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荥阳市高山镇其实并没有高山! 只能

算丘陵" 全镇
!"###

亩小麦有
!$###

亩都

没有灌溉条件"

#就是因为耕作条件差!逼着高山人发

展工业!造就了全国有名的阀门之乡"$高山镇

党委书记周进良介绍说!#人总是要吃饭的!所

以!我们多年来并没有因为工业的发达而忽视

粮食生产!相反!我们还用自己镇里的财力支

持农民种好庄稼% $

主管农业的副镇长任燕侠介绍说!

!##%

年高山镇的旱地小麦亩产只有
%#

斤左右!在

这里作业的收割机手都要求先付款后再下地!

就因为怕收了麦子没人要"今年春季开始抗旱

以后!高山镇财政投入的现金和抗旱物资总额

超过了
$#

万元"

抗旱物资补给了村组!除此之外!村民每

浇一亩小麦!岭地补电费
&

元!沟地补电费
!

元!该镇今年单电费就补贴农民
$

万多元"

&这种直接补贴还是有效的!今年全镇的

水浇地面积扩大了
!###

多亩% $周进良说%

高山村沟东组的村民王运发准备去给地

里打除草剂! 爱人张娥用一把竹耙子在门前

翻晒新收的麦子% 他们家今年种了
$'(

亩小

麦! 总共拉回家
)%

袋子小麦! 每袋
)##

斤%

)##

斤小麦晒干后会剩下
*&

斤! 折合一下!

亩产应该是
$*#

斤% 王运发说'&这可真不少

了!过去种庄稼都是农民自己的事情!现在天

一旱政府比农民还着急呢! 有些懒蛋不想浇

麦地!村镇干部还一遍一遍地催他们呢% $

端午节虽然是法定的休息日!但在乡镇

干部心里!&三夏$比休息更重要!高山镇的

干部几乎都是在镇里过的端午节%

本报记者 宋朝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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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沟脑( 这名字真的有

些拗口% 不过这的确是新郑

市辛店镇始祖山下的一个行

政村 !

,$

岁的村民赵友仁已

经在这里住了
,#

多年了%

#一听这村的名字你就

知道这里不是个平坦的地

方% $赵友仁说!#我们村是一

个
%##

口人的小村子! 全村

一千来亩耕地分布在两道岭

三道沟里! 几乎都是存不着

水的斜坡地!粮仓满不满!就

看老天爷的脸了% $

#去年小麦播种的时候!

底墒好!苗情还是不错的% 没

想到春节后! 老天爷就跟我

们瞪住眼儿了! 当时我们就

想!今年又完蛋了!弄不好又

是种一葫芦打两瓢了% 但再

往后面发生的事情! 我就没

想到了% $赵友仁说%

转沟脑村可不是没有脑

子活络的人% 该村有个叫寇冠

月的!看到年初上级那么重视

抗旱!还有那么具体的措施!脑

子开始转圈了!转圈的结果是

他给新郑市市长写了一封#鸡

毛信$!历数了转沟脑村缺水抗

旱)有井也没钱配套的现状%

令寇冠月没有想到的

是 !这封 &鸡毛信 $还真有效

果% 据说新郑市的主要领导

很快就把这封&鸡毛信$批转

到了有关部门! 有关部门马

上派人到转沟脑村进行了实

地考察! 考察后给村里送来

了电机和浇地的水管子 !村

里惟一的井派上了用场 !上

百亩斜坡地里的小麦浇上了

一遍返青水%

&浇一遍水和不浇水区别

大了% $冒着细雨!赵友仁来到

一块麦田里! 指着麦子说'&你

看这块地里的小麦!现在还青

着呢!麦穗长!麦子饱!起码每

亩地能打
,##

斤% $

赵友仁说' &也许是我

们抗旱的劲头大了! 感动了

老天爷! 也许是老天爷觉得

怕不下雨俺农民没收成了 !

逢年过节再没人供飨他吧 !

阴历三月的时候! 下了一场

透雨! 本来快要没命的麦苗

很快缓过来了劲儿! 由肥力

催着!很快长起来了% 虽然麦

穗不是很长! 但麦籽非常饱

满! 尤其是我们村普遍种植

的周麦品种!个子不高!脑袋

大% 没有浇水的麦田!亩产也

能超过
(##

斤!和去年相比!

产量肯定是提高了% $

赵友仁关心的是天气预

报!天气预报说!端午节过后天

气放晴% &这岗地里的小麦!天一

晴立马就焦了!要马上收% $赵友

仁家今年种了
,

亩小麦!分别在

,

块地里!大型收割机都不愿意

在这样小块地里作业%况且好些

坡地退耕还林都种上了树!收麦

子还真有些困难%

赵友仁说 ' &不管怎么

说!农民还是希望收成好!麦

子已经长成了! 哪怕自己蜕

层皮!也要把粮食收到家
-

$

端午节的雨没有过夜就

停了下来%第二天早上
&

点多

钟!大太阳就从嵩山坳里爬了

上来!微风一吹!吕岗那高高

低低的麦田里便掀起了小小

的麦浪%

*,

岁的吕丙午老人

和
(&

岁的吕振民来到村南的

岗地里! 看着已经发黄的小

麦!已经不再担心今年的收成

了%

很多年前!吕家的祖先来

到登封石道乡讨生活!当地背

风向阳的好地盘早已被士绅

们占领了!他们只能在这块贫

瘠的岗地上落脚% &后来吕姓

和赵姓联姻!加上其他几姓的

并入! 现在全村已有
!(##

口

人了% $吕丙午说%

去年!吕岗村
,###

亩地几

乎绝收! 大多数农户是赔了化

肥)赔了种子)赔了工夫%

这地方就是缺水%村南吕

盘文家曾经花费
$###

多元打

了一口井!有
&#

多米深!正好挨

着自家的
,

亩麦田%平常这口井

主要是吃水的!今年春天!眼看

麦子要旱死了!吕盘文家开始用

井水浇灌自家的
,

亩麦子!有水

了赶紧抽!没水了停下来!还不

是大水漫灌!浇完
,

亩小麦用了

整整
)#

天时间%

吕岗没有人给市长写&鸡

毛信$!但吕岗有个退休的县级

干部从当地水利局为村里申请

到了
&

万元的水利款%

吕振民说'&我们用这
&

万

块钱在村边的沟里修了一条高

&

米)长
!)

米的坝!好歹蓄了

一些水! 麦苗正处于需要水返

青的时候! 我们用沟里的水浇

了
&#

多亩地!现在这几十亩麦

子好着哩! 亩产肯定在
%##

斤

靠上% $&村干部现在劲头可大

了!使劲往上面跑!要是再能跑

回来一些钱! 再修几条这样的

坝!水浇地的面积就更多了!吕

岗人均耕地面积大! 一人敢有

一亩水浇地! 那日子肯定呱呱

叫
-

$吕丙午说%

吕丙午和吕振民找到最差

和较好的旱地! 分别拽下一穗

麦子揉了揉!吹去麦糠!最差的

麦子有
)"

粒!较好的麦子是
$#

粒%

&今年吕岗的小麦每亩地起

码能收
$##

斤! 收割机收完麦子

找不到主人的事!今年肯定不会发

生了
-

$吕振民说完!自己也笑了%

从吕岗向西大约
&#

公里!临大路有吴

岭)常岭)朱岭三个村子!他们都属于伊川

县白沙镇! 道路两边的小麦大多都已经收

割完毕! 高高低低的麦田里收割后留下的

新茬!在阳光下泛着白光%

朱岭村
*)

岁的许富彬和
,,

岁的许俊

照在许富彬家大门口下象棋%大门旁的架子

车上!是拉回来的麦子!煞车的绳还没解开%

&要是一马平川!这村子就不会叫这岭

那岭了% $许俊照说%

同样的丘陵岗地! 朱岭村的人均土地

远没有吕岗村的多% 尤其是近些年!村子附

近建起了电厂!有部分土地被征用了!现在

每人还合不到一亩土地%

&地块小!我家是用小收割机收的!割倒

以后捆成捆!用架子车拉回来% 现在扬场)放

磙这套老把式都用不上了!等天晴开了!把麦

子往大门口的水泥地上一摊! 让车碾压一下

就收起来了% $许富彬说%

从朱岭村向东
)#

公里是丁流村% 村民

韩会星家的麦子是用大型收割机收的%

!"

日一大早! 韩会星就和爱人把装在编织袋

里的麦子拉到了丁流村社区服务中心门前

的水泥广场上了%

&我在洛阳市一家工厂里上班!端午放

假!我早回来了一天!正好有收割机!

!*

号

就把麦子收了!收割一亩
$#

元% 节后我就

要上班走了! 光靠一个娘们儿把这么多小

麦弄出来晒干太不容易!所以今天刚刚晴!

我就把小麦弄出来了% $韩会星说%

反正麦子都是自家的! 韩会星和其他

农民一样! 收麦后根本不会再把小麦称一

称!要一个确切的亩产!但他估摸着!今年

的亩产在
!##

公斤靠上%

司马青焕是伊川县农业局的高级农艺

师% 司马青焕说!伊川有
$#

万亩旱地小麦!

像朱岭)吴岭)常岭)丁流这一块是旱地中

最差的% 她跑了很多点调查今年的小麦产

量!得出了今年旱地小麦整体增产的结论!

预计亩产是
!)"

公斤%

伊川县农业局李雪玲副局长介绍说 !

今年旱地小麦丰收的原因有两个! 一是前

期抗旱的力度大!二是后期的人工增雨%

*)

岁的许富彬和
,,

岁的许俊照还在

继续下棋!他们要战斗到吃饭的时候% 麦子

收到家里他们就心安了!至于当地政府往天

上打多少炮弹才下的雨他们已经不关心了%

俗话说!&麦收八十三场雨$% 偃师市邙岭

乡刘坡村
,!

岁的村民马唐土介绍说' 头年阴

历八月要是有一场透雨! 小麦播种时的底墒就

足够了! 苗就出齐了* 头年阴历十月需要一场

雪!麦子就能安全过冬并且对分蘖有利*当年阴

历三月需要一场雨!这样麦子就返青了%

#可老天爷的事谁能管住( $马唐土说!

#该下雨了他不伺候人!咱也没法啊!拿个

再高的棍子! 也不能把天捅个窟窿让它哗

啦啦流水吧( $

刘坡是偃师市邙岭乡最西的一个村

子! 向东依次是赵坡) 丁门口和蔡庄三个

村% 其实这几个村子甚至说整个邙岭乡都

在这一面坡上%

邙岭乡是个养猪大乡! 刘坡村民王四

点就养了
)#

头能繁母猪!走的是自繁自养的

路子% #今年的小麦瞎了!顶多每亩打
$&#

斤%

除了天旱!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上粪太多了% $

王四点说!#整个邙岭上土层很厚! 土质也特

别好!找个石头都不容易%养殖户有大量的农

家肥!都一车一车拉到地里了!地太壮了!一

缺雨水小麦都烧死了% 今年和风调雨顺的年

景比!小麦产量不算高% $

马唐土说! 这地方风调雨顺的年景不

多!像今年这样的情况!不算是灾年%这一面

坡上可都是亩产千斤的好地啊
-

路边还有一两家的小麦没有收割 !王

四点笑着说'#种地不操心的人今年反而占

便宜了!不上粪的地!缺水也没烧死!后期

连续两场雨后!麦子很快长起来了!没想到

今年是懒人有福
-

$

为了验证王四点的说法! 马唐土特地找

来了高肥地和低肥地的小麦作比较! 比较的

结果是' 高肥地的半截穗小麦一穗有
$#

个

籽!而低肥地每穗结了
("

个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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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常

之

年

非

常

!

三

夏

"

!

月
"#

日 ! 我省小

麦已开镰收割!标志着今

年"三夏#开始了$

对于"三夏%!人们年

年都关注!但今年可以说

更关注!人们期望丰收的

心情更强烈$这是不难理

解的$

我省夏粮已连续
!

年丰收!且去年首次突破

"##

亿斤!达到
"$%

亿斤$

就全年粮食总产量来说!

从
%&&&

年开始! 我省连

续
'

年位居全国首位!近

(

年又连续超千亿斤!占

全国粮食总产量的
$$$&

!

从而使河南真正变成了

"中国粮仓%$

这样的成绩来之不

易!很了不起& 想一想历

史上!有多少次河南发生

饥荒!多少河南人背井离

乡出去逃荒要饭! 而今!

同样是这片土地!变成了

'中国粮仓%!是多么大的

变化啊& 就全国来说!粮

食生产过去一直在丰收

与歉收之间波动!连续增

产稳产基本没有超过
(

年$ 从
%&&)

年至今!全国

粮食连年丰收!这标志着

中国粮食生产走出了连

续两三年增产(接下来就

减产的"波动怪圈%!国家

的粮食安全水平提升到

了新高度)实现这样历史

性的突破!河南当然功不

可没*

人们特别关注今年

的'三夏#!特别关注今年

河南的夏粮情况!上面所

列举的正是一种背景+一个原因,连续

!

年稳产增产!那么能不能实现第六年

继续稳产增产- 如果夏粮继续稳产增

产!那么!全年粮食总产量就有望继续

在全国领先!河南就能继续为全国粮食

安全做出贡献* 这是人们所期待的*

另一个期待的原因!也是人们所熟

知的*那就是直到现在仍在蔓延的全球

经济危机和今年夏粮生产中我们曾遭

遇的特大旱情*

同样是由于经济危机和严重干旱!

素有'世界粮仓#之称的拉美地区农业

增长率降至
!

年来农业平均增长率的

一半* 美国(欧盟国家等粮食重要生产

国也因为信贷市场萎缩!粮食作物的种

植面积和产量都受到影响!这就不能不

使人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中国粮仓#,我

们会怎样呢-

自去年
$&

月下旬开始! 河南遭遇

了
"&

年来最严重的旱情! 持续
$$&

多

天无有效降雨* 碰上这样严重的天灾!

在历史上毫无疑问是一定要歉收的*可

是!在那段时间!全省抗旱浇麦!打了一

场攻坚战和漂亮仗!现在到了该收获的

时候了!我们能不能不歉收呢-

这就是非常之年!非常'三夏#所带

给人的特别的关心和期待*

粮食问题是全球所关注的问题*在

%&&*

年的粮食危机中!

(#

多个国家和

地区因饥饿发生冲突和骚乱*联合国报

告指出! 当前全球约有
+#

亿人处于饥

饿状态或者濒临饥饿状态边缘!受价格

浮动以及自然灾害等因素影响!

%##'

年

粮食危机可能加剧*

我国十几亿人口!吃饭问题自然是

头等大事*我们坚持粮食必须保证基本

自给!保持立足自身(立足国内的原则*

我们国家的粮食自给率连续
+#

年保持

在
'!,

的水平* 尽管如此!粮食生产也

是须臾不可放松的事情* 前一阶段!温

家宝总理主持国务院会议!原则通过了

.全国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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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斤粮食生产能力规

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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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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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2) 规划指出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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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粮食生产能力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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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斤以上!比现有产能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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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斤)

河南作为第一产粮大省!担负着重

要历史使命)麦收前!据农业专家预计!

如果麦收前后没有突发性大的自然灾

害! 今年我省小麦总产有望再次突破

"&&

亿斤!甚至有可能超过去年) 这确

乎是令人振奋和高兴的!正如在麦收现

场有的农民所说的那样,像今年这样大

的灾害! 如果没有政府的动员和帮助!

根本不可能实现丰收) 诚哉斯言) 想想

历史!看看现在!我们确实感到欣慰,在

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河南可以

创造很多奇迹!河南一定能不断发展壮

大+实现中原崛起&

让我们共同关心支持今年的 '三

夏%工作!力争实现新的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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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有将近
%!&

的丘陵山地!这些水利条件相对较差的丘陵山地的小麦产量!对河南夏粮总产量起着
很大作用) 这些地方的小麦收获情况怎么样- 端午那天!记者从新郑市的始祖山出发!用三天时间调查了转
沟脑+吕岗+朱岭+刘坡+高山等多个村子!结果是记者和这里的农民一道感受到了由衷的喜悦)

!"#$%&'()*+,-./012',-34567,-8956'!"3:;<=$>?@ABCDEFG

01234 56789

!"#$%&'(&)*+,-./01(&)*,./234567#8"1

# ÏÐÑÒ ÓUÔÕÖ× #

上街区峡窝镇柏庙村孙国顺一家老小在收麦子) 孙国顺想让孩子们体验一下麦收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