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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金果飘香月，农民丰收时。在第五个“中国农民丰

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

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强

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关于“三农”工作

的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强化粮食安全保障，稳住农业

基本盘，巩固拓展好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振兴，

推动实现农村更富裕、生活更幸福、乡村更美丽。

展示现代农业科技创新成果、举办乡村运动会、高

素质农民创业创新大赛……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以

“庆丰收 迎盛会”为主题，我省开展丰富多彩的系列庆

祝活动，全方位展示河南在扛稳国家粮食安全重任、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等方面的亮点和特色。在这个收获的

季节，感党恩、跟党走，欢庆丰收、礼赞丰收，凝聚乡村振

兴强大力量，升腾希望，振奋精神，正当其时。

河南是农业大省、粮食大省，习近平总书记每次来

河南视察，必看农业、必讲粮食。省委、省政府牢记嘱

托，坚决扛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民生责任，推动乡

村振兴取得新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

连续 5年粮食总产稳定在 1300亿斤以上，用全国

1/16的耕地，生产了全国1/10的粮食、1/4的小麦，不仅

解决了自身1亿人的吃饭问题，每年还调出原粮及其制

成品600亿斤左右，这是河南的贡献，也是河南的奉献。

今年夏粮开局不利，我省狠抓田间管理，加强病虫害防

治，夏粮总产762.61亿斤再创新高，特殊之年再次发挥

了“中原粮仓”的“压舱石”和“稳定器”作用。下半年我

省坚持一手抓防汛、一手抓抗旱，确保秋粮丰产丰收，确

保全年粮食产量稳定在 1300亿斤以上。粮食连年丰

收，饭碗端得更牢，农业根基更稳，我们应对各种风险和

挑战就更有底气。

丰收的底气从哪里来？来自保障粮食安全能力的

持续提升。坚持藏粮于地，我省实施新一轮高标准农田

建设，累计建成 7580万亩，总面积居全国第二，越来越

多的“望天田”变成了旱涝保收的“高产田”；坚持藏粮于

技，省委将实施创新驱动、科教兴省、人才强省战略作为

“十大战略”之首，着力实施种质资源保护利用等六大行

动，组建神农种业实验室，打造“中原农谷”，在打好种业

翻身仗上展现河南担当。全省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

超过97%，良种对粮食增产贡献率达到45%。

既要丰收，也要增收。抓补贴，让农民愿种粮，加大

补贴力度稳定种粮预期。增效益，让农民想种粮，优质

专用小麦面积不断扩大，农民收益不断提高。强保险，

让农民敢种粮，三大主粮完全成本保险政策实现全覆

盖，农民种粮吃上了“定心丸”。织密政策保障网，拉长

农业产业链，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

吸引力的职业。

当前，“三农”工作重心已历史性地转向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欢庆丰收，更要接续奋斗。要在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基础上，不断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要

进一步弘扬“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时代风尚，一分耕耘

一分收获，以实干开拓未来。要真心支持农村，真情帮

助农民，铭记农民的贡献，让农民的节日惠农民、农民的

节日农民乐。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分享丰收喜悦、感受农

业农村变化，让我们进一步营造全社会关注农业、关心

农村、关爱农民的浓厚氛围，汇聚实现农村更富裕、生活

更幸福、乡村更美丽的强大合力，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

二十大胜利召开。1

“90后”新农人种地不一般漯河

□本报记者 卢松 刘晓波 本报通讯员 王涛

临颍县“90后”新农人李卓，种地和别人
大不一样。

李卓种地的不同，在于敢用新技术。
在临颍县佳卓农业示范园大豆玉米带状

复合种植基地，一排排玉米、一垄垄大豆错落
有致。“2020年，我在一次参观学习中了解到
这种复合种植技术，便联系了四川农业大学
的杨文钰教授，签订了合作协议。”9月 23日，
李卓介绍，杨教授派来两名博士生，常年在基
地开展技术指导，成为保障基地连年丰收的
秘诀。

李卓算了一笔“套种账”：玉米亩产 800
公斤不减产，每亩地还能多收150公斤左右大

豆，并且每亩地还能减少施纯氮肥 4公斤，一
增一减中，每亩地就能增收450元。

李卓种地的不同，在于不断解锁新技能。
怀着对农业农村的热爱扎进庄稼地后，

这个“农业小白”也曾连连遭受打击。第一年
错过了出售小麦的最佳时机，优质小麦成了
杂质麦，无人收购。第二年种植大豆农民太
多，量大压价，又赔了60万元……

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李卓常年摸爬
滚打在田间地头，积极参加新型职业农民培
训，解锁了一项又一项种地技能，甚至成了全
县唯一“90后”专业女农机手。

2015年 5月 12日，李卓成立了河南佳卓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引进了无人机、大型拖拉
机等农业机械 20多台（套），让种地变得越来

越轻松。
李卓种地的不同，在于懂市场、会经营。
今年，李卓流转的土地中没有种辣椒，却

红红火火做起了辣椒生意。“我想腾出更多的
时间和精力，做好订单种植，把乡亲们的辣椒
卖个好价格。”李卓说。

李卓与湖南、江西等地的辣椒厂签订合
同，根据对方的要求，为农户提供黄贡椒、红
线椒等优质辣椒种子。种植过程中，统一代
购化肥、农药，农户每亩节省 300元。农户辣
椒收获后，李卓全部高于市场价回收。

李卓种地的“不一样”，带领公司一步步
发展壮大。如今，公司吸纳带动周边合作社、
家庭农场以及种植农业大户 60多家，土地种
植面积达30万亩左右。③9

□本报记者 史长来 李若凡

“咚咚咚……”随着丰收大鼓的擂响，9月
23日，2022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开封市主会
场活动在兰考县惠安街道何寨村拉开序幕。

“把丰收节变成生产生活生态的互动展示
平台，让农民成为节日的主角。”开封市委常
委、兰考县委书记李明俊说，本届分会场举办
有“农夫集市”“兰考农业农村发展图片展”“农
业非遗文化展”等活动，整个活动将持续3天。

“农夫集市”展示区，几十种名特优新农
产品在亮相，有蜜瓜、红薯、花生、梨等。在

“汴京王老五”西瓜豆酱的摊位，馒头蘸酱让
人吃得不亦乐乎，大家纷纷拿出手机现场扫

码购买。
“我们的何寨梨膏，鲜果原浆熬制，20斤

酥梨才能熬制出1斤梨膏，您可以先来一块儿
我们的酥梨糖感受一下……”在何寨村秋梨
展位上，村民热情地推销自己的产品。

何寨村从20世纪 60年代开始种植梨树，
现有梨园8000余亩，是兰考的“梨果之乡”。为
了推进梨果产业高质量发展，何寨村建设梨果
加工厂，生产梨膏、梨酒、梨醋等。

兰考县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几年，兰考
不断丰富产业业态，通过特色产业赋能乡村
振兴，让更多的农民在一二三产融合发展中
获益，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中实现共同富裕。

丰收节不仅有现场展销，还有

现场直播带货，创新线上线下多种形式，推动
品牌农产品与城乡市场对接。

记者来到“农业非遗文化展”现场，这里
不仅有开封汴绣、剪纸、拓片、麦秆画等展示，
还邀请国家级非遗“超化吹歌”前来展
演，“中国牡丹画第一村”平乐村的
农民画家前来交流。非遗传承人
闫巧展示剪纸绝技，一幅“福
临门”吸引了不少摄影
爱好者拍摄。③5

□本报记者 刘晓波 卢松

秋分至，万物熟。9月 23日，2022年“中
国农民丰收节”河南省主会场活动在漯河市
临颍县皇帝庙乡商桥村开幕。

老物件焕发新生机

主会场杜曲竹编馆内，临颍县杜曲镇贾
徐王村村民贾可申正在娴熟地用竹篾编织竹
筛，货架上竹帽、竹篮、竹筛造型独特，吸引了
不少人驻足观看。

杜曲镇地处颍河故道，以竹、木、柳、荆、
铁为代表的手工艺十分发达。其中，贾徐王
村的竹编最为有名，最早可以追溯到汉代。
千百年来，村民农忙种田，农闲用竹编贴补家
用，岁月在指尖流逝，手艺代代相传。

“我是跟爷爷学的，已经干了大半辈子了。”
贾可申的手上结出了厚厚的老茧。孙子在外上
学，放假回家也会跟着他学习竹编，还在抖音上
开了直播账号。“一个竹筐三个小时就能编完，
在网上可以卖到近百元。”贾可申说。

现在贾徐王村四成人从事竹编，老中青
都有，村里成立了竹编电商合作社，经常带领
村民到江浙一带学习最新的编织手艺，帮助
村民销售手工艺品。“未来，我们打算组建一
支专业竹匠队伍，传承竹编技艺，带动村民增
收致富。”村党支部书记贾国锋说。

主会场上，像竹编制品这样的老物件到
处“圈粉”。漯河市源汇区说文解字古香非遗
传承人郭艳艳现场用手工古法制作檀香线
香，让人大饱眼福；结合许慎文化设计的折
扇、抱枕等工艺品在现场大卖；舞阳农民画、
临颍陈氏木梳、贾湖酒、召陵芝麻糖，“黄河有
礼”文创市集和“民俗文化一条街”上人头攒
动，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焕发勃勃生机。

现代食品城加速崛起

面粉可以做成多少种？在主会场名优特
新展位上，舞阳县舞莲面粉有限公司展示出
了油条粉、烩面粉、面包粉、辣条粉等七八种
功能性专用面粉。

上游是经纪人、种植大户，下游是食品加

工企业，从种到收再到加工，舞莲面粉串起了
完整的产业链条。

“我们建立了小麦产业化联合体，舞莲面粉
为联合体内合作社与种植大户提供优质品种，
通过订单收储提高粮食收储价格，带动联合体
内成员增收，通过优质小麦的单一储存、单一生
产，为下游食品加工企业提供优质面粉。”舞莲
面粉总经理杨帅说，优质小麦根据品种、等级、
面筋含量和生产年份分仓储存，实现了专种、专
收、专用和专储。联合体有成员单位23家，年
小麦加工能力40万吨，带动农户1.35万户。

双汇向上游发展饲料业和养猪业、养鸡
业，向下游发展包装材料、调味料、冷链物流、
连锁商业等，以双汇为链主的河南省肉品全
产业链成为全国农业全产业链重点链。

粮头食尾，农头工尾。在漯河，通过延长
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打造供应链，传统的种
养业正在通过融合二三产业而发生质变。

“漯河的产业基础比较好，这次丰收节主
会场选择在漯河，也是看中了其三链同构、农
食融合的全产业链模式。”“中国农民丰收节”
河南省主会场组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③6

传统与现代的链接
——“中国农民丰收节”河南省主会场观察

丰收喽丰收喽

宜阳县白杨镇西马村蔬菜基地内，红彤
彤的辣椒惹人喜爱。⑨6 田义伟 摄

博爱县磨头镇种粮大户崔卫民家
的玉米喜获丰收。⑨6 程全 司都 摄

光山县文殊乡东岳村，稻谷飘香庆
丰收。⑨6 杨正华 摄 焦作市马村区白庄村果农在采摘

葡萄。⑨6 刘金元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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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光山县罗陈乡
张楼村村民在抢收水
稻。⑨6 谢万柏 摄

图② 洛阳市孟津区
朝阳镇南陈村猕猴桃生
产基地，猕猴桃进入采
摘季。⑨6 黄政委 摄

图③ 灵宝市西闫乡
果农在采摘柿子。⑨6
杜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