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张建新
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王冰珂

“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
方。”又到炎炎夏日，祛暑开胃的姜茶必不
可少。可你知道吗，鲁山县张良镇生产的
黄姜，有“姜中之王”的美誉，自汉朝起便
为历代宫廷贡品，闻名天下。

6 月 15 日，记者来到张良镇蔬菜种
植基地，只见 30多厘米高的姜苗郁郁葱
葱，间隔几垄便有一行玉米，上面是一张
黑色遮阳网。“张良姜喜阴凉，套种玉米就
是为了遮阳。”41岁的鲁山县圣农种植农
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杜飞飞说。

张良姜因产自张良镇沙河南岸而得
名，有 2000多年的种植历史。当地土质
为淤积而成的褐黏土，富含硒、锌、铁、镁
等各类矿物元素。独特的土质、灌溉水源
和栽培方式使张良姜形成了色泽深黄、辛
辣芳香、气浓味长、质实丝多、百煮不烂、

久贮不腐等特点，2010年被农业农村部
登记为地理标志性农产品。

“我们对姜种要求非常严格，要选没
有任何病虫害的姜，保存在姜窖里，次年
经过晒姜、催芽、打垄等程序，在清明和谷
雨之间播种，于下霜前收获，每亩地需要
姜种500斤。”杜飞飞介绍。

除了选良种，张良姜还对土地要求苛
刻，隔两年需要换一茬新地种植，既能防治
病虫害，又能恢复土地肥力，从而保证姜的
品质。杜飞飞说：“张良姜个头小，每亩地
最多收获七八千斤，但价格比普通生姜贵
三四倍，每亩地利润能达1万元左右。”

杜飞飞夫妇原在安徽打拼，生意做得
风生水起。但杜飞飞思乡心切，2015年回
到老家张良镇，成立了鲁山县圣农种植农
民专业合作社，从事生姜种植。几年来，为
了扩大产业种植规模，他辗转奔波，与科研
技术人员不断探索，积累完善种植技术。

小两口还把成熟的种植技术推广给

周边群众，带动周边 3个乡镇种植户 70
余家，种植面积达 2000余亩。不仅实现
500余人就业，还打造出了张良镇黄姜产
业链。2017年，他又整合资源成立鲁山
县飞健农业有限公司，组建张良姜产品研
发团队，不断提高传统种植亩产，每亩效
益提升2000多元。

近年来，在鲁山县圣农种植农民专业
合作社、鲁山县飞健农业有限公司等经营
主体的引领下，当地不断驯化、引进新品
种、改进传统种植技术、引进绿色发展理
念，张良姜的产量、种植面积、品质等逐年
攀升，2022年全县种植面积达4000余亩。

如今，合作社在县里的支持下，建成
生姜大型储藏窖 5座，年储藏量 2000余
吨，形成了集育种、催芽、种植技术管理、
土地托管、窖藏、清洗和包装销售于一体
的产业化体系，成了张良镇的支柱产业。
2020 年 7月，张良姜获得农业农村部绿
色食品姜认证。7

本报讯（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王冰珂）6月 18日，平
顶山市湛河区第六届潘桃采摘节暨廉政文化节开幕。举办此
次活动，意在帮助农民发展特色产业、增收致富的同时，开展
廉政宣传，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廉洁意识。

湛河区河滨街道位于沙河之滨，辖区桃果种植业由来已
久，逐步形成了700余亩的集中连片种植园，尤以潘庄种植的
桃子最为出名。于是，湛河区以“潘桃”为名，筹备“潘桃节”，为
当地聚人气、打品牌、拓销路，进而带动农、文、旅一体化发展。

从 2017 年起，该区已连续举办了 6届“潘桃节”文化活
动。潘庄村的种桃户由最初的 30余户增加到 200余户，桃
树种植面积达 600余亩，每年创造经济效益 300余万元。潘
庄桃子不仅阔步走进商超，每年采摘季，众多游客和商超老
板来果园观光采摘，果农不出果园就能将桃子销售一空。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湛河区以“办实事，促增收”为目
的，以桃园为抓手，科学谋划、因势利导，引导桃农通过“鲜桃+
网络”“鲜桃+套种”“鲜桃+旅游”“鲜桃+餐饮”等方式，拓展销
售渠道，延伸产业链条，带动周边群众走上了致富路。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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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好地方守好地方““种种””添彩中国添彩中国““芯芯””
——平顶山地方平顶山地方良种探访良种探访（（上上））

本报讯（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王超越）点燃鹰城消费，
乐享卫东生活。6月 18日，平顶山市卫东区举办首届消费节
暨“618购车节”，以期进一步扩大消费规模，释放消费潜力。

据介绍，本次消费节为期3个月。消费节期间，卫东区将
围绕餐饮美食、文旅产品、体育运动、金融服务等，积极搭建消
费平台，推出一系列形式新颖、别具特色的促消费活动，进一
步培育消费热点，持续拓展消费空间，为广大市民提供更加优
质的产品和服务。

“618购车节”为期4天，参加活动的汽车品牌包括国产、
合资等共30多个，采取购车送保养、购车送礼品、分期订车免
银行利息等营销手段，让消费者享受到实实在在的优惠，同时
也通过提高汽车消费市场回补，促进消费提能升级。

今年以来，卫东区积极落实“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
展要安全”要求，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有进，科学统筹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抓实抓牢各项惠企纾困政策落实落地，全区
经济社会实现平稳健康发展。7

卫东区

首届消费节暨“618购车节”开幕

□本报记者 张建新 薛迎辉

“这棵小麦的分蘖可达到 25株，麦
穗有 90粒，在‘一增一减’中提高了产
量。”6月 16日，在宝丰县肖旗乡河南航
宇种业种植基地，常天佑向参观的众人
介绍。

成穗率高增的是重量，分蘖性强减
的是种子播量，每亩种子减少5斤投入，
单株麦穗重量提高，自然在“一增一减”
中提高了小麦产量，他进一步解释道。

不同于普通的种植户，小麦收割后
就没事，常天佑则和科研人员在反复查
看收割后的“材料”——不同品种成熟
后留下来的单株小麦，为进一步的育种
和试验做准备。

优种才能粮丰。日前，常天佑的“航
宇19”小麦传来喜讯：南阳唐河县大田示
范基地达到1657.1斤/亩，宝丰县赵庄镇
岔河寺村种植大户丁天一的120亩小麦
也达到了每亩1610斤的高产。

看着自己培育的小麦品种再获丰
收，常天佑很是兴奋。“航宇 19”去年正
式通过国家审定，是继 20世纪 80年代
初宝丰县培育出“豫麦 2 号”（宝丰
7228）后的又一粒“金种子”,他说。

“航宇 19”也因抗性好、产量高、抗

旱节水、商品性好，大田表现突出等优异
特性广受好评。目前，该品种已经在河
南及周边江苏、安徽、陕西3个省份累计
示范种植 102 万亩，平均亩产大多在
1300斤以上，高产攻关田达1600斤。

比起“航宇 19”的高光，常天佑则
是该县肖旗乡的普通农民。1993年高
中毕业后，他曾长期从事种子销售等农
资生意，2005年开始致力于小麦新品
种的创新研发工作，并承担国家、省、市
的小麦、甜瓜等新品种鉴定推广工作。
2013年以来，他培育的小麦种子因搭
载“神舟十号”“实践十号”圆了航天育
种梦。

“航天诱变只是技术手段，与分子
生物育种、传统人工杂交一样，小麦品
质优质更看重于综合抗性、土壤环境适
用性、产量等多种指标。”常天佑说，除

“航宇 19”外，常天佑和其团队研发的
“航宇”16、20、23等系列品种，将提交
省里审定或正在参加省和国家审定试
验。

常天佑及航宇种业是宝丰县把种
子安全攥在自己手中、扛牢粮食安全重
任的缩影。宝丰县农科所是国家农作
物品种区试站宝丰分站，主要从事农作
物新品种选育、试验、引进、示范推广。

目前，该所已先后培育出“豫麦 2号”、
玉米品种“大成168”2个国审品种，“宝
科8号”“宝玉168”“宝黑豆2号”3个省
审品种。其中，“豫麦 2号”是我省第一
个通过省级审定的小麦品种，1991 年
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7

□本报记者 张建新 薛迎辉

你见过的最大韭菜是啥样子？6月
16日，叶县任店镇久星科技园中国韭菜
文化馆，一棵 95厘米高、直径约 2厘米的
韭菜，让参观的游客大开眼界。

“这哪是韭菜，分明是苗条版的大葱
好不好”“一根韭菜就可以包一顿饺子”随
着朋友圈的转发，这棵“大葱韭菜”一时间
小红了一把。

“这是我们运用现代高新技术培育出
的韭菜新品种‘久星 18号’，不仅叶片宽
大肥厚、株型紧凑，还抗病性强、耐贮存运
输。”河南久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马金海介绍。

看着眼前这位68岁的质朴老农模样
的总经理，很难想象他还是久星科技首席
育种专家。马金海从20岁起就开始研究
韭菜育种，至今已有48年，可以说是一个
地地道道的农民育种专家。

40 余年潜心付出，收获也硕果累
累。在马金海带领的科研团队的艰辛努
力下，久星科技现有韭菜种质资源 432
个，培育出极抗寒、不休眠、浅休眠、深休
眠等久星系列 28个品种，推广到全国 31
个省（区、市），不仅满足各种保护地、露地
等多种栽培模式的需要，还能保证韭菜的
常年供应。

走进久星科技4800平方米的连栋智
能温室大棚，28个品种展示、韭菜育种技
术、栽培技术、无土栽培模式等区域有序
排列。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各种新式
花样栽培：水培、气雾培、沙培、多层叠碗
栽培、立式槽体栽培、三层A字架椰糠栽
培……科技让韭菜种植的方式越来越多。

高新育种技术和栽培技术是久星科
技加强校企产学研深度合作，推进韭菜全
产业研发应用的缩影。与中国农业大学
合作，设立“中国农业大学平顶山教授工
作站”；与江南大学、河南健康食品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等院校签订合作协议，加强产
学研深度合作；研发“韭菜精油”“韭菜色
素”“韭菜酒”“绿色韭菜富硒挂面”等药食
两用健康产品。

马金海介绍，久星科技建成了中国第
一个韭菜科技园，在韭菜科研育种领域创
造出韭菜育种研究面积、繁育面积、全国
推广网点等八个全国第一。

与久星科技一样，平顶山市农科院也
是全国韭菜育种行业的翘楚。去年3月，
该院与国家生物育种产业创新中心签署
合作协议，双方通力合作，进一步提高韭
菜育种水平，巩固该市在全国韭菜育种方
面的领先地位。

小种子，大产业。全国市场上，每10
棵韭菜就有 6棵是来自平顶山的优质良
种。正是秉承“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一个世
界”的信念，在平顶山市数代科研人员的
努力下，形成了如今的韭菜育种“世界看
中国、中国看平顶山”的局面。7

宝丰小麦 两获国家“金种子”

鹰城韭种 成就全国“第一城”

一线传真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湛河区

第六届潘桃采摘节暨廉政文化节开幕

河南农大乡村振兴
研究院舞钢分院揭牌

本报讯（记者 薛迎辉 通讯员 王晓磊）近日，河南农
业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舞钢分院在舞钢市委党校揭牌，双
方将按照校地合作模式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全方位推进乡
村振兴。

近年来，舞钢市作为全省首批乡村振兴示范市，把现代农
业发展作为推动乡村振兴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
手。通过精心培育鸽、茶、菌、羊、中草药等特色产业，着力打
造“三产融合、文旅兼容”的现代农业产业集群，该市先后荣获
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
示范市、中央财政支持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县域治理“三
起来”示范市、我省农民工返乡创业示范市等荣誉。

河南农大作为我省农业科技领域的“领头雁”“排头兵”，多
年来，围绕建设以农为优势特色一流大学的奋斗目标，致力强农
兴农，在服务“三农”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

此次双方合作成立河南农业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舞
钢分院，旨在通过优势互补、互惠共赢，精准布局现代农业
产业发展，提升舞钢市现代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和科技推广
服务体系建设，推动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7

近日持续高温炎热天气，叶县马庄回族乡精心部署、迅速
行动，积极组织群众抢天赶时，掀起抗旱抢种保苗热潮，努力
做到应浇尽浇，确保秋作物种足种好。7 马腾飞 摄

张良黄姜 认证农业“国字号”
种地不选种，累死落个空。作

为农业芯片的种子，对粮食和农业

安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只有用自己的手攥紧中国种子，才

能端稳中国饭碗，才能实现粮食安全。

如何攥紧中国种子，打好种业翻

身仗？自主创新是关键。平顶山韭菜

缘何叫响全国，靠的正是数十年如一

日的科技攻关和自主创新。同样，也

是凭借着多年在小麦育种方面的创

新，宝丰小麦40年间两次通过国家审

定，成为守护粮食安全的“金种子”。

再好的种子产品，也要体现在

各地的生产成果之中。“航宇 19”小

麦新品种推广种植面积超100万亩，

“久星”韭菜因为广泛的适用性在全

国各地种植，张良姜则凭借“致富

姜”而让产业和品牌不断提升。只

有大力推广应用，稳步提升产量和

效益，种子才能真正实现粮食安全。

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世界，更承载

着端牢中国饭碗的希望。只有拿出

“十年磨一剑”的功夫，才能在种业振

兴的道路上实现种源自主可控，把种

子牢牢攥在中国人自己手中。7

记者手记

40004000余亩韭菜成了群众的绿色银行余亩韭菜成了群众的绿色银行。。 赵启龙赵启龙 摄摄

弘扬说唱文化 讲好黄河故事
本报讯（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王冰珂 通讯员 石少

华）6月 21日，“说唱文化学术论坛系列活动——樊玉生作品
集《乡间路戏》研讨会”在宝丰县举行。此次研讨会是该县继
说唱文化系列丛书《马街书会记忆》出版发行暨说唱文化理论
研讨会之后，再次举办的新书发行和理论研讨会。

据介绍，该书作者樊玉生系宝丰县退休干部，长期工作在
文化战线，其作品《乡间路戏》以遍布乡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和乡村文化生态为题材，通过在农耕时代亲历、亲见、亲闻的
真实故事，穿珠成链，收录50余篇文章25万余字。

研讨会上，来自全省的专家、学者围绕《乡间路戏》一书，
从非遗保护、文化生态区建设、立足本土文化创作文学作品、
保存记录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方面开展深度探讨。

“该书以讲好黄河故事为主旨，以中原沙汝两河流域为背
景，以宝丰说唱文化为主线，采用随笔的叙事风格，运用大量
的河南独具特色的方言俚语，读来让人耳目一新。”平顶山说
唱文化（宝丰）生态保护发展中心主任申红霞介绍，《乡间路
戏》是该中心近年来出版的 30余本说唱文化系列丛书之一，
是记录说唱文化保护成果的重要文献。

近年来，宝丰县高度重视当地文化的挖掘整理、记录保存
工作，大力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助力
乡村振兴。7

常天佑与科技人员在查看“航宇
19”小麦穗粒数。7 原晋洋 摄

“姜中之王”张良姜。7 叶全花 摄

工作人员观察立式槽体栽培韭菜
长势。7 王艳斌 摄

国无农不稳，农以种为

先。大到国家粮食安全，小到

百姓的“米袋子”“菜篮子”，都

与种业安全息息相关。种子是

“农业芯片”，实现种业科技自

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是破解

种源“卡脖子”的关键，也是把

种子牢牢攥在中国人自己手

中、筑牢粮食安全稳定的基石。

从传统种植到农林牧副

渔，农业领域的“大种子”不仅

有小麦、韭菜等作物种子，还

包括树木、种牛、种鸽等林业

和畜牧种质资源。近日，记者

走访平顶山各地的育种专家、

种养大户、龙头企业和林场基

地，欣喜地看到，一些地方良

种已经在各自领域挑起大梁。

世界韭菜看中国、中国韭菜

看平顶山，宝丰小麦品种两获国

家审定推广，郏县国家侧柏良种

基地为全国最大侧柏基因库，郏

县红牛为全国八大良种黄牛之

一，舞钢自主选育天成种鸽有望

成为国内第三个种鸽畜禽新品

种……这些优质地方良种在令

人欣喜的同时，也展现了平顶山

市在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保

障国家粮食安全方面的责任与

担当。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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