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防火

省气象局的数据显示，2020
年 10月麦播以来全省平均气温
偏高，日照时数正常，降水正常
略偏少。2021 年 1月以来全省
降水偏少，全省平均降水量仅
8mm，较常年同期偏少六成。

1月中旬起，全省气象干旱
开始显现，且发展迅速，至 2 月
13 日，全省有 78%的站点出现
轻度及以上等级气象干旱，主要
分布在淮河以北大部，其中焦
作、郑州、平顶山、洛阳、漯河共

有 10 个站点出现中度气象干
旱。2月 13日、14日，在自然降
水和人工增雨的共同作用下，全
省普降小雨，有利于缓解气象干
旱。

目前，我省大部分测站墒情
适宜，豫北、豫中、豫西及豫西南
局部地区墒情不足。全省一、二
类苗总和占比较去年同期有所
提 高 ，约 为 79.9%（约 6791 万
亩），漯河、周口、驻马店、商丘等
地一类苗比例在80%以上。

本报讯（记者 高长岭）“人民胜
利渠从 1月 8日以来持续引水，目前
流量超过了每秒 10立方米，焦作市、
新乡市 16万亩农田得到及时灌溉。”
2月 19日，河南省人民胜利渠管理局
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说，今年人民胜利
渠灌区将实行现代化改造，首期工程
项目初步设计正在编制。

为保障粮食安全，助力乡村振兴，
省水利厅提出，今年将提升农田水利
基础设施建设，启动人民胜利渠等大
型灌区现代化改造，实施15处灌区配
套改造，新增恢复灌溉面积 65万亩。
同时，推进内乡县打磨岗灌区、唐河县
虎山灌区规范化、标准化建设。

据介绍，“十三五”期间，我省相
继在 98个大中型灌区实施续建配套
与节水改造，新增恢复灌溉面积 253
万亩。38处大中型灌区节水技术改

造后，年增节水能力 9588万立方米，
灌 溉 水 利 用 系 数 由 0.601 提 高 到
0.616，到“十四五”末，这一数字将提
高到0.624。

除原有灌区进行改造外，我省正
在实施的十大水利工程，可年新增供
水能力 17.81 亿立方米，新增灌溉面
积 338.7 万亩，与之配套建设的项目
也在加快推进。其中，小浪底南岸灌
区和北岸灌区可以增加灌溉面积
100多万亩；赵口灌区二期工程建成
后，灌区面积将达 587 万亩，比原来
增加 220.5 万亩，成为我省第一大灌
区、全国第四大灌区，可年增产粮食4
亿斤以上。目前，各地把灌区建设与
高标准农田建设结合起来，积极编制
可研报告、设计报告，积极推动灌区
配套工程建设，争取早日充分发挥水
利工程综合效益。③5

抗旱保墒 讲究“技术含量”

□本报记者 李若凡 刘红涛

2月 19日，我省多地气温蹿到了22℃以上。在阳光、

大风的加持下，全省旱情进一步发展。目前，我省旱情最

新发展情况如何？对冬小麦造成什么影响？根据目前气

象条件，农民应采取哪些措施，如何进行科学管理？

目前，全省各地冬小麦已陆
续返青，轻度缺墒有利于小麦根
系下扎，提高深层土壤水分利用
率。但持续干旱将影响小麦正
常拔节，并对个别旋耕后未压
实、中度缺墒且无灌溉条件的麦
田有一定不利影响。

省农技总站高级农艺师蒋向
建议，根据早春土壤墒情变化和
温度情况，对旱象已经显现且影
响小麦正常生长发育的麦田，在
土壤化冻后，及时进行浇灌，以改
善土壤墒情，保苗稳健生长，并注
意浇后及时破除板结，提温保墒，
促苗稳健生长。

同时，抗旱保墒要广辟水源，

提前修缮建设农田集雨蓄水设
施，维修和开掘灌溉水井，疏通灌
溉渠道，开展抗旱浇灌。有灌溉
条件的受旱地块，集中有限水源
浇水保苗，推广喷灌、微灌等节水
灌溉技术，灌溉后采取浅中耕，切
断土壤表层毛细管，减少蒸发；水
源不足的地块采取输水管、水袋
灌溉，扩大灌溉面积；无灌溉条件
的旱地麦田，土壤化冻后及时镇
压，提墒保墒。适时喷施叶面抗
旱保水剂，增加植株穗部水分，提
高植物抗旱性。合理改种，对丘
陵旱地因旱绝收地块，根据当地
生态条件和当前气候条件，因地
制宜搞好春播，不留空地。③8

目前，一次中等强度的“拉尼
娜”事件已经形成，容易造成我省
冬春季降水偏少，气温偏高。据
预测，2021年我省农业气象年景
总体偏差，今年春天干旱、低温、
阴雨等极端天气发生概率增大，
防灾减灾形势严峻，省农业农村
厅已发布小麦防灾减灾保丰收预
案，要求各地提前做好预案。

“因近期气温明显偏高，土壤
失墒较快，预计18日至22日全省
土壤缺墒站点比例可能由20%提
高至34%。”省气象科学研究所农

业气象中心工程师张溪荷说。
预 计 2 月 18 日 至 3 月 19

日，全省降水略偏少，气温仍偏
高。预计 2月底到 3月中旬，有
3次降水过程，以小雨为主，时间
为：2月 27日至 3月 1日、3月 7
日至 10 日、3 月 16 日至 18 日。
同时，2月 23日早晨沿黄及其以
北地区、西部山区最低气温降至
1℃~3℃，达到寒潮。各地应密
切关注旱情发展，科学开展春
管，加强林火监测，同时防范大
风降温带来的不利影响。

受“拉尼娜”影响，我省冬春降水少、气温高

1月以来全省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少六成

抗旱保墒需要注意啥

大型灌区现代化改造启动

本报讯（记者 谭勇）2月19日，记
者从省应急管理厅（省森林防灭火指
挥部办公室）获悉，近期，我省气温回
升较快，大风天气多，且无有效降雨，
森林火险等级依然维持高位。未来一
周，全省森林火险等级均在3级（中度
危险等级）以上，部分地区为 5级（极
度危险等级），防火形势不容乐观。

据天气预报，2月 18日至 3月 19
日，全省降水与常年相比偏少，气温
偏高。未来一周气温回升较快，最高
气温将达到 25℃左右，且风力较大，
大部地区偏北风5级左右，阵风7级。

随着春季到来，天气转暖，进入
林区踏青旅游人数大量增加；元宵节
前后燃放花灯、民间祭祀活动增多；
春耕生产逐渐展开，烧荒、燎地边等
现象也逐渐增多；林区各类建设项目
和经营活动开工复工，生产生活用火
数量增加，火源管控难度加大。加之
干旱少雨，火灾隐患加大。

鉴于上述因素影响，省森林防灭
火指挥部办公室组织省应急管理厅、
省气象局、省林业局等部门，就近期
森林火险形势进行会商，综合研判认
为：近期是我省森林防火一年中的关
键期，未来一周形势比较严峻，全省
森林火险等级均在 3 级（中度危险
等级）以上，尤其豫北太行山区、洛阳
黄河沿岸地区及豫东南大别山区森
林火险为5级（极度危险等级）。

面对当前严峻的森林防火形势，
省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要求，各
级森林防火机构要加强防火宣传，做
好森林防灭火调度工作。各级政府、
森防指成员单位以及林区经营主体
要切实落实各自防火责任，严格林区
火源管理，加大巡护力度。各森林消
防专业队及其物资装备要靠前驻防，
做好“打早打小打了”准备，最大限度
减少森林火灾危害，坚决遏制重特大
森林火灾发生。③6

森林防火进入关键期

受受““拉尼娜拉尼娜””影响影响 我省干旱面积扩大我省干旱面积扩大

未来一周，全省森林火险等级均在 3级（中度危险等
级）以上，部分地区为5级（极度危险等级）。

灌溉

“十三五”期间，我省相继在 98个大中型灌区实施
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新增恢复灌溉面积 253万亩。

这大概就是英雄的模样，是
经年累月的执着坚守，更是
刹那间的生死抉择。

●● ●● ●●

代表委员履职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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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点

“推动过程农业系统工程建设至
关重要。希望更多的土壤活起来、会
呼吸。”2月 19日，记者在郑州再次见
到全国人大代表、河南远东生物工程
有限公司技术部部长党永富，与往常
一样，他仍是两句话不离“治土”本行。

2018 年全国两会，党永富带着
两瓶泥土、两簇麦苗参会，令人印象
深刻。常年忙碌奔波在田地里，皮肤
晒得黝黑，双手长满老茧，但他“土代
表”的称呼却不是因此得来。“几十年
做农民跟土打交道，想的是土、治的
是土。”党永富说。

30多年来，这位“土代表”专注治
土，开发出“三土三方”系列技术，破解
了化学农业转型升级、碎片化农业往过
程农业系统工程发展中的难题，在全国
12个省近百个地市，让2600多万亩因
除草剂残留被污染的农田重获生机。
2017年起，他连续4年捐赠高分子有
机水溶肥料专利产品，用在59万亩耕
地中，在减少化肥使用量590万公斤的
同时，增产粮食3835万公斤。

“田间地头最能发现问题，脚踩泥
土，心里可踏实。”党永富说，平日里他
最爱待在田地里，和农民群众在一
起。2020年全国两会结束的第二天，
党永富就来到延津县、西华县，深入田

间地头宣讲两会精神。“宣讲不仅要趁
热打铁，还要讲老百姓想听的东西。”党
永富说，“比如讲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怎么让大家能感同身受？我就讲
化肥减下去不污染就是绿水青山，增收
了、腰包鼓起来就是金山银山。”

治土治得有成效，作为人大代
表，党永富履职尽责却不局限于自己
的“一亩三分地”，而是自觉服从和服
务大局，不断增强在大局下思考、在
大局下发声的本领。2018 年，第十
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
过了土壤污染防治法，这让党永富感
到欣喜，他说，土壤污染防治终于有
法可依了。去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
该法的贯彻实施情况开展执法检
查。通过参加执法检查，这位土壤污
染防治战线的老兵更加认识到，要想
从根本上治理污染，必须走依法治理
的路子。为此，他建议推动耕地有关
立法，在耕地保护方面从重数量向数
量和质量并重转变；同时，要强化科
技赋能，依靠科技的力量治理土壤污
染，实现“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代表履职不能说外行话，今年
我准备的每个议案建议都来源于一
线调研和深入思考。”党永富说，人大
代表要为老百姓说话，说老百姓的
话，破解“土问题”的建议更要接地
气，散发泥土芬芳。③8

本报讯（记者 李点）2 月 18日，
省人大常委会机关 2021年党的建设
暨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召开，传达
学习十届省纪委六次全会精神，部署
全面从严治党和党风廉政建设工作。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赵素萍、马
懿、徐济超、张维宁、李公乐和秘书长
吉炳伟出席会议。赵素萍在讲话中
指出，过去一年，在省委的坚强领导
下，省人大常委会机关坚持以党的政
治建设为统领，忠实践行为民宗旨，
各方面工作取得了新成效。

赵素萍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把讲政治贯穿始终，做到清醒坚定、
绝对忠诚，切实增强坚持和完善国家
根本政治制度的思想自觉、行动自
觉。要把重担当贯穿始终，围绕中
心、服务大局，把履职聚焦到落实中
央、省委决策部署上来，大力推动新
发展理念贯彻落实。要把严和实贯
穿始终，做到风清气正、人心思进，着
力营造良好政治生态，驰而不息正风
肃纪，严格执行各项制度，以党的建
设高质量推动常委会及机关工作高
质量。③9

全国人大代表党永富

手中捧沃土 心中有大局

省人大常委会机关党的建设
暨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召开

本报讯（记者 李点）2 月 19日，
省委统战部召开贯彻落实省委巡视
组反馈意见整改工作动员会，深入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
要讲话精神，对省委巡视反馈意见整
改工作进行部署，以党的建设高质量
推动统战工作高质量。

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孙守刚出
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要坚持从政
治上看待，始终坚定“两个维护”的高
度自觉，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
悟力、政治执行力，深刻把握政治巡视
要求，进一步提升政治站位；深刻把握
政治机关的定位，进一步提升政治自
觉；深刻把握政治干部的角色，进一步
提升政治能力。要坚持从政治上改

起，始终抓牢巡视整改的着力重点，强
化理论武装，解决学习有差距问题；对
表对标，解决落实不到位问题，守好阵
地，解决防线不牢靠问题；落实从严要
求，解决责任压不实问题；严明组织纪
律，解决基础不扎实问题，一条一条抓
整改，一项一项见实效。要坚持从政
治上落实，始终做到高标准严要求推
进整改，压实责任、标本兼治、较真碰
硬，做到一改到底、见底见效。要坚持
从政治上坚守，始终保持担当有为的
竞进姿态，把准坚定正确的方向，树牢
实干实绩的导向，激发守正创新的精
神，锻造善抓落实的本领，以真改实效
体现忠诚担当，以竞进出彩诠释奋进
有为。③8

省委统战部召开贯彻落实省委
巡视组反馈意见整改工作动员会

本报讯（记者 龚砚庆 实习生
钱程）2月 19日，副省长武国定到尉
氏县调研春季麦田管理工作。

武国定一行深入尉氏县张市镇
田间地头，查看小麦苗情长势和土壤
墒情，听取农业专家、技术人员和当
地农民关于麦田管理的情况介绍，了
解当前小麦生产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武国定强调，今年是“十四五”开
局之年，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
之年，夺取夏粮丰收意义重大。当
前，正是春季麦田管理的关键时期，

气象条件总体不利，旱情有扩大趋
势。要分类抓好麦田管理，对墒情不
足的要及时浇水补墒，对弱苗要及早
浇水追肥，对旺苗要控旺转壮。要切
实抓好病虫草害防治，要加强监测，
科学防治。要扎实做好春耕备播，组
织好化肥、农药、种子等农资调运，加
强市场监管，保障市场供应。要搞好
气象服务，适时开展人工增雨。要加
强技术指导，组织专家、农业技术人
员把技术送到田间地头，为夏粮丰产
丰收打下坚实基础。③6

牺牲战士的青春战歌，为祖国而唱

分类抓好麦田管理
扎实做好春耕春播

2 月 18 日，
工人在位于长葛
市的河南晟丰科
技有限公司车间
内作业。该公司
采用德国西门子
技术建设的生产
线，是我省智能
化程度最高的不
锈钢六连轧生产
线。⑨6

本 报 记 者
邓放 摄

2月 18日，扶沟县崔桥镇毛寨村农民全面开展以浇水、施肥为重点的冬
小麦田间管理，保证小麦返青期正常生长。⑨6 卢付昌 摄

豫论场

□刘婵

祖国西部边陲，喀喇昆仑高原，因

在边境冲突中誓死捍卫国土，中央军委

为 5名官兵授予荣誉称号、记一等功。

在 4 名牺牲的英烈中，肖思远、王

焯冉 2 名战士，都是 1996 年出生的河南

好男儿，一人来自新乡延津，一人来自

漯河。河南这片土地自古以来英雄辈

出，这份英雄谱名单长得令人无法完整

列出，古有花木兰、岳飞，今有殷晓非、

申亮亮，眼下则是肖思远、王焯冉！

1996 年出生，牺牲时年仅 24 岁，青

春不朽。脱下军装，他们在父母眼中，

或许都只是稚气未脱的孩子。可穿上

军装，他们就得是什么苦都能吃、赤胆

忠诚皆为祖国的边防军人。这是国家

无战事但边关有牺牲的年代，这身军装

里，藏着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那是生

命与血交织着的青春战歌。

战火硝烟那一抹冷月，边防哨所那冰

雪茫茫，洪水泥泞那一堵堵人墙，地震废

墟那熟睡的脸庞……我们的岁月静好，国

家的长治久安，是因为有这样一群英勇的

年轻战士在负重前行，甚至壮烈牺牲，以

青年之名，抒青春战歌。这股战斗精神、

英雄气概，不仅要在英雄的儿女身上传

递，更应激荡在每个人心间，激励每个人

百折不挠拼搏、顽强不屈奋斗，汇聚起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力量。

青春是什么？战士们用生命给出

了答案。疫情防控阻击战中，还有很多

的 90 后、00 后，用行动作出了回答。他

们不畏艰险、冲锋在前，他们舍生忘死、

甘于奉献，他们和父辈一样，甚至比父

辈更勇敢、更坚定地屹立在中国的万里

长城之上，守卫着这片伟大的土地。

“我站立的地方是中国，我用生命

捍卫守候。”这是高原边防官兵最喜爱

的一首歌。其实，对每个普通人来说，

你所站立的地方，就是你的中国；你怎

么样，中国便怎么样；你是什么，中国便

是什么；你有光明，中国便不会黑暗。

人们自然会给我们这代人画一个素描，

世界会从中看到中国人明天的样子、中

国明天的样子。这个样子，让国家欣

慰，让人民满意，让未来海阔天空。

“我们就是祖国的界碑，脚下的每一

寸土地，都是祖国的领土。”牺牲战士肖思

远在日记里写下铿锵誓言。这大概就是

英雄的模样，是经年累月的执着坚守，更

是刹那间的生死抉择。“人民英雄永垂不

朽”“以身许国，青春无悔”，人们向英雄献

上的每一条致敬，都传递着对英雄精神的

崇尚，汇聚起推动时代和社会前行的力量。

我们以祖国有这样的英雄而骄傲，

我们以生在这个英雄的国度而自豪！

烈士不朽，精神永存！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