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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粮节粮 丰年有“她”
——我省各级妇联组织深入开展“巾帼兴粮节粮”活动侧记

□王绿扬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又是一个丰收年。9月 16日上午，唐河县滨河街道王
庄村一派热闹的景象，经由各色农产品和浓郁丰收元素点缀的文化广场，尽显乡
村质朴之美。

祝福的歌儿唱起来，欢快的舞蹈跳起来，秋收的果实晒起来，火红的日子乐
起来……随着精彩的节目轮番上演，全国“巾帼兴粮节粮庆丰收”主题活动在这
里启幕。来自全国各地的目光投向河南、投向中原巾帼，这是对我省“巾帼兴粮
节粮”活动所取得成果的最佳褒奖。

粮食稳，天下安；中原熟，天下足。我省是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也是人
口大省和粮食消费大省。省委省政府历来高度重视粮食安全的“压舱石”作用，
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方面不断有新担当新作为。

今年麦收，河南夏粮总产量762.61亿斤，夏粮播种面积和总产量均继续保
持全国第一，在这骄人成绩的背后，饱含着全省“半边天”们的辛劳与汗水。牢记
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锚定“两个确保”、实施“十大战略”，我省各级妇联深刻
认识妇女在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中的独特作用，主动承担政治责任，坚持高站位、
聚焦广宣传、开拓新方式、强化“典型带”，“四位一体”推动深入开展“巾帼兴粮节
粮”活动，推动形成全社会关注粮食安全的良好氛围。

“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
缕，恒念物力维艰。今天，我对这句话有
了更深的理解。”7月 28日，郑州市妇联办
公室党支部党员陈宛璐参观兴隆粮库粮
食教育宣教馆后深有感触地说。当天在
宣教馆内，郑州市妇联机关干部共同参观

“序、粮、仓、安、论”五大板块，看粮仓、闻
麦香，深刻领悟到粮食安全的重要性和开
展“巾帼兴粮节粮”活动的必要性，接受了
思想洗礼，坚定了初心使命。

眼下的中原大地，一片丰收之景。粮
为国之本，民以食为天，在丰收的喜悦中，
落实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这项长期的战略
任务显得更加举足轻重、时不我待。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
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
中，饭碗主要装中国粮”的重要指示精神，
充分发挥广大妇女在种粮兴粮、爱粮节粮
中的积极作用，今年 3月，全国妇联办公
厅、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国家粮食和物资
储备局办公室共同部署开展“巾帼兴粮节
粮”活动。

省妇联全面落实全国妇联和省委决
策部署，牢牢把握政治属性，把“引领、服
务、联系”妇女，服务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
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持续擦亮粮食生
产这张王牌，坚决扛稳粮食安全重任，高
站位谋划，统筹推进开展“巾帼兴粮节粮”
活动，在中部地区崛起中奋勇争先，在建
设“中原粮仓”的实践中扛牢责任。

把准妇联工作定位，聚焦妇联所能，
强化责任意识、使命担当。省妇联党组专
题研究部署，注重“四抓”，推动“巾帼兴粮

节粮”活动开展有声有色、有形有势，即抓
宣传造势，着力思想引领，营造妇女和家
庭关注粮食安全、热议兴粮节粮的社会氛
围；抓广树典型，着力示范引领，宣树兴粮
节粮全过程、各方面、广地域的妇女典型；
抓家庭节粮，强化家庭主阵地作用，推动
家庭争做爱粮节粮最美家庭；抓科技助
粮，发挥科技支撑作用。结合科技创新巾
帼行动，持续推进农业女科技工作者在耕
地保护、育种研发、节粮创新等领域加大
科研力度，组建女科技工作者服务团，与
女种粮大户和以种粮为主的现代农业类
巧媳妇基地开展结对共建，推动科技兴粮
节粮。

坚持五级妇联组织联动发力。省妇
联印发《关于开展“巾帼兴粮节粮”活动的
通知》，市、县、乡、村级妇联积极跟进，全
省妇联组织联动发力，动员引领妇女积极
种粮兴粮、爱粮节粮、健康消费；各级妇联
组织、三八红旗手、最美家庭、巾帼文明
岗、女性社会组织等发挥典型示范作用，
带头弘扬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带头传播
科学生产、健康消费的知识，带动更多妇
女和家庭参与兴粮节粮行动，共同营造人
人兴粮节粮的良好社会氛围。

覆盖“全链条”精准施策。针对河南
省是粮食生产大省、粮食消费大省的实
际，强化系统思维，注重“全链条”谋篇布
局，统筹推进发挥妇女在科技研发支撑安
全和种子、生产、购销、储运、加工、消费各
环节的作用，促进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
技”，进一步汇聚爱粮兴粮、共庆丰收、振
兴乡村的巾帼力量。

“追梦四十载，只为一粒种。”这是属于
全国三八红旗手，河南滑丰种业科技有限
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赵秀珍的故事。

“作为一名农业科技人员，我时刻牢记
‘端稳中国饭碗’的责任使命，带领企业建
立先进的科研创新平台，培养高效的育种
研发团队，努力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
让农民成为人人羡慕的职业……”育种专
家赵秀珍多年如一日躬身育种田，带领滑
丰种业自主培育出通过国审、省审玉米、小
麦新品种近 60个，深入参与“巾帼科技助
农直通车”活动，到农业生产一线向种粮大
户推广农作物新品种新技术，累计培训农
技人员和农民上万人。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省各级妇联
组织积极挖掘粮食生产全链条中为种粮兴
粮、爱粮节粮作出贡献的女性典型，把典型
寻找、宣树过程化为宣传动员过程，激发妇
女兴粮节粮内生动力。

开展推选“兴粮节粮巧媳妇”、寻找爱
粮节粮最美家庭活动。在全省范围内推选
1000名“兴粮节粮巧媳妇”，寻找爱粮节粮
最美家庭 100家，把推选过程化为宣传动
员的过程，最大限度地扩大活动覆盖面，引
领广大妇女积极“种粮兴粮、爱粮节粮”，共
同营造爱粮节粮的浓厚社会氛围。

发挥基地示范带动作用，推荐命名一
批种粮基地。组织各级妇联调研种粮大
户、粮食加工储藏户等，深化粮食产业链中
兴粮节粮典型，鼓励种粮大户争创“全国巾
帼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今年，各级妇
联组织命名一批以种粮为主的现代农业类
巧媳妇基地和爱粮兴粮节粮教育实践基
地；推进“巾帼科技助农直通车 筑梦巧媳
妇”乡村科普活动，推动女性科技工作者与
女种粮大户、巧媳妇工程示范基地开展结
对共建，为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献智献力。

河南省小麦生物加工与营养功能重
点实验室主任黄继红、安阳“红薯姐姐”罗

艳芹……一批批优秀女性不断成长为“有
文化、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的巾帼新农
人——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我成立合
作社的初心就是要带领群众科学种田，种
粮兴粮，多产粮、产好粮，把粮田变良田，增
加农业生产效益，增加乡亲们的收入。”新
野县淯湍小麦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赵霞说，
她与省市农科院合作，推广新技术 6项，实
现了“四统一”服务和“六代”托管服务；还
成立了以农村留守妇女和下岗妇女为主力
军的“地保姆农事服务队”，带动附近的妇
女姐妹积极投入粮食种植，致富奔小康。

“一直以来，我们在粮食生产全过程各
环节，始终严把土壤关、种子关、生产关、产
品关。”平顶山市绿禾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负责人秦丽敏也是一名巧媳妇基地的负
责人，十多年来，她开展科学种田，示范带
动和组织周边妇女依靠科技发展农业，在
黄土地上淘金银，成为远近闻名的“新农
人”。目前，该公司拥有改良优质农田
3000 余亩，种植特色经济果林面积 760
亩，富硒粮食作物 2000余亩，开设养生功
能餐厅 2家，生动演绎了从田间地头到餐
桌食尾的粮食安全。

恰金秋时节，广大女性又投入到新的
耕耘和收获中，成为中原大地上一道靓丽
的风景线。她们正按照现代农
业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生
态、安全”总体要求，带头
示范农业新品种新技
术，积极投身现代农业
生产实践，争做爱粮节
粮的典范和乡村振兴
的领头雁，在粮食兴、
产业旺、经济强、农民
富中展现新作为，为端
牢中国人的饭碗贡献
中原巾帼力量。

“一要知粮懂粮，争做爱粮节粮的倡
导者；二要勤俭节约，争做爱粮节粮的践
行者；三要传承美德，争做爱粮节粮的示
范者……”几个月来，一封源自中原女性
之声微信公众号的爱粮节粮倡议书在朋
友圈广为传播。“巾帼兴粮节粮”活动开展
以来，我省各级妇联组织主动担当作为，
强化思想引领，号召妇女从自身做起，从
家庭做起，从点滴做起，为维护国家粮食
安全贡献力量。

在线上，浓厚的氛围已经形成。连日
来，我省各级妇联组织围绕粮食全产业
链，统筹推进发挥妇女在“育、耕、种、管、
收、运、储、加、销、用”各环节中的作用，以
公众号、网站等网络新媒体为线上宣传阵
地，主动发声，省妇联在微信公众号上开
设“兴粮节粮”专栏，带动各级妇联开设

“巾帼兴粮节粮”专栏，广泛宣传种粮兴粮
惠农政策、农业新品种新技术、爱粮节粮
典型等，妇联干部微信“朋友圈”推送粮食
政策、知识及先进典型，引领广大妇女积
极种粮兴粮、爱粮节粮、健康消费，汇聚爱

粮兴粮半边天力量。
在线下，一场场专题讲座开办起来。

省妇联组织“中原女性大讲堂·巾帼兴粮
节粮”专题讲座，邀请省农业技术推广总
站高级农艺师、省小麦产业技术体系推广
副首席、省小麦专家指导组成员蒋向以
《扛稳粮食重任，展现河南担当——全省
妇女大有作为》为题，普及粮食安全的概
念内涵、粮食安全面临的形势、我省粮食
生产“耕、种、管、收、储、加”情况及国家粮
食安全中的河南担当，省、市、县三级妇联
组织近700名干部通过直播的形式共同接
受了一场粮食安全知识教育和兴粮节粮
活动动员。

“我国的‘粮食安全’内容是什么？”
“被视为‘文明病’的克星是什么？”“中国
古代所称的‘五谷’是什么？”不久前，一场
爱粮节粮知识有奖竞答活动在中原女性
之声上火热进行，全省妇女争相学习爱粮
节粮知识、争当爱粮节粮达人，短短几天
的活动吸引到近十万人线上参与，进一步
点燃了广大妇女爱粮节粮的热情。

坚持高站位 让妇女力量聚起来

聚焦广宣传 让妇女的心热起来

开拓新方式 让家庭社会动起来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琅琅
书声伴着蝉鸣在鲁山县团城乡政府上空回
荡。该县妇联在全县8个乡镇16个村相继
开展了“大手拉小手 节粮一起走”主题读
书会活动，让家长和孩子们一起读古诗、颂
经典、讲名人故事，深切体会一粥一饭来之
不易，有效提高了广大家庭和孩子们爱惜
粮食、拒绝浪费的意识。

“听了袁爷爷的故事，我才知道以前还
有没有饭吃的时候，太可怜了，我以后一定
要珍惜每一粒粮食，争取再也不剩饭了。”
听了“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故事，鲁山
县赵村镇的王一明小朋友红着眼圈说。

相似的活动，正在我省广泛开展。全
省各级妇联组织牢牢抓住家庭主阵地，充
分发挥妇女在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独
特作用，积极探索开展“巾帼兴粮节粮”新
方式、新方法。

开展“爱粮节粮”四进宣讲。依托“妇

女之家”“儿童之家”等阵地，组织开展爱粮
节粮宣传进社区、进单位、进学校、进家庭
活动，通过自身示范先行，言传身教带动身
边人养成勤俭节约的好习惯。推进“巾帼
科技助农”进乡村，组织农业技术专家走进
田间地头，为村民讲解小麦田间管理、病虫
害防治等知识，动员农村妇女和家庭积极投
身粮食种植；在全省各级妇联组织、巾帼文
明岗、女性社会组织中开展“节约粮食 光盘
行动”，发挥妇联干部和女干部职工示范带
动作用；将节粮主题纳入“食育”试点学校课
程，引导学生和家长争当“节粮之星”，在全
社会形成健康文明的社会新风尚。

大手拉小手，节粮一起走。河南省妇
女儿童发展中心组织少年儿童走进粮食储
备库，了解关于粮食的故事，学习粮食安全
知识。在商丘市，梁园区妇联组织中小学
校利用国旗下讲话和主题班会，以现身说
法和班级讨论等形式，帮助孩子从小树立

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
消费观和价值观，珍惜农
民的辛勤劳动。不仅在商
丘，勤俭节约、绿色低碳、文
明健康的理念已经融入中原大
地千家万户的家风、家教、家训
中，各级妇联组织通过各种方式，
引导孩子们积极响应“光盘行动”，
从节约一粒米、一把面、一滴油做起，
杜绝“舌尖上的浪费”,从小树立良好生
活习惯。

举办农民丰收节专题活动。在全国
“巾帼兴粮节粮庆丰收”主题活动现场，开
展了优质农产品线上线下展销，发动女性
农业科技工作者进乡村进行“藏粮于地、藏
粮于技”科普宣传，集中征集展示爱粮节粮
小发明、小窍门、小妙招，邀请女种粮大户
分享科学种粮、喜获丰收故事，激发大家爱
粮兴粮、共庆丰收、振兴乡村的热情。

强化“典型带”让兴粮节粮火起来

原阳县黄河岸边
麦田旁，种粮大户张勇伟
夫妇高兴地用手机记录下丰
收景象。 聂冬晗 摄

育种专家赵秀珍（右二）在试验田中。

全国“巾帼兴粮节粮庆丰收”主题活动现场。

▲开封市“巾帼科技助农直通
车”开进祥符区陈留镇韩洼村，为
农村妇女提供农业科技指导咨询
服务。

▼河南省妇女儿童发展中心
组织少年儿童到国家粮食储备库
学习粮食安全知识。

“电商巧媳妇”正为当地农产品进行直播带货。

◀4月 29日，河南省“巾帼心
向党·喜迎二十大”滑县故事分享
会上，巾帼典型宣讲节粮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