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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建新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冰珂
本报通讯员 杨国栋

一位普通庄稼汉，潜心繁育新种子，一
干就是数十年；他繁育的种子成功搭载“神
舟十号”飞船、“实践十号”等返回式卫星遨
游太空……他就是宝丰县肖旗乡枣庄村农
民、河南航宇种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常天佑。

6月 7日，宝丰县肖旗乡枣庄村的试验
田里，常天佑和技术人员正在对小麦新品
种“航宇 19”进行面积测量、实收单打。“面
积 1.9亩，播种日期为 2020年 10月 25日，
亩播种量 20斤，收获净小麦 2577.1 斤，平
均亩产 1356.4斤。”看着实收单打的数据，
个子不高的常天佑幸福地笑了。

“‘航宇 19’小麦新品种是在搭载‘神
舟十号’飞船的小麦后代基础上培育的，抗
性好、产量高、商品性好、大田表现突出。”
常天佑说，目前该品种已经在黄淮南片（陕

西、河南、安徽、江苏）100多个县市的 200
多个试种点进行了试种，平均亩产大多在
1300 斤以上，高产攻关田增产潜力多达
1600斤。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近年来，宝丰县
高度重视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和优良品种选
育推广，大力培育、引进农业关键核心技术
人才，为种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技
术和人才支撑。常天佑便是其中之一。

1993 年，高中毕业的常天佑回到家
乡，看到群众都到县城购买种子，非常不方
便。头脑灵活的他看准商机，在村里经营
起了种子销售。由于种子质量好、价格低，
而且服务周到，他很快立足，成了群众心目
中的“土专家”。

但在经营过程中，虚心好学的他慢慢
发现了问题：一些老品种种子虽然价格低，
可产生的经济效益也很少，老百姓种一季
赚不了多少钱；一些新品种价格高、货源
少，种植户都持观望态度，严重影响了种植

积极性。
“咱自己培育新品种咋样？”常天佑把

想法告诉妻子，得到了极力反对。但他认
准的事，不可能改变。2005年，常天佑不
顾妻子和亲朋好友的反对，拿出多年来的
积蓄，注册了河南航宇种业有限公司，从事
种子新品种育种和经营。

可育种哪是简单的事。一次次失败，
并没有销蚀他的毅力和耐心。他全身心投
入在科研攻关上，就连得了肠胃炎、身体出
现严重不适时，也不撤离“战场”。

不服输的常天佑没有被困难所打倒，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每天都是两点一线：
试验田——办公室，办公室——试验田。
记录、观察、筛选、比对，每一项工作都亲力
亲为，一丝不苟。

2009年，全省实施科技特派员行动计
划，小有名气的航宇种业被确定为宝丰县
唯 一 一 家 省 级 科 技 特 派 员 协 作 单 位 。
2013年以来，公司先后与中国航天科技集

团合作，将小麦种子和甜瓜种子带进太空，
圆了常天佑的航天育种梦。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科技特派员的帮
助下，常天佑成功培育出小麦新品种“航宇
19”，并于日前通过国家审定。常天佑和他
的技术团队还研发出了近百个超级小麦稳
定品系，累计创制多样性、特异性种质资源
3048 份、骨干育种材料 620份、待鉴定新
品系230份。

此外，他还完成省级科研成果 3项，培
育出优质小麦新品种（系）6个，拥有“航宇
冬丽”“航宇冬美”“报丰冬秀”等韭菜新品
种的自主知识产权，累计推广面积达 10.8
万亩，创造出了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和生态环境效益。

“只要认准了，我就一定会坚持到底。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培育、引进更多适合宝
丰县以及全省，乃至小麦主产区种植的小
麦新品种，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增效，为粮食
生产再作新贡献。”常天佑说。8

平顶山市

“把脉开方”让信访举报提质减量
本报讯（记者 张建新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冰珂）“和

纪委的领导约定时间，面对面沟通和反映问题，我对这样的形
式非常满意……”日前，汝州市王寨乡十字路村来访群众王某
对平顶山市纪委监委班子成员开门约访点赞。

今年以来，平顶山市纪委监委聚焦重复信访举报、重要信
访举报和初次实名举报，从畅通渠道、筛查线索、化解积案、压
实责任等方面入手，制定十项具体措施，及时发现问题、解决
问题，切实做到“基层反映、纪委反应”。

该市紧盯乡村振兴、生态环保、教育医疗重点领域，加大
对换届选举、“一把手”监督、基层小微腐败等信访举报的专题
性分析，认真查找问题，深入分析原因，规范权力运行，降低信
访增量。同时，该市还加强市县乡三级联动，积极开展源头治
理，扭转反映农村党员干部信访举报高位运行的态势。

“畅通信访渠道，牢固树立了群众意识；筛查问题线索，突出
了问题导向；化解疑难积案，提高了群众满意度；压实主体责任，
做到了件件有结果。”平顶山市纪委副书记、市监委副主任赵晓
磊说，“把脉开方”让信访工作减了存量、遏了增量，提了质量。

据统计，今年第一季度，平顶山市纪检监察机关共接受检举
控告业务范围内信访举报377件（次），同比下降31.5%。8

本报讯（记者 张建新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冰珂）
6 月 8日，汝州市紫云路街道马窑村的农家书屋里，村干部马
俊敏像往常一样，将村民阅读过的书籍整理好，放回书架。身
后书柜中，2000余册书籍按照少年儿童类、科普类、国防军事
类、文化教育、报纸杂志等类别，有序摆放。

“大家平时比较喜欢看跟农业、法律相关的书籍，孩子们
最喜欢看故事书和绘本。书架要经常整理，卫生也要打扫干
净，方便村民借阅。”马俊敏说，她负责农家书屋的日常管理，
主要是书屋维护、村民借阅登记等日常工作。

但在以前，这个农家书屋却管理滞后。去年2月，汝州市
委第六巡察组进驻汝州市委宣传部开展巡察，指出部分农家
书屋存在“重建设轻管理”的问题，导致这一基层文化阵地没
有真正发挥作用。

怎样让农家书屋建得好、用得好？汝州市委宣传部走访
调研，掌握群众阅读需求，有针对性地配送党建、科普、文学、
蔬菜种植、家禽家畜养殖等农民看得懂、用得上、对胃口的书
籍，让农家书屋更有“农味儿”。

此外，该市对农家书屋管理员进行不定期检查，并通过教
育培训，强化服务意识，提升服务水平。目前，该市 436个农
家书屋全部按照统一模式进行规范化管理，真正让农家书屋
走近农民，成为农民学习提升的“充电站”。8

汝州

436个农家书屋为农民“充电”

本报讯（记者 张建新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冰珂）
6 月 8日，记者从平顶山市消防救援支队获悉，该支队下属
12 个大队党委、15个队站党支部与辖区 23个党组织签订联
创联建协议，包含组织建设、资源共用、实事联办等方面，形成
聚合态势，推动党史学习教育由“一片红”到“全面红”。

联创联建聚合力，让党史学习教育“活”起来。支队机关党
委与中国银行平顶山分行党委共商“互联网+党建”新模式，引
入“复兴壹号”APP，实现在线参与组织生活、学习测试、党费缴
纳和党建宣传；叶县东环路消防救援站与“鹰城红色第一村”段
庄村党支部结对子，探寻红色记忆，扩大“蓝焰朋友圈”。

办好实事践初心，让党史学习教育“暖”起来。支队出台
“我为群众办实事”10项措施，涵盖优化消防窗口服务、简化
行政审批流程、消防技术服务直通车、免费预约服务等方面；
免费开放消防救援站和科普教育基地，邀请联盟成员参观、体
验，全方位提升群众消防安全意识。

动态融合树形象，让党史学习教育“亮”起来。支队不断
加强与各部门的沟通协作，推进典型培树工作，下属单位和个
人先后获得省市荣誉；释放先进集体的引领力和带动力，不断
激发队伍活力。8

平顶山市消防救援支队

“党建联盟”聚力党史学习教育

宝丰农民常天佑——

潜心十余年 良种梦终圆

本报讯（记者 张建新 薛迎辉）“你才22岁，就这样死了，
值得吗？”“为了你们！我选择战斗！”……情景剧《我们的青
春》中，跨越 76年、同为 22岁同龄人的环环相扣的问题扣人
心弦，激发了现场观众深情的共鸣。

6月 8日，平顶山市 10万高校学子同上“奋斗百年路 启
航新征程”党史思政大课启动仪式在平顶山市文化艺术中心
举行。活动分为“弘扬爱国奉献精神”“牢记拼搏奋斗精神”

“发扬科学求真精神”“坚持知行合一的实践精神”四个篇章。
青年学生们以朗读、歌舞和合唱的形式，通过跨越时空的对
话，向众多革命先烈、科学家、共和国脊梁等追问信仰和生命
的价值，从中坚定对共产主义理想的信念，以青春之自我去弘
扬爱国主义精神，展现新时代大学生的时代担当。

据了解，本次活动是平顶山市为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进校
园、进课堂，在全市高校开展的一次党史思政大课，也是推进
全市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生动实践。

仪式启动后，党史思政大课随即开讲，授课采取现场讲、云
直播、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河南城建学院马克思主义
学院副教授陈振国以《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为题开讲“第一课”，全市10万名高校学子同步收听收看。8

平顶山市

十万高校学子同上“思政大课”

近年来，郏县李口镇充分发挥平顶山近郊优势，发展特色果
蔬种植等产业。图为瓜果成熟，群众笑容满面。8 张建新 摄

“黑科技”赋能
高标准农田

“老把式”输给了
“新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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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建新 河南报业全
媒体记者 王冰珂 通讯员 王孟鹤）6月
6日，在叶县邓李乡何马村旁边，几台打
捆机正在紧张作业。“我们打一捆秸秆，
收取30元作业费，平均一亩地打一捆。”
机手任海宝就职于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永
进牧草作业公司。该公司从宁夏带来了
20台打捆机和 10台搂草机，目前全在
叶县境内作业。

今年“三夏”期间，平顶山市农机部
门积极推动秸秆打捆回收综合利用，组
织了1160台打捆机，在小麦收割后进行
打捆回收作业。

“一捆秸秆直径1.5米左右，长1.8米，
估计重量在250公斤以上。”平顶山市农
业机械技术中心生产服务科科长李长河
说，小麦秸秆既可以用于牛、羊等畜牧饲
养，也可以用于生物发电、制浆、生产3D
激光打印新型复合材料等。

“小麦收割机不再加装二次秸秆粉
碎机，每亩少收农户5元，仅此一项农民
节约支出至少500万元以上。而且秸秆
及时清运，可以尽快开展夏种，政府禁烧
压力减轻了。”叶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副
主任刘长城说，此外，打捆、清运、储藏、
销售，各类社会服务组织也各自获利，可
谓一举多赢。

据估算，平均每亩麦田秸秆可创造价
值80元。“目前全市小麦秸秆打捆回收面
积在100万亩以上，计算下来各方从地里
捡回了8000万元。”平顶山市农业机械技
术中心主任王振东介绍，“秸秆打捆回收综
合利用已成为当前的发展趋势，我们将更
加关注秸秆打捆回收综合利用工作，增加
粮食作物生产附加值，助力乡村振兴。”8

“从地里捡回
8000万元”

秸秆回收助增收8 王毛生 摄

叶县高标准农田鸟瞰叶县高标准农田鸟瞰88

太阳能捕虫灯8颗粒入仓8

仓廪实、天下安。近年

来，平顶山市坚持最严格的

耕地保护制度，坚守耕地红

线，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

技战略，农业高质量转型升

级取得突出成就，成功入选

第一批国家农业“两区”（国

家农业可持续发展试验示

范区、国家农业绿色发展试

点先行区）。

“粮”来自于良田、良

技，千里沃土藏着食粮，藏

着丰收和希望；科技之光点

亮粮食生产，点亮全面小

康。本报撷取三个小故事，

以小见大，讲述发生在平顶

山的“三农”故事。

□本报记者 张建新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冰珂

一位是种地“老把头”王建国，一位是
新型农民王伟伟，父子二人比试种地，谁会
更胜一筹？

王建国今年59岁，高中毕业后一直种庄
稼，是周边有名的种粮老手，后来还在镇上开
了一家农资商店，并流转了300亩土地种庄
稼。王伟伟今年30岁，于河南农业大学植保
专业毕业后，帮父亲打理农资店，用四五年时
间将其发展成大型农资批发超市，业务覆盖
平顶山市所有县（市、区）。

虽然农资店经营有功，但在种庄稼上，
王建国从不让王伟伟插手。王伟伟偶尔建
议父亲科学种田，王建国都是满脸的不服
气。说的次数多了，王建国便提出了比试：

“咱家的地一分为二，咱俩各种一半，来年
比比谁的产量高！”

6月2日，平顶山市湛河区曹镇乡秦庄村
地头，一向爱说爱笑的王建国郁闷不已，因
为比赛输了：150亩耕地，同样的麦种，天天
都去地里侍弄庄稼，每亩地比儿子多施15
斤化肥，但总量比儿子少打30000多斤小麦。

“伟伟，咱的地一样，种子也一样，俺施
的化肥比你多，投入的精力也比你多，为啥
产量没你的高呢？”王建国思前想后不得
解，向王伟伟要秘诀。

“爸呀，靠老套路不行了，要科学种田，
让庄稼健康成长。”王伟伟笑着说。“优质种
子、一喷三防，俺咋没有科学种田了？”王建
国追问。

“种地就像养孩子，要营养均衡。吃少
了营养不良，吃多了不消化。测土配方施
肥，缺啥补啥效果才好。”王伟伟说，“你的
地施肥过多，小麦前期旺长，所以倒伏得
多，产量肯定要降低。”

看着父亲若有所悟，王伟伟继续说道：
“另外，我种麦前，深耕了土地，不但能提高
土壤的保水性、保肥性，还有利于小麦根系
延伸扩展，吸收充足的营养，促进小麦生
长，提高产量。”

“虽说经验大似学问，但是科学的力量
还是大呀。忙一辈子，不如学一阵子，看来
以后还是得多学习，科学种庄稼。”王建国
眉开眼笑地说。8

本报讯（记者 张建新 河南报业全媒
体记者 王冰珂）6月 6日，叶县 5.6万亩高
标准农田核心区小麦进入收获期。仙台镇
吴哲村，伴随着阵阵轰鸣声，几台大型联合
收割机张开双臂，将金黄色的麦粒收获入
仓，秸秆被粉碎还田。

种粮大户王小刚将机动农用车开进地
里，紧贴着收割机停下。金黄的麦粒从收割
机斗形槽里漏出，翻滚进机动车车斗内。装
袋、称重……“今年俺种了200多亩小麦，每
亩收成达到了1300多斤。”王小刚兴奋地说。

好地才能多打粮。2019年、2020年，叶
县投入资金3.98亿元，建设高标准农田示范
区20万亩，并在此基础上，自加压力、拔高标
准，按照亩均投入不低于3000元的标准，集
中连片打造高标准农田核心区5.6万亩。

王小刚的 200多亩土地，就在核心区
内。作为高标准农田的“升级版”，核心区
内，土壤墒情监测、病虫害监测、自动化灌
溉、气象观察、植保无人机等设备一应俱
全，大数据、云计算等“黑科技”被广泛应
用，为传统农业“赋能”。

“那个院子是智慧农业物联网控制中
心。工作人员可以根据大田里监测的数据，
给出最好的解决方案。”王小刚指着不远处
的院子说，“不仅如此，庄稼成熟时，农机局
统一调配收割机，最大限度降低机收损耗。”

作为农业大县、产粮大县，近年来，叶
县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把高标准农田
建设作为提高粮食产量、发展乡村产业、助
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实现推进全域化、
建设标准化、管理智慧化、经营集约化、管
护长效化、产业融合化“六化”同步发展。

截至目前，叶县已累计建成高标准农
田 78.5万亩。据农业部门统计，高标准农
田项目区内，小麦、玉米、花生等作物均不
同程度增产，农田的生产能力和综合效益
显著提高。8

“今年俺种了200
多亩小麦，每亩收
成 达 到 了 1300
多斤。”

1300
多斤

“目前全市小麦秸秆
打捆回收面积在
100万亩以上，计算
下来各方从地里捡
回了8000万元。”

100
万亩

（（本栏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叶县县委宣传部提供本栏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叶县县委宣传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