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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晓辉）“秋粮收得早，

部分地方已出现农民急着播种下地的趋

势，农技人员一定要提醒农民根据当地实

际，在提升整地质量的基础上，足墒适期适

量播种，才能培育小麦冬前壮苗，为来年丰

收打好基础。”在9月27日由省农技推广

总站组织召开的全省麦播技术培训会上，

河南粮食作物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农业部

小麦专家指导组副组长郭天财教授特别提

醒参加培训的农技人员。

郭天财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小麦一定

要严格把握播期，科学确定播量，严防早

播。他说，提前播种将给小麦生产带来很

多不利影响，比如导致小麦冬前旺长，易遭

受冻害；易出现脱肥现象，造成弱苗等。

省农业厅种植业处处长汤其林说：“预

计我省今年小麦适宜播种期与常年相比相

同或略微偏晚。各地在宣传适时适量足墒

播种的同时，还要按照‘秸秆还田地块必须

深耕、旋耕播种地块必须耙实’的技术要

领，提醒农民深耕精整土地，以提高地力，

保证小麦播后正常扎根生长。”

根据日前省农业厅发布的2013年麦

播技术意见，我省今年小麦播期为：豫北麦

区半冬性品种适播期为10月5日～15日，

弱春性品种10月13日～20日；豫中、豫东

麦区半冬性品种适播期为10月10日～20

日，弱春性品种为10月15日～25日；豫南

麦区半冬性品种适播期为10月15日～25

日，弱春性品种为10月20日至10月底；豫

西丘陵旱地麦区半冬性品种适播期为9月

底至10月15日。

今年我省小麦生产先后遭遇春旱、倒

春寒、干热风、强降雨等不利天气影响，再

夺夏粮丰收，实现了夏粮生产“十一连

增”。时下，正是全省“三秋”生产的紧要关

头，秋收秋耕秋种情况怎样？种子、肥料是

否安全充足？9月27日，记者采访了省农

业厅厅长朱孟洲。

河南日报农村版记者：自7月份以来，

我省秋粮经受了高温、干旱等天气灾害，时

下全省秋收接近尾声，秋粮收获情况怎样？

朱孟洲：在省委、省政府的统一部署

和要求下，全省各级农业部门坚持“夏秋

并重，稳夏增秋”的方针，积极行动，抓好

秋播。今年全省秋粮播种面积7000万亩

以上，比上年增加 90 万亩，其中玉米

4800万亩，比去年增加150万亩，优质高

产玉米、水稻良种覆盖率达到100%。7

月份以来，我省持续的高温干旱少雨天

气，导致秋作物受旱面积超过1200万亩，

全省上下及时抗旱保秋，积极进行秋田管

理，农业专家、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

指导农民科学开展以抗旱浇灌和病虫害

防控为主的秋田管理，确保了秋作物正常

生长发育。

截至9月 26日，全省秋作物已收获

9015万亩，占总播种面积的74.9%；秋粮已

收获5732万亩，其中玉米4249万亩，占

88.5%；全省已腾茬6780万亩，整地2116

万亩。从目前的收获情况来看，我省秋粮

今年有望有一个好的收成。

河南日报农村版记者：时下全省各地

“三秋”工作正紧锣密鼓地进行，俗话说：

“小麦要高产，种好是关键。”如何保证麦播

顺利进行？

朱孟洲：目前全省上下农业专家及农

技人员正深入麦播第一线，一方面搞好

技术服务，落实关键技术措施，提高麦播

科技含量，另一方面宣传落实各项惠农

补贴政策，调动和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

确保全省小麦播种面积稳定在 8000万

亩以上。

为切实提高麦播质量，全省组织450

万台（套）农业机械投入“三秋”生产，确保

深耕率在65%以上，玉米秸秆还田率稳定

在75%左右，水稻机收率达到70%，小麦机

播率达9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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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分过后，小麦备播。

全国知名的小麦栽培专家郭天财又开

始了新一轮260天的忙碌。9月26日，刚

从郸城县查看小麦备播情况回到郑州的河

南粮食作物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农业部小

麦专家指导组副组长、河南农业大学教授

郭天财，就小麦备播前土地的深耕、深松问

题接受了河南日报农村版记者的专访。

河南日报农村版记者：郭教授，小麦备

播前，深耕、深松土地有什么好处？多深合

适？多少年一次？

郭天财：农民有句俗语叫“耕地深一

寸，抵住上层粪”。就是说土壤深耕或深松

能提高土壤渗水、蓄水、保肥和供肥能力。

深耕、深松土地可掩埋有机肥料、粉碎的作

物秸秆、杂草和病虫有机体，可疏松耕层，

松散土壤；可降低土壤容重，增加孔隙度，

改善通透性，促进好气性微生物活动和养

分释放。

小麦的主根能扎到土地两米的深处，

连续多年旋耕而未进行过深耕的土地，会

在旋耕土层15厘米以下形成坚实的犁底

层，既影响小麦根系下扎，也影响降水和灌

溉水的下渗。

深耕、深松最好在30厘米以上，目的

就是打破犁底层。

就河南情况来说，“两年一深耕，三年

一轮回”比较适合。也就是说，旋耕两年的

土地应进行一次深耕或深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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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生就干了两件事，把群

众带到富路上，把群众带到正路

上。”这是史来贺在村支书任上的

自我总结。简单朴实的一句话，概

括了他50年的风雨历程，50年的

道路自信。

刘庄，一个资源贫瘠的平原

小村，能在岁月的长河中引领时代

风流，关键在于村支书史来贺有主

见，有风骨，一心一意依靠集体经

济带领群众致富，处处维护纯洁党

风和营造文明村风，不论顺风逆

水，不论激流险滩，始终坚守共产

党人的理想信念，时刻践行党的宗

旨，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史诗。

“老史咋总是能跟中央保持一

致呢？对照对照，他做的都符合人

民的利益啊！”老党员们在刘庄退

休人员党支部会上的肺腑之言，道

出了史来贺“两件事”的精魂所在。

和史来贺的“两件事”相比，一

些人忙的是其他事儿：有的把个人

升迁放在第一位，罔顾群众利益，

追求“盆景”政绩；有的比阔气、讲

排场，楼堂馆所何其豪华，迎来送

往何其热闹，觥筹交错何其铺张。

走富路，不走穷路、老路；走

正路，不走歪路、邪路。史来贺的

这“两件事”，说起来容易，真正做

到可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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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在世，总会怕点什么。

有的人怕没钱怕没权，蝇营狗

苟惶惶无措；有的人怕神怕鬼，烧

香磕头傍“大师”；有的人怕吃苦怕

吃亏，凡事都要打个“小九九”……

史来贺也有“两怕”：一怕在

群众中孤立，二怕在群众中孤独。

孤立是一种行为状态，孤独是一种

心理状态，总而言之，他生怕脱离

群众，因为群众对于他就是“水”和

“空气”，须臾不可或离——这是我

们采写长篇通讯《中国村魂》过程

中最强烈的感受之一。

因为怕在群众中孤立，史来

贺一生朴素无华，不搞特殊，不恋

权势，不图虚名，不谋私利，始终严

于律己、宽以待人，严防个人威望

造成“一言堂”，实行民主决策，只

为群众干实事、干好事；

因为怕在群众中孤独，史来

贺喜欢端着饭碗赶村街上的饭摊

儿，与乡亲们蹲在一起边吃边聊；

喜欢下班回家时坐在马路牙子上，

与男女老少偎在一起谈笑风生。

他曾因为被禁止接触群众而落泪，

曾坦言“离开群众最难受”。

怕，是担心失去力量。史来

贺离不开群众，就像古希腊神话中

的巨人安泰离不开大地。安泰从

大地获取力量，史来贺从人民群众

中获取前进的动力。

为什么他的话刘庄群众百听

不厌？因为他与群众“零距离”，把自

己完全放在老百姓中间，拉家常，接

地气，不空不假不虚不浮，一讲就能

讲到人的心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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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推进文明河南建设
《河南日报》9月28日刊发评论员文章

——三论学习贯彻郭庚茂在全省宣传思想工作
会议上重要讲话精神

凝聚崛起振兴正能量
《河南日报》今日刊发评论员文章

——四论学习贯彻郭庚茂在全省宣传思想工作
会议上重要讲话精神

史来贺为啥有“两怕”
□朱夏炎

史来贺的“两件事”
□朱夏炎

深耕提地力 播种先别急
今年秋粮早熟早收，部分地区出现农民急耕急种苗头，专家提醒——

督导服务“三秋”生产和高标准粮田建设
省政府派出18个督导组分赴全省各地

适期适量适墒播种 为小麦丰收打好基础
——访省农业厅厅长朱孟洲

土地深耕 每亩可增产40斤以上
——访河南粮食作物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农业部小麦专家指导组副组长郭天财

□本报记者李晓辉

□本报记者宋朝 见习记者 何难

本报讯 找寻最朴素的美

丽，发现最平凡的感动。面对爱岗

敬业、开拓创新的河南农信人，河

南省农信联社、河南日报报业集团

联合推出了大型公益活动——寻

找最美河南农信人。为此，本报9

月26日5～10版推出专题“寻找

最美河南农信人”，同时在读者中

开展了“寻找最美河南农信人”投

票活动。为方便广大读者投票，

本报联合中原三农网开辟了网络

投票专区。欢迎广大读者访问并

投票，网址为：zmnxr.zysnw.cn。

除网站投票外，读者还可添

加、关注本报官方微信（账号

hnrbncb），通过微信进行投票，微

信消息内容格式为“最美河南农信

人”加“候选人数字序号”，注意序

号之间用逗号分隔。

需要特别提醒广大读者的

是，投票必须选择20名候选人，多

选少选均视为无效，投票截止时间

为10月31日24时。

（本报记者）

本报讯（记者李晓辉）9月29日起，省

政府派出的18个“三秋”生产和高标准粮田

建设工作督导组将分赴我省18个省辖市，督

导服务全省“三秋”生产和高标准粮田建设。

这是记者在9月27日省政府召开的“三

秋”生产和高标准粮田建设工作督导组动员

会上获得的消息。

据悉，18个督导组均由农口厅局负责

人、农业技术专家及新闻媒体记者组成，督导

服务以高标准粮田区域内深耕平整全覆盖为

重点，着重督导2300万亩高标准粮田建成区

和种粮大户、家庭农场、承包流转土地企业等

新型经营主体，经营农田的深耕平整、良种使

用、适期适量播种等粮食增产关键技术措施

的落实，力争全省深耕平整土地面积达到

3000万亩，全面提高麦播质量，确保种足种

好小麦。

省政府要求各督导组成员在近一个月的

督导服务中，结合正在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转变作风，轻车简从，深入农

业生产第一线，深入田间地头，搞好技术服

务，帮助基层和农民开展“三秋”生产及高标

准粮田建设，同时对工作不力的市县进行曝

光督查。

欢迎登录中原三农网

评选“最美河南农信人”
投票网址：zmnxr.zysnw.cn

“我想通过报社感谢范叔叔，

他的真心帮助解决了我的燃眉之

急。”9月28日，河南日报农村版记

者接到了一个电话。

打电话的是郸城县第一高级

中学高二（13）班的学生谢宇慧，

她还有另外一个身份——第四届

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

谢宇慧要感谢的范叔叔是范

海涛，辉县市南李庄村党支部书

记、孟电集团总经理，第四届全国

道德模范获得者。

一个周口郸城人，一个新乡

辉县人，本没有什么交集，却因为

中巴车上相遇，引发了一段感人

至深的故事。

9月28日，谢宇慧告诉记者，

27日下午4点多，从北京西站发

出的高铁停靠到郑州东站，出席

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表彰会的相

关人员都上了一辆中巴车，准备

接受省领导的接见。

“上车后，我随意坐在一个中

年人旁边，后来才知道他是范海

涛叔叔。”谢宇慧腼腆地告诉记者，

“他主动问我的情况，当他知道我

家里的情况时，夸奖我很了不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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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丙宇 巴富强

载誉归来的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范海涛，在
返程中巴车上偶遇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谢宇
慧，被其敬老爱亲的事迹所感动，偷偷塞给她1万
元帮其解决家庭困难——

模范感动模范
榜样帮助榜样

9月23日，社旗县兴隆镇建庄村村民正在抓紧腾茬整地。该县抓住近段有利天气条件，采用大型机耕设备，扩大深耕面

积，及时腾茬整地，积极做好冬小麦的备播工作。 张林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