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要闻│032022年6月 10日 星期五
组版编辑 李茜茜 王歌 美编 党瑶

非常之年战三三夏
“河南通”点赞河南通
□本报记者 张海涛 宋敏

20年来，年年到河南跨区机收，河北人常
立华成了“河南通”，能说一口地道的河南话。

6月 7日，在河南收麦近两周后，常立华
要从新乡回河北。记者问他这些天走得顺不
顺，常立华笑着说：“在恁河南一路通！”

淮河、黄河、海河，河南、河北、内蒙古，他和
妻子就像候鸟，年年“三夏”循着麦香南下北上。

受疫情影响，今年“三夏”非同寻常。“会
不会被隔离、被劝返？出门前心里真没底
儿。”常立华说，跟河南的朋友多次沟通确认
后，才将信将疑决定出发。

5月 26日，夫妻俩雇好大货车，拉着收割
机，从家乡石家庄市藁城区直奔我省叶县。

一路南下，担心的事一点点减少。
“高速公路非常顺畅，叶县的高速下站口

设有农机绿色通道，优先查验。”常立华说，只
要健康码、通信行程卡是绿色，持 48小时核
酸阴性证明就可快速通行，凭跨区作业证还
免了高速通行费。

顺顺当当到了叶县，收割机在地里欢实
地忙活了几天。6月 1日，常立华再次雇好货
车拉着收割机，从叶县赶赴新乡市平原城乡
一体化示范区（以下简称平原示范区）。

一路北上，顺心的事越来越多。
来到晋新高速平原新区东站，经过和之

前相同的查验程序，顺利下了高速。高速出
口几百米处，有平原示范区设立的“收割机跨
区作业接待站”。

进站后，消杀、查验、登记，还领到了免费
的防疫包，里面有口罩、酒精、毛巾……“都是

路上和干活时需要的东西。”常立华很满意。
“接待站还能为农机手提供免费核酸检

测、临时休息和简餐服务。”平原示范区交通
运输局运输管理科科长梁鑫磊介绍，接待站
分设各乡镇接待区，由各乡镇派人点对点接
走农机手，全程闭环管理。

常立华的目的地是韩董庄镇，已在网上
提前报备，镇里的工作人员将他接到镇上。

接下来几天，夫妻俩沿着韩董庄镇的“U”
形主干道，在黄河边的麦田间忙碌。

乡间奔走，暖心的事碰到不少。
韩董庄镇设立了农机手住宿点，食宿和

核酸检测均免费，既方便了农机手，又多了一
重防控。

“乡镇道路也很顺畅，一般十来分钟就能
到干活的麦地。”常立华说。当地交通运输部
门提前养护维修了农机主要通行路段，不间
断巡查道路，保障农机顺利进村到田。

沿途每隔2公里，就有一个农机手对接服
务点，提供饮水、维修、联系地块等服务。“我们
尽力做好服务，让农机手在最短时间内完成最
大作业量。”韩董庄镇纪委书记尹世超说。

6月 6日，在韩董庄镇朱贵庄村西头的麦
田，常立华进行最后的抢收。马达轰鸣，割刀
转动，麦田折射金光，散发浓浓麦香，一派丰
收景象。

大规模机收以来，全省日投入联合收割
机 9.5 万台，其中跨区作业（含跨县域）农机
2.1 万台。记者从省物流保通保畅专班了解
到，截至 6月 8日，我省的 12328交通运输服
务监督电话未接到一起因农机转运不畅通行
受阻的投诉。③5

□本报记者 赵力文 本报通讯员 邢博

6月 9日，灵宝市西阎乡一望无际
的万亩黄河滩地，一派繁忙的“三夏”抢
收抢种热闹场面。

“今年，小麦两天时间就收割完毕
了。”全国农业劳动模范、种粮大户常项
生底气十足地说。在他的灵宝市项生
农业机械服务合作社里，20多台收割
机、旋耕犁、拖拉机等各类农业机械设
备一应俱全。

“小麦收割结束，得抓紧再复播一茬
夏玉米，一年两茬，小麦、玉米都能收。”常
项生掰着指头算着接下来抢种的日期。

“耕、种、收，全程机械化，不仅能侍
弄合作社的 1000多亩地，还能服务周
边 2000多户农户的 1.8万多亩田地。”
刚下了收割机，常项生又登上一台旋耕
机，娴熟地操作起来。

放眼望去，黄河滩地一台台小麦
收割机、旋耕机、播种机宛如“撒欢”的

“铁牛”，奔跑在田野里。
“现在新型机械100到 200马力都

很普遍，每小时要比以前小马力机械多收
割三四亩，效率高着呢！”说起农业机械的
变化，常项生竖起了大拇指。

不仅是更新换代的农机，还有农机
补贴，都让农户尝到了甜头。据灵宝市

农机局统计，今年“三夏”生产，灵宝市
共投入农业机械设备 8649台，其中小
麦联合收割机 182台，1900余户农户
享受到了农机补贴红利。

如今，小麦、玉米、花生等农作物从
种到收，广泛使用小麦联合收获——秸
秆抛撒还田——夏玉米免耕播种的“一
条龙”技术，全部实现了机械化操作，为粮
食生产提供了有力支撑。

灵宝市农机局科教科科长杲江华
介绍，今年麦收，农机手不仅接受到机
械操作技能、机收减损技术等培训，还
能享受到农用柴油优惠供应、农机用油
绿色通道等政策。③4

河南麦收进度图

截至6月9日 17时

麦收51%—99%
完成

郑州194万亩
（98%）

洛阳332万亩
（93%）

三门峡86万亩
（75%）

安阳287万亩
（65%）

鹤壁75万亩
（54%）

焦作198万亩
（78%）

济源24万亩
（74%）

濮阳245万亩
（69%） 本报讯（记者 刘晓波）6月 9日，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获悉，截至当

日17时，我省已收获小麦8075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95%。③7

近日，三门峡市黄河
滩地农田里一派忙碌景
象。图为农户正在为玉
米苗喷洒除草剂。⑨ 3
杜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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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学桦
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成安林

6 月 8日，焦作市首批市级“一村
一品”小麦种植示范村镇——武陟县
乔庙镇黄村的高标准农田里，麦浪翻
滚，一派丰收景象。

“现在都是大型机械作业，根本不用
俺操心。一年保底每亩收入1100元，年
底还能二次分红。”村民黄振道说，“高标
准农田让俺日子过得甜。”

2020 年，黄村成立了“黄村股份
经济合作社”，将全村 2558 亩土地整

体流转给了合作社，并统一建成高标
准农田，实现土地规模化种植。这样
一来，全村土地变成“一块田”，便于统
一灌溉、种植、植保、收割，使耕种质量
更优、产量更高。

“政策好、措施好、土壤好，再加上规
模化种植，高标准农田种出丰收粮没有
悬念，这两年黄村小麦产量噌噌往上
涨。”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张家
恒说，“我们这里土壤的黏土和沙土比例
是三七分，透水透气性更好。去年秋季
玉米被水淹后，我们抢种了白菜，结果出
乎意料实现了大丰收，村民分红不少。”

建设高标准农田，不仅为村里增加
了耕地，还增加了集体收入。去年黄村
出资将道路硬化了13条，改善村里基础
设施和村民生产生活环境更有底气了。

“田成片”“路相连”“管网通”的高
标准农田，不但解决了过去地块零散、
土地坑洼不平、水资源利用率低等制
约农业发展的难题，还使小麦品质得
到了提升。

“去年村集体毛收入超过了 100
万元，今年毛收入预计不会低于去
年。”捧着籽粒饱满的麦子，张家恒笑
声爽朗。③4

“高标准农田让俺日子过得甜”

本报讯（记者 田宜龙 河南日报
社全媒体记者 范坤鹏）6 月 9 日，在
洛阳市偃师区高龙镇逯寨村的麦田
内，机收后收集在帆布上的麦糠、秸
秆等自动送入测试验证平台，再脱
粒、清选、称重……不仅精确测出谷
物（小麦）联合收割机的粮食损失率，
更是让未脱粒的小麦“无处藏身”、颗
粒归仓。专家表示，此举标志着国内
首个粮损测试验证平台在洛阳研制
成功，填补国内农机收获粮损测试机
械行业空白。

国家农机装备创新中心有关负责
人介绍，收获机械粮损测试验证系统主
要由前置喂入部分、再脱粒部分和称重
台装置三部分组成，运用自动化方式对
谷物（小麦）联合收割机的排出物进行
再次筛选和称重。按照测定方法自动
计算喂入量、脱粒机体损失、分离损失、
清选损失、未脱净损失、草谷比、平均产
量，并出具检测报告，得到谷物（小麦）
联合收割机的粮食损失率。

“减损就是增产，降耗就是增收。
粮损测试验证平台的研发成功，在国

内首次实现人工测试向机械化自动化
测试转变，不仅提高了测试效率，极大
地满足机收损失率测试准确性的需
求，还能够有效避免人为因素的干
扰，减少粮食收获环节损失，保障国家
粮食安全。”国家农机装备创新中心有
关负责人说。

据了解，此次测试验证是在农业
农村部农业机械化总站统一指导下进
行。今年“三夏”期间，该粮损测试验
证平台还曾在湖北襄阳进行测验验证
和作业情况评价。③7

国内首个粮损测试验证平台在洛阳研制成功

抢收抢种忙 田间“铁牛”欢

6月9日，孟州市一处农田里，农机在田间耕作，播撒新的希望。⑨4 白水平 摄

（上接第一版）适播期下限还有 1000万亩小
麦无法播种；越冬期一、二类苗比例较往年同
期减少 10.9%，三类苗比例较往年同期增长
11.5%。

知道河南有多拼，惊讶就会变成惊喜，问
号就会拉直为叹号。今年夏粮丰收保卫战，
始于确保 8500万亩播种面积的努力，继之，
像呵护先天不足的婴儿，一系列晚播、促弱转
壮技术措施，加之天气条件总体有利，有效促
进弱苗转壮。200多天完美逆袭，成熟之时，
满地落黄，熟相最佳，麦香冲天。

日日行，不怕千万里；常常做，不怕千万
事。大灾之后的丰收、增产，在意料之外，又
在情理之中。

越是危难之时，越需要努力和底气。连
年丰收，让人误以为轻而易举、理所应当，大
灾之后的丰收，是河南打好粮食这张王牌的
厚积薄发。

政策兜底，让种粮农民吃上“定心丸”。
“件件都帮到了俺的心坎上。”汤阴县任

固镇种粮大户申国希说，当地政府不仅无偿
提供优质种子，还给予农业综合补贴，免费对
小麦进行无人机飞防作业。

面对近十年最复杂最差的冬前苗情和小
麦中后期病虫害可能偏重发生，从中央到地
方采取了一系列超常规超强度举措，中央财
政用于夏粮生产的资金就超过 60亿元，并时
隔7年再次恢复“一喷三防”补贴政策。

把中央政策落实落细。河南投入财政资
金 5.92亿元，以豫南 6市为重点，开展大规模
赤霉病、条锈病统防统治，基本实现应防尽
防；5月以来，全省各地落实资金 5.3亿元，克
服疫情影响，“一喷三防”基本喷防一遍，有力
延长小麦灌浆时间；全省累计下达27.18亿元
补贴实际种粮农民。

农业的出路在于科技。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河南育成小麦品

种数量和质量均居全国领先水平，种植小麦
的 85%以上都是自育品种，形成了适合本地

土壤、气候条件的种子谱系，高产、稳产、抗逆
性强。

郑麦 136在修武县郇封镇小位村高产示
范方，创造了亩产950公斤的新纪录，丰德存
麦20在延津县通郭村千亩高产示范方同样刷
新纪录……全省多地高产示范方大灾之后的
测产新纪录，展现了河南良种的潜力和空间。

延津县小仲村郑麦 136万亩示范方测产
740公斤，“栽培技术、田间管理等经验做法，
节本增效，示范推广更有意义。”省农科院小
麦研究所所长雷振生表示。

因受灾严重，李文周去年差点把地撂
荒。农业专家郭天财多次登门，用晚播不一
定减产实例给他信心。全省各级专家、农技
人员常年奔波在田间地头，总结出一整套成
熟的晚播及弱苗转壮技术，危难之时显身手。

这就是很多人并不了解的中原粮仓。对
农业现代化的不懈追求，全省主要农作物良
种覆盖率超过 97%，小麦综合机械化率接近
100%，全省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 64.1%，
在关键时刻展现出“硬核”实力，经受住了严
峻考验。

“一亩地增产一二百公斤，小仲村 4400
亩地将比去年增收近200万元。”延津县种子
站站长李生堂算了一笔账。

新乡县种粮大户马有永种了 4300亩小
麦，粗略一算：“不仅弥补了去年大豆绝收的
损失，还净挣100多万元。”

有网友留言，“后悔去年麦子种得少了。”
……
大灾之后的丰收、增产，照亮了河南农业

现代化强省的梦想。
延津县黄淮海冬麦科研农场里，田间小

路两旁，河南培育的几十个良种，满目金黄，
彰显着中原粮仓的荣耀与担当；穿越中华农
耕文明沧海桑田的数十种小麦近缘种属，肆
意生长，见证着河南矢志寻找小麦中的“野
败”，打破产量“天花板”，粮食安全重任的新
担当已扛上肩！③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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