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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杂谈

9月9日，滑县慈周寨镇中大寨村低

洼地段的路面铺设一新，困扰群众出行

难的问题解决了。

“我们村早几年就修了水泥路，但

因西头地势低，一到下雨天就积水，前

一段的一场大雨更是让村民出行不便，

镇党委、镇政府帮助我们协调资金筹备

修路。”中大寨村党支部书记王自星说。

慈周寨镇党委、镇政府举一反三，发

现还有不少村有路面损毁、长期积水现

象，马上专题研究解决方案，协调资金，

建立督办台账，疏通水路，增高地面，不

到一个月，全镇的21处积水问题得到了

彻底解决，在群众中引起良好的反响。

慈周寨镇是省级无公害生产示范

基地，温室种植大棚面积达2.3万亩，每

到蔬菜倒茬换季，就会有大量的菜秧乱

堆在路旁村口，堵塞交通，影响村容，特

别是扔掉的头茬韭菜，更是酸臭味冲

天。为此，镇党委、镇政府大力宣传，实

行干部责任到人、分包到户，监督引导

种菜户自觉将秧苗秸秆就地自然腐熟

或者粉碎处理，返田利用，不但改善了

环境，还改良了土壤结构。

针对村民将建房回填土以及建筑

垃圾乱堆乱放大街的现象，镇政府出台

了《建筑垃圾清理承诺书》，制定了具体

细则和惩罚措施，效果明显，消除了村

貌脏乱差现象。

该镇党委、镇政府还在全镇启动了

人人参与的“随手拍”活动，发现乱倒乱

画等不良行为及时拍录上传，镇城管办

对当事者实施批评教育，对屡教不改的

进行罚款。截至目前，全镇已经罚款20

余起，有效监督和遏制了损害环境卫生

的不文明行为。

“利民之事，丝发必兴；厉民之事，毫末

必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必须落实

到关心群众生产生活的实际工作中去。”

镇党委书记刘红光说。

整治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农村人居环境 建设美丽宜居乡村建设美丽宜居乡村
学习推广浙江“千村示范、万村整治”经验

眼下，越来越多的农民通过上学、打

工等途径进入大中城市或就地转入二

三产业，农业生产面临缺劳力、缺技术、

缺人才等问题。农村的地谁来种，怎么

种？

9月 18日，河南捷登农业托管有

限公司太康服务站揭牌仪式在太康县

高贤乡举行，帮助当地农民破解种地

难的问题。

据介绍，河南捷登农业托管有限公

司是一家土地托管综合服务公司，通过

托管平台合理布局、合理收费，可以有

效解决农民在农忙时节、夏收夏种时的

困难。该公司的土地托管模式是按照

合同约定帮助承包户种好地，通过规模

经营和统一订购、销售、机械作业等降

低成本，提高效益，把小农户变成有机

的大群体，把小个体变成大数据，把农

业形成低成本高效益、高收益的产业，

让农民省力、省钱、省时，达到农业农机

现代化、信息化一条龙服务，助推农业

现代化进程。（李德全）

在处处五谷丰登、瓜果飘香的金秋，

全国农民迎来了自己的节日——农民丰

收节。在普天同庆之时，笔者有言相告，那

就是想给农民朋友说一说复收的事，不知

是否顺耳。

近几年来，国家对“三农”问题高度重

视，农业的前景一年比一年美好，农村的

天地越来越广阔，农民的未来越来越有盼

头，尤其是农业生产连续多年大丰收，农

民的劳动量却越来越少，这是农民的福

祉。然而笔者却发现，很大一部分农民朋

友在钱袋子越来越鼓的形势下变得“大

方”起来了，不管是夏粮秋粮，只抢收不复

收，成堆成片的禾穗掉落田间，无人捡

拾。麦罢雨后，遍地绿油油的麦苗最是常

见。每个收获季节丢落到田间的粮食究

竟有多少，笔者无法准确计算，但只举两

个身边的例子，大家就会知道个大概。一

个是笔者村里一名退休干部和老伴骑着

自行车捡拾落在田间地头的麦穗，一个麦

季下来拾得小麦250公斤有余；另一个是

笔者所在乡镇一对年过70的农民夫妇，

自己的承包田交给儿子耕种，麦季捡拾小

麦350多公斤，秋季捡拾各种秋粮400多

公斤，除去一年的口粮，还拿到集市上卖

些钱。

“一粒粮，一滴汗”“一碗饭，得一

年”。庄稼从种到收需要经过多长时间、

付出多少劳动，自不必多说，若在关键的

收获季偷得一时懒，“大方”处之，之前播

种、施肥、管理、收割中的种种辛苦岂不大

打折扣？农业搞复收，看似小事，其实不

然。我们可以算个大账，如果一亩地平均

夏粮丢落5公斤、秋粮丢落5公斤，不加复

收，那么全国18亿亩耕地会丢落多少粮

食？惊人不？

诚然，我们国力增强了，农民富有了，

但笔者认为，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传统、

精神没有过时。“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

也。”“历览有国有家之兴，皆由克勤克俭

所至，其衰也则反是。”这些饱含哲理的话

语，无不阐明了勤俭与奢逸的利害关系，

大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小到一个集体一

个家庭，保持勤俭就会兴旺昌盛，否则，就

会走向其反面。

丰收节里说复收，勤俭节约不能丢。我

们既要丰产，又要丰收，既要收获，又要颗粒

归仓，不要让一粒粮食白白丢落。（张会丽）

硕果飘香迎丰收，科技落地农民

笑。近日，灵宝市大王镇“金秋丰收月”

系列活动暨黄河金三角蔬菜论坛活动

在思瑞达农业园区举行。由省大宗蔬

菜产业技术体系、大王镇人民政府、三

门峡市思瑞达农业种植有限公司联合

举办的此次活动，吸引了豫、陕、晋三省

的杰出种植户代表及大王镇500余名种

植户参加。

技术好不好，比比才知道。活动现

场举办了黄瓜苗嫁接比赛，专家对来自

各地的6组参赛选手进行了点评和指

导。

灵宝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大王镇党

委书记张建科介绍说，目前，全镇初步

形成了以蔬菜、大枣、食用菌、果品、水产

养殖等特色农业为主的支柱产业，全镇

21个村的高山蔬菜、瓜果、大枣、食用菌

等特色农产品也在活动现场进行了展

示。

蔬菜种植环节要点多、难点多，产业

如何发展更加科学？在蔬菜产业发展

论坛上，河南农大园艺学院教授、河南

省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李

胜利根据蔬菜产业发展趋势以及当地

优势，指出豫西高山蔬菜的发展要充分

发挥气候资源优势，把气候资源优势转

变为产品优势和市场优势，找准定位，

重点发展蔬菜越夏栽培；同时要做强主

导优势产品，以越夏番茄为主，走单品

规模化发展之路，拉长产业链条，完善

全产业链社会化服务体系；在种植过程

中，要根据当地的气候特点和种植茬

口，推行标准化种植，建立适合当地特

色的番茄种植技术规程。李胜利提醒

种植户，要以“质”为导向，强化绿色发

展、品牌化发展理念，在投入品上要保

障绿色、优质种植的落实。

河南农大园艺学院马长生教授针对

种植户提出的西瓜畸形、品质差，番茄

病毒病及空洞果等问题作了详细的解

答，并分析了近阶段蔬菜产销的情况，

对下半年的市场行情进行了预测。

思瑞达农业种植有限公司总经理樊

秋红介绍说，目前公司瓜菜种苗供应4

省18个县市，瓜菜种苗销售突破2000

万株，与此同时，公司还成立了三门峡

大户交流服务中心、农业创客园，在科

研院所专家和企业的共同努力下，引导

农户科学种植蔬菜，增加蔬菜产量和附

加值，推动当地脱贫攻坚、产业结构调

整和现代化农民的培养，同时也希望更

多的年轻人加入，促进产业兴旺，助力

乡村振兴。

9月11日，河南顺

鑫大众种业玉米新品种

品鉴会在荥阳市举行。

与会代表观摩了玉农

76、滑玉12、秋乐 708

及 最 新 国 审 品 种

SK4517 和后续品种

众单 919、博科 1066

等玉米新品种的大田

长势，认为每个品种都

有独特的卖点，有信心

做好示范推广工作。图

为观摩会现场。本报记

者肖列摄

9月16日，中国·内乡第六届紫薯健

康文化旅游节开幕仪式暨首届紫薯健康

产业发展论坛在内乡县举办。全国紫薯

产业界企业家代表和嘉宾应邀参加。

中国紫薯健康文化旅游节从2014年

第一届开始，到今年已是第六个年头，这

个“国字号”文化节的“制片”“导演”是内

乡县赵店乡岗堤村农民张朝保。他的初

心是做大做实友民种植专业合作社，致力

打造中国紫薯之乡，传播紫薯健康文化理

念，搭建学习、交流、合作平台，共谋紫薯

健康产业发展。

通过几年来举办紫薯健康文化旅游

节，内乡紫薯的品牌知名度也越来越响

亮。内乡县友民种植专业合作社正在快速

稳步从低端紫薯育苗、种植、回收、仓储、销

售向特色热销紫薯深加工产品方面跨越，

并逐步在紫薯奶茶、紫薯饮料、紫薯酒等新

产品领域进行开发、做大做强。文化旅游

节现场，张朝保作了紫薯奶茶新品发布。

作为农业大县和旅游大县，近年来内乡

县委、县政府始终重视特色农业产业发展，

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

施。紫薯作为一种特色农产品，营养价值

高、市场前景好、产品附加值高，经过发展，

紫薯产业链不断健全，规模不断扩大，已经

成为当地一项生态富民的健康产业。（厅报）

丰收节里话复收

内乡紫薯健康
文化旅游节开幕

葡萄飘香游客来

喜迎“金秋丰收月”
蔬菜论坛传科技

□本报记者董豪杰

滑县慈周寨镇

便利百姓出行 改善人居环境
□本报记者秦名芳通讯员王社伟

河南捷登农业托管有限公司
太康服务站揭牌成立

9月16日，商丘市梁园区水池铺乡尚楼村葡萄自采园里，游客们正在采摘成熟的“阳光玫瑰”葡萄。眼下，该村600亩晚熟葡萄陆

续成熟，游客在这里不仅能观赏到葡萄丰收挂满枝头的田园美景，还能过一把采摘瘾。陈臣杨艳摄

丰收是对辛勤劳作的人民最好的馈赠。

河南新郑裴李岗村，地下埋藏着中国

最古老的村庄，有着 9000年的农耕历

史。95岁的村民代格妞经历过战乱、灾

荒，虽然早就过上了“不种地也有粮吃”的

日子，但她仍然坚持自己种麦、收粮，每年

在家里存上200斤的粮：“粮食是咱老百

姓的命根子。”

距代格妞家的“小粮袋”100公里开

外的十三朝古都洛阳，有个一千多年前的

国家粮仓。相当于50个足球场大的回洛

仓城里建有700座内径10米的藏粮仓

窖，可储粮3.85亿斤，这个名副其实的国

家粮仓为兴盛的隋唐王朝奠定了基础。

大国粮仓，于民，是饱腹安身之本；于

国，是安邦定天下之基。新中国成立70

年，河南牢牢抓住粮食这个核心竞争力，

丰粮仓、稳粮仓、优粮仓，在乡村振兴中努

力实现建设农业强省的目标。

粮仓之丰
让老百姓“吃饱饭”

仓廪殷实是国家之福，百姓之盼，但

对于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让

老百姓“吃饱饭”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事。

地处黄河中下游的河南粮产丰庶，但

也灾难深重。1942年，河南遭遇严重的

自然灾害，绝大多数地区几乎颗粒无收。

那一年，河南百姓沦为灾民，大小粮仓空

空荡荡。

新中国成立后，解决粮食问题成为头

等大事之一，河南掀起了恢复粮食生产、

兴修农田的高潮。在刘庄村，刘树峰和村

民们一起挖坡填沟，把村里700多块不打

粮的沟洼地整理成4大块高产田；1952

年，河南建成人民胜利渠引黄灌区；1955

年，国家制订并实施黄河治理总体综合规

划，曾泛滥成灾的黄河灌溉良田、哺育人

民。河南粮食生产条件得以全面改善。

1978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

一声号响，鼓舞着人民的干劲，也开启了

科技丰粮仓的新篇章。那一年，出生在河

南一户普通农家的茹振钢正值参加高考，

小时候经常吃不饱的他，最大的梦想就是

“让全村人吃上白面馍”，他毫不犹豫地选

择了农学专业。“当时我立志一定要用科

技让中国人吃饱饭，让中国粮仓装满粮。”

茹振钢说。40年来，茹振钢培育出20多

个高品质小麦品种，其中“矮抗58”抗倒、

抗冻、抗病，每亩产量至少提升200斤。

占世界7%的耕地，要养活全世界约

20%的人口，中国人怎么“吃饱饭”曾让世

界担忧，但今天的河南，农田水利基础设

施不断完善、农业技术不断提升，大国粮

仓迎来一个又一个丰收：2018年河南粮

食总产量达1330亿斤，是1949年的9.32

倍；河南用全国1/16的耕地生产了全国

1/10的粮食。1978年，还“吃不饱”的河

南需要从十多个省调入粮食；2018年，河

南向全国调出粮食及其制成品400亿斤，

粮食生产成为河南的一大优势、一张王

牌，为全国人“吃饱饭”作出贡献。

粮仓之稳
守卫新时代丰衣足食

进入20世纪90年代，告别了饥饿与短

缺，连年实现丰收的中国如何继续抓好农

业、稳住粮仓，成为治国安邦的一项考验。

如果将新中国成立后70年的粮食产

量绘成一条曲线，会发现这条增长线在

1985年和2000年左右有两个明显的凹

点，这曾是中国粮食生产的危险信号，在

河南尤为凸显。

1997年，河南郸城县农民贾云飞和

村里十来个年轻人南下打工。贾云飞说，

当时都说种粮不如打工，有钱不怕没粮

吃。1997年后河南出现了历史上持续时

间最长、波及范围最大的一次粮食“卖

难”，最严重时，河南小麦库存达2500万

吨，出现了“卖不掉、装不下”的局面。

粮仓稳、天下安。立足保障粮食基本

自给的方针，我国一面加大农业投入，调动

农民种粮积极性、减轻农民负担，一面开启

“稳粮仓”的改革，建立了粮食风险基金制

度、“粮袋子”省长负责制，还成立了中国储

备粮管理总公司。“种粮给补贴，耕田不纳

粮。农民得实惠，一心奔小康。雨露泽华

夏，党恩永不忘。”2005年，三门峡市南梁

村建起了一座3米高的“感恩碑”，这是村

民为了感谢国家免征农业税自发竖起的。

种粮有支持，卖粮有保障，农民有了

“主心骨”，粮仓越扎越稳。

三农工作连续10多年写入中央“一

号文件”，像是一个信号，又一次吸引了贾

云飞。“不管啥时候，粮是根本，农是基础，

国家粮仓必须稳住。”时隔20年，贾云飞

主动回到老家承包2000亩土地，成为新

时代的“守仓人”。如今，贾云飞这样的

“守仓人”越来越多，在河南有超过12.3万

个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和4.7万名种粮大

户，他们规模化经营、机械化作业、科学化

种粮，守卫着新时代的丰衣足食。

粮仓之优
努力打造粮食生产核心区

“麦秀两歧、穰穰满家”，丰收成为绽

放在中原大地上的不败之花，把河南的小

麦抓在手里，全国的丰收就有了基础。然

而，伴随着“粮满仓”的喜悦，粮食生产品

质不够高、结构不够优、效益不够好等问

题开始凸显，“大而不强”成为河南“丰收

的苦恼”，“粮仓不优”的短腿制约了农业

现代化的脚步，农民辛苦种粮不赚钱、企

业守着粮仓喊“缺粮”的尴尬局面深深地

刺痛着河南。

为了破解这些问题，河南加快推进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打造“优质粮

仓”。“黎阳收、顾九州”，古称黎阳的河南

浚县，一直是重要的粮食产区。金秋时

节，浚县30万亩高标准粮田里洋溢着丰

收的喜悦。这里曾是河南小麦高产的标

杆，但在2016年，地边“高产创建实验田”

的牌子调整为“优质麦基地”。

从“高产”到“优质”，绝不是简单地换

个词，而是河南粮食种植结构调整的写

照。河南不断优化粮食生产结构，优质专

用小麦种植面积由2016年的600万亩发

展到2018年的1204万亩，翻了一番。同

时，河南还加大推进“藏粮于地”“藏粮于

技”。截至2018年底，河南建设高标准粮

田 6163 万亩，粮食作物良种覆盖率达

97%以上，全省农业科技贡献率达到

60.7%，努力打造国家粮食生产核心区。

“实践证明，优质粮食是最宝贵的经济资

源。”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厅长申延平说。在充

足的优质原粮供应保障下，河南紧抓“粮头食

尾”“农头工尾”，发展壮大粮食加工业。曾经

名不见经传的农业县临颍，已拥有食品加工

企业120多家，年粮食总加工量达到300万

吨，盘活了周边20多个县的余粮市场。

农业兴、百业兴。在“优质粮仓”的支

撑下，河南农产品加工业稳中有增，食品

工业成为河南万亿元支柱产业，推动经济

社会发展，支撑着河南向农业强省迈进。

年丰时稔粮满仓，百姓殷实国兴旺。

中原大地、沃野千里，不仅收获着岁岁丰

收的喜悦，更播撒出乡村振兴、民富国强

的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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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粮仓的新时代交响
——河南农业70年观察

□新华社记者王丁林嵬宋晓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