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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省组织410万台以上
农业机械投入“三夏”生产

□本报记者 刘红涛
本报通讯员 赵明奇

6月 1日，星期六，晴。
中原大地麦浪翻滚，麦香四溢。

6月 1日，在舞阳县辛安镇大邢村，来
自河北省石家庄市赵县的机手张聚
锁，驾驶联合收割机开始收割小麦。

“这是第二次来河南收麦，舞阳
是第一站，今年麦子又稠又旺，产量
一定高。”还没开始收割，皮肤黝黑的
张聚锁就夸河南小麦好。

下午的麦田里，温度超过 30摄
氏度。麦秸秆又干又脆，联合收割机
作业起来又好又快。“俺村1000多亩

小麦，由于成熟期集中，本地和外地
机手一起收割，两三天就能收完。”大
邢村村委会主任李建勋说。

村党支部书记陈成军指着已收
割的麦田说，今年收割机作业质量
好，麦茬不超过10厘米，有利于种秋
庄稼。

不一会儿，就轮到村民马广收家
收割小麦了。在机器轰鸣中，陈成军
薅了几个麦穗，轻轻一搓一吹，饱满圆
润的麦粒透着一股麦香。“去年秋季村
里推广种植优质小麦‘郑麦 366’，秸
秆短麦穗大抗倒伏，产量还高，一亩地
至少产1200斤。”陈成军说。

半个多小时后，4亩多小麦收割

完毕。地头边，马广收的父亲马迷路
笑得合不拢嘴，“今年又是一个丰收
年！”

今年优质小麦产量高，效益咋
样？当地村干部已联系好粮食经纪
人，优质小麦一斤高于市场价 0.1元
收购。优质小麦优质优价，今年村民
增产又增收。

说话间，陈成军电话响了。村里
已收割的小麦，有 3家村民直接卖到
当地粮食经纪人马国军那儿，过磅称
重后亩产都超过1200斤。

又是一个丰收年。组织收割机
抢收、安排外地机手吃住……陈成军
和李建勋的电话一个接一个。③5

“又是一个丰收年”

三夏进行时三夏进行时

本报讯（记者 刘红涛）6月 2日，记
者从省农机局获悉，截至当日 17时，我
省已收获小麦 3073 万亩，约占种植面
积的 36%，机收率 99%，豫南部分地区
麦收基本结束，豫西、豫东等地开始全
面进入收获季。

河南作为全国农业大省、粮食生产
大省，粮食产量占全国的 1/10，小麦产
量占全国的1/4强。全力抓好“三夏”工
作，对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扛稳粮食安
全重任意义重大。

为做好今年“三夏”生产工作，5月
14日，省政府召开专题电视电话会议，
对“三夏”生产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
今年我省组织 410 万台以上农业机械
投入“三夏”生产，其中联合收割机超18
万台、播种机 100 余万台，确保小麦机
收率稳定在 98%以上，玉米机播率稳定
在90%以上，同时力争小麦秸秆综合利
用和花生机播再上新台阶。

当前，我省多地开始大规模麦收。
截至 6 月 2 日 17 时，全省已收获小麦
3073万亩，约占种植面积的 36%，机收
率 99%。其中，信阳市 367 万亩、新蔡
县110万亩、平顶山市209万亩、郑州市
113 万亩、驻马店市 546 万亩、洛阳市
184 万亩、巩义市 16 万亩、许昌市 111
万亩、汝州市 323 万亩、周口市 104 万
亩、商丘市40万亩，南阳市、邓州市麦收
基本结束。

“五黄六月天，焦麦炸豆时。”麦收季
节曾是农民最辛苦的日子，农业机械化
的发展大大提高了麦收效率。“今年投入
联合收割机18万台以上，包括许多新增
的 6公斤及以上的大喂入量收获机，收
获能力完全有保障。”省农机局负责人表
示，预计全省大规模机收作业将持续20
天左右。

目前，省、市、县三级“三夏”农机会
战指挥调度办公室实行24小时值班，上
下联动，科学调度。各地要根据小麦成
熟情况和天气等因素，引导农机合理流
动、高效作业，做到熟一块收一块，努力
实现颗粒归仓。③6

我省小麦已收获3073万亩
约占种植面积的36% 大范围收割全面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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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晓东 薛迎辉
本报通讯员 曹耀强 宋永亮

“巍巍芦岗，悠悠蔡河；伏羲画卦，
蔡侯立邦；李斯辅秦，千古一相；尊老
敬老，重阳之乡……”

盛夏时节，风景怡人。河水清碧，
鱼翔浅底，从上蔡县城郊蜿蜒而过的
北汝河两岸，绿草如茵，繁花点点，中
国重阳文化之乡、秦风楚韵在此交融
激荡的古蔡大地上，处处焕发出勃勃

生机。
5 月 9 日，随着又一批 33 个贫困

县宣布脱贫“摘帽”，我省目前剩下 14
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脱贫攻坚越到最后越需要响鼓
重锤！”作为 14个国家贫困县之一，如
何啃最难啃的骨头，解最难解的问题，
时刻考验着上蔡县委、县政府的为民
情怀和政治担当。

一方面是辉煌的历史——作为
古蔡国都城和秦相李斯故里、重阳文

化发祥地，上蔡名人辈出，文化厚重；
另一方面却是严峻的现实——全县
150 多万人、近 10 万贫困人口，上蔡
是人口大县、财政穷县，粮食强县、工
业小县。

贫困，对上蔡县而言，如巨石压
顶，如长蛇布阵。2015 年年底，上蔡
县有建档立卡贫困村 129 个、贫困户
29461 户 90182 人 ，贫 困 发 生 率
6.93%。

（下转第十一版）

破难点出亮点 积小胜为大胜

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的“上蔡兵法”

□薛世君

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

话，向全党发出踏上新征程、迎接新挑

战的动员令。“以百姓心为心，与人民

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是党的初心，

也是党的恒心。”习近平总书记

的话，传递了一个朴素的道理

——共产党人，根在群众。

根越深，心越齐。林县为

什么能建成红旗渠？就是因为

当时的县委领导班子“一切为

了群众”，知道老百姓想的是

水、盼的是水，制约当地发展、让老百

姓吃苦受累的还是水，又“一切依靠群

众”，“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激发

起群众无穷无尽的力量，开创了“人工

天河”的奇迹。

根越深，情越切。大家至今对焦

裕禄感念不忘，就是因为像他的女儿

焦守云在《喊了一声娘》这首歌词里表

达的那样，焦裕禄是喊着娘来为人民

服务的。心里始终装着群众，和群众

心连心，把群众当成爹娘、当成兄弟姐

妹，豁出命去带领大家抗风沙、斗盐

碱、战内涝，换来泡桐成荫、沃野千里，

他的名字自然能深深刻在人民心底。

根越深，劲越足。辉县市冀屯镇

党委书记赵化录，扎根基层 20

年，一直紧盯群众最想解决、最

愿解决，而一家一户又办不了

的事情，为解决群众办事难、看

病难、致富难这三个老大难的

问题，带领名不见经传的传统

农业小镇，蝶变为基础设施完

善、商业繁荣发展的新城，被誉为“太

行崖柏”。他常说：“把职位当官位，越

当越累；把职务当平台，越干越有劲。”

俗话说，以心换心，将心比心。群

众在你心中有多重，你在群众心中就

有多重。根在群众中扎得越深，心就

会对群众越亲，群众也会对你越亲，党

的执政根基才会越牢。2

□本报记者 万川明 栾姗 杨晓东

“磅秤上放粒芝麻——无足轻重”，这句歇后语打趣
的，是芝麻的小。小小一粒芝麻的事，能做多大？

你可以到平舆县蓝天芝麻小镇来寻找答案。
5月 30日，从县城向东北不到 3公里，风景突然为之

一新，一望无际碧绿的芝麻地里，粉墙黛瓦的芝麻小镇大
门格外惹眼。走进占地8000亩的小镇，你可以在不同的
时节沉醉在桃花、荷花、丹桂的香气中，可以在年庄磨坊
村亲手榨一道石磨香油，可以在采摘园里淘些时令果蔬，
还可以在小溪里摸鱼虾、田野里捉蚂蚱。饿了，小芝麻大
食堂供应独一无二的芝麻宴，芝麻叶杂面条绝对正宗。
累了，樱花梦谷里，曲径通幽处十几栋民宿各具匠心。别
忘了，临走一定要带些小镇特产，冷榨芝麻油、芝麻花茶、
芝麻叶，还有从白芝麻中提取出来的木酚素，合成咀嚼
片、代餐粉、面膜、洗面奶、香皂等，绝对纯天然高科技哟。

第一产业，小镇按照“行业协会+龙头企业+专业合
作社+生产基地+种植大户+农户”的产业化合作模式，供
种、播种、施肥、技术指导、收购“五统一”，建设有白芝麻
特色种植示范园、智慧农业科技园、花果采摘观光区、有
机瓜菜种植基地。

第二产业，建设有白芝麻科技产业园，园区内，芝麻
的籽、花、叶、秆全部成为工业化生产原料，产品由传统的
小磨油、芝麻酱，到附加值极高的系列保健品，产业链条
不断延伸，价值链条不断攀升，实现了对小小芝麻的“吃
干榨净”。

第三产业，建设有以白芝麻为主题的乡村旅游公共
配套设施，围绕芝麻设计消费和服务项目，吃、住、行、游、
购、娱各项要素齐全，从口腹之欲到精神之享，层层递进，
环环相扣，总有一款满足您。

芝麻小镇的开发商、蓝天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冯志合说：“光卖芝麻，一亩地收入不过千把块钱；通过精
深加工，收入至少增三倍；围绕农字做服务业，搞休闲观光
乡村旅游，收入更加打着滚往上翻。”老冯还以芝麻做比
喻，“农，就相当于芝麻的根，一切都是从这里发端的。工，
就相当于芝麻的秆，振兴、致富全靠它。商，就相当于芝麻
的花，既能扮靓乡村，又能增值扩展。无农不稳、无工不
富、无商不活，三产融合，齐头并进，就是芝麻小镇的核心
理念。”

与老冯理念不谋而合的，是距芝麻小镇 50多公里的
正阳新地花生集团董事长、总裁李广海。依托当地丰富
的花生资源和种植传统，他规划建立了占地7平方公里的
花生小镇。一产叫“花生田园守望”，五万亩种植基地；二
产叫“花生梦工厂”，生产全系列花生产品，从常见的花生
油到高端的高水分花生组织蛋白；三产叫“花生主题乐园”，涵盖娱乐休闲、配套
商业、文化体验、体育活动等。小镇的链条甚至还延伸出了花生学校和渤海花
生交易中心，让“中国花生之都”的成色更足。

李广海说：“花生梦工厂是整个项目的‘引爆点’。二产既可以反哺农业，提
高供给质量；又可以托举服务业，满足市场需求，是融合发展的关键所在。”

如今，像芝麻小镇、花生小镇这样的田园综合体、农业新业态，在驻马店市
已达19家，从卖初级农产品到卖深加工产品再到卖风景，该市的休闲农业经营
主体超过了1000家。驻马店市副市长刘晓文说：“驻马店是个农业大市，最大的
优势就在农业。把农业做大，再围绕农业上工业、做三产，就能实现一二三产业

‘三产融合’，实现农村生产生活生态‘三生同步’。不但强了农业，富了农民，还
美了乡村，培育了新型农民，加快了传统农区城镇化与工业化的步伐。这就不
仅仅是1+1+1=3，而是1+2+3=6。农业农村有干头，乡村振兴有盼头！”

看来，芝麻花生的事儿，还真能做很大。③5

——记者蹲点

根越深，心越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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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6月2日晚，在
上海举行的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闭幕式
上传来好消息，由河南豫剧院三团打造的
豫剧现代戏《重渡沟》荣获第十六届中国
文化艺术政府奖“文华大奖”。至此，我
省戏剧剧目连续6届获得“文华大奖”。

据悉，中国艺术节是目前我国规格
最高、最具影响力的国家级文化艺术盛
会，文华奖是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专业
舞台艺术政府最高奖。自 2004年起文
华奖与中国艺术节奖两奖合一，三年举
办一届。本届中国艺术节共有 38台剧
目参评，最终评出10台获奖剧目。

豫剧现代戏《重渡沟》是根据洛阳
市栾川县潭头镇原副镇长马海明的真
实事迹创作而成。主人公马海明颇具
前瞻意识，最早把重渡沟的美、旅游开

发、精准扶贫三者有机结合起来。该剧
以严谨的现实主义手法，刻画了一个当
代基层共产党员的鲜活形象，让“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深入
人心，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和艺术特色。

《重渡沟》与《焦裕禄》《村官李天
成》构成讲述基层领导干部的“公仆三
部曲”，该剧从 2015 年开始打造，历经
易稿 30多次，无数次打磨提高，精益求
精。创作期间，主创人员多次赴重渡沟
景区采风、体验生活，并先后两次赴重
渡沟景区进行封闭排练。

值得一提的是，饰演主人公马海明
一角的贾文龙，在人物性格刻画上突破
了以往塑造“焦裕禄”“李天成”的表演
风格，充分展示了其高水平的声腔艺术
和表演水平。③5

豫剧《重渡沟》获“文华大奖”
我省戏剧剧目连续6届获此奖项

66 月月 11 日日，，商水县郝岗镇范庄商水县郝岗镇范庄
村村，，秸秆打捆机在刚刚收获的麦田秸秆打捆机在刚刚收获的麦田
中作业中作业。。⑨⑨33 吕耀光吕耀光 摄摄

·

《重渡沟》剧照 河南豫剧院三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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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美经贸磋商的中方立场》白皮书发布

磋商严重受挫责任在美
原则问题中方决不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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