”
变成“高产田”

守护我的“渠首老友”

给黄河治理装上“最强大脑”

北国江南引淮水

“番茄大王”的保供经

新春走基层

◀鑫芳生态农业杨新芳。⑨6
受访者供图

◀工人正在进行隧洞施工。⑨6
谭勇 杨其格 摄

◀李冰在宁夏青铜峡水库库区使
用无人机采集数据。⑨6 受访者供图

◀工作人员在邓州唐王桥断面采集
水样。⑨6 渠首生态环境监测中心供图

▼技术人员正在安装大型节水
喷灌机。⑨6 受访者供图

▲为信阳市四水同治及城市供水工程PPP
项目引水的出山店水库。⑨6 谭勇 杨其格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