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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库伦旗——

沙地种出高产稻
本报记者 罗 霄 通讯员 李海江

我国粮食连年增产，新的粮食增长点在哪里——

薯 类 增 粮 空 间 大
本报记者 黄俊毅

本版编辑 邵 红

来 自 抗 旱 一 线 的 报 道

8 月的内蒙古库伦旗塔敏查干沙漠，绿色的草
木与遍地黄沙形成鲜明对比。散布于沙地中的一片
片水稻田吸引了记者的目光。

“沙坨子地干旱，渗水也快，本来没条件种水
稻。是旗里引进了沙地衬膜种水稻技术，才让昔日
这人见人厌的沙坨子变成了高产水田，水稻亩产平
均能达到 600 公斤呢。”在当地从事衬膜水稻种植
已经十几年的茫汗苏木毛敦塔拉嘎查农牧民额尔敦
毕力格介绍。所谓沙地衬膜水稻，就是平整沙丘
后，在地面挖 50 厘米左右深、1 亩到几亩大的平
底坑，在坑底及四壁衬垫塑料膜防止水、肥渗漏，
然后回填沙土修成略高于地面的畦田，再在田旁打
塑管井浇灌畦田种水稻。因为沙地绿色无污染，再
加上当地农牧民种水稻都只用农家肥，所以产出的
大米口感和质量都特别好，每年不等水稻收获就被
定购了。人均种植 1 亩衬膜水稻，吃粮问题就解
决了。

库伦旗有一半土地处在沙区、沙地，粮食产量
一直上不去。在落实内蒙古自治区的发展思路中，
库伦旗寻找发展突破口，依托沙区地下水层浅的地
理特点，大力发展衬膜水稻产业，打造特色和绿色
有机品牌，富裕当地农牧民。力争到 2015 年实现
沙区农牧民人均种植一亩地衬膜水稻的目标。

“建一亩衬膜水稻田，一次性投入约 3000元左
右，使用年限在 10 年以上。”库伦旗政府有关部门
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为充分调动沙区群众发展衬
膜水稻的积极性，库伦旗整合整村推进、产业化扶
贫等项目资金，无偿为农户打配塑管井、提供衬膜
用塑料，并积极协调金融机构为种植户提供贷款支
持。今年，库伦旗衬膜水稻种植面积已经扩展到1.2
万亩。

贵州从江——

农民抱团闯市场
本报记者 王新伟 通讯员 李田清

江苏丰县防汛抗洪保供电

主粮增产难度大

稻谷、小麦、玉米是我国人民三大主粮。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去年我国粮食总产
58957 万 吨 ，其 中 稻 谷 20429 万 吨 ，小 麦
12058 万吨，玉米 20812 万吨，三大主粮占
90.4%。近 9 年来，我国粮食连续增产，累计
增产 15890 万吨，年均增产 1765 万吨，增量
主要来自稻谷、小麦、玉米。一个客观的事实
是，连续九年增产后，主粮继续增产有难度。

首先，良种良法短期增粮空间已不大。
以玉米为例，据玉米遗传育种专家戴景瑞介
绍，通过实施种子工程，选育推广高产、优
质、多抗品种，9 年间，单产从 640 斤提高到
764斤。目前，我国农作物良种覆盖率已超过
95%，已近饱和。

其次，化肥增粮效果越来越差，负面效
应越来越大。我国粮食连年增产，化肥功不
可没。据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蒋高
明介绍，我国农田施用化肥较多，耕地肥力
下降，目前全国土壤有机质平均不到 1%。较
大比例的农田土壤不同程度酸化。

最后，粮食增产受水资源制约越来越大。
据国际灌溉与排水委员会主席、中国水利水电
科学研究院总工程师高占义介绍，农业灌溉是
用水大户，约占全社会总供水量的70％。据测
算，每亩春玉米需耗水 400吨，夏玉米约 250
吨，每生产一斤玉米约耗水1000斤。我国水
资源匮乏，全国年均缺水500多亿立方米。我
国33%的农业灌溉水要从地下超采。在水资
源短缺的情况下，增粮难度越来越大。

前不久，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经济
合作与发展组织在北京共同发布了《2013－
2022 年农业展望》，报告中预测，未来 10 年，
中国粮食消费每年将增长1.9％，但粮食生产
的年增长率只有1.7％。在供给紧平衡的形势
下，寻找新的粮食增长点，可谓迫在眉睫。

薯类增粮前景好

和三大主粮比，薯类首要优点是可利用

冬闲田。
“在种植面积上，中国的薯类作物接近

1000万公顷，其中马铃薯约540万公顷，甘薯
400多万公顷。在生产总量上，2012年全国产
鲜薯约1.7亿吨，折粮3400万吨。”国际马铃薯
中心亚太中心主任卢肖平说。南方有冬闲田
1600 多万公顷，种薯不到 65 万公顷，仅占冬
闲稻田的4%左右。如果这一比例能够提高到
10%，就可增加冬作薯类近100万公顷，即使
增收1500万吨，也能折合粮食300万吨。

薯类第二个优点是增产潜力大。目前，我
国水稻、小麦、玉米一般亩产在1000斤上下，
马铃薯亩产约2100斤，甘薯约2700斤。杂交
水稻之父袁隆平正加紧攻关，计划在 2020
年，实现水稻亩产 1000 公斤，实验室增产幅
度为 1倍。小麦、玉米可预期的增产潜力与水
稻大致类似。薯类作物增产潜能如何呢？这里
有几个数字。高淀粉甘薯目前普通亩产可达1
万斤，是全国甘薯平均亩产2700斤的2.7倍。
在黑龙江省克山县标准化地块，马铃薯亩产
已达4.2吨，是全国平均单产的4倍。

薯类第三个优点是适应性强，抗旱节水。
薯类耐瘠薄，耐干旱，具有良好而广泛的适应
性，可以在许多作物不宜生长的环境中生存，
并防止水土流失，保护生态环境。我国南方湿
热，贫瘠梯田可广种甘薯。西北干旱缺水，可
广种马铃薯。“研究证明，1吨水只能生产1公
斤小麦、0.5 公斤玉米，但可生产几十公斤马
铃薯。”卢肖平说。

薯类第四个优点是经济效益高。据黑龙
江省克山县马铃薯办公室副主任王子顺介
绍，马铃薯每亩纯效益 1000 元左右，是玉米
的 2 倍、大豆的 5 倍。如果种的是种薯，效益
更高，每亩可达 3000 元。陕西秦都发展红薯
种植 2 万亩，每年为群众增收 6000 余万元，
亩均 3000元。

诸多问题待解决

虽然增粮潜力很大，但薯类生产仍存在
诸多问题。

首先是消费习惯。薯类兼有粮食、蔬菜、

饲料等功能。目前世界上已有 70 多个国家，
把马铃薯列为主食，然而在我国，人们习惯
上仍以稻米、小麦为主食。“我国人均年消费
量只有 30 多公斤，不到一些发达国家人均
消费量 75公斤的一半。”卢肖平说。

其次，机械化耕作率偏低，专业机械亟
待开发。薯类长在土里，收获需要挖出，劳动
强度大。据测算，人工收获一亩红薯，单人至
少需要 3 天，而且破损率较高。如果用小四
轮拖拉机或牲畜牵犁收获，则收净率较低，
效率也不高。因此，薯类最需要大马力农机。
然而据农业部最新数据，目前全国薯类机
播、机收水平分别仅为 19.6%、17.7%，远低
于其他粮食作物。农业部调查了 379 个用
户，涉及 24 家生产企业的 28 个薯类农机产

品型号，发现部分机具对种薯规格、土壤质
地、肥料性状适应性不高，易出现漏播现象。

最后，储藏问题也很突出。薯类含水高，
难储存。就此，产薯大县河南襄城农业部门曾
作过调研，发现农户主要采取露天堆放、简易
地沟贮藏、通风窑贮藏等传统方式，黑斑病、
软腐病、茎线虫病、热害、冷害、水害多发，全
县每年产后损失近万吨。国家应尽快扶助地
方，建设电子控温贮藏库、臭氧灭菌贮藏库。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甘薯种植国，面积
达 400多万公顷，总产 1亿吨，分别占世界的
50%和 80%。我国马铃薯种植面积占世界的
四分之一，年总产 9000 万吨，接近世界总产
量的三分之一，单产不到发达国家水平的一
半。薯类增粮可谓前景无限，亟待开发。

湖北省宜都市流过一条江，因其“水色清
明十丈，人见其清澄”得名清江。数万农民在
清江以及三峡库区通过天然水域养鲟致富，
形成的社会产值达20亿元以上，其中年产鲟
鱼2万多吨，占全国总量的三分之一左右。

随着清江的鲟鱼越来越多，清江水不再
清澈。渔民说：“一天几吨的饲料投下去喂鱼，
撒药加上鱼的排泄物，水质越来越差。”尽管
如此，渔民养鲟热情依然高涨。

天峡鲟龙股份公司是湖南省最早养殖鲟
鱼的企业，在清江也有网箱养殖基地。公司董

事长蓝泽桥说，网箱的数量不应该超过水面
的千分之一，超过了这个标准，水质就会受到
影响。而现在的清江，5 万亩水面本来最多养
50亩网箱，却集聚了近1000亩网箱。

没有好的环境，鲟鱼的品质也会下降。如
何实现环境保护和产业发展的双赢？

既然江水养殖饱和，何不把江、河、湖传
统养鱼方式“搬”上陆地？天峡公司董事长
蓝泽桥萌生了岸上养鱼的想法。

岸上养鱼首先面临两大难题。没有流动
的水体，如何解决污水排放问题？鲟鱼属于深

海冷水鱼，如何为它创造适宜的生存环境？
在天峡公司的鲟鱼养殖园区，没有大型

的现代化养殖设备，反而呈现出一幅水草相
生的原生态图景。清净的养殖水域与芳草簇
拥的“水中花园”相间分布，鲟鱼就在这样的
生态环境中生长。

天峡公司总经理孙宏懋说：“养殖水域的
水经过动力循环流入‘水中花园’净化，根系
发达的水生植物能吸收水中的氮磷钾，滤食
性鱼类吃掉鲟鱼的食物残渣，无纺布袋附着
微生物净化水体。经过清洁过滤的水再流入
养殖区。这样的水循环每天要进行80次。”

天峡公司的鲟鱼养殖区是建在地下，这正
是解决养殖水温的关键所在。“鲟鱼最佳的生活
水温是摄氏18至20摄氏度之间，夏季的湖北
气温经常超过38摄氏度，但是地下水温常年恒
定在18摄氏度，而且地下光线昏暗，适宜鲟鱼
生长。”孙宏懋说。

这种养鱼模式使鲟鱼养殖实现全封闭
和全天候，养殖密度增加了，平均一立方米
的水体可以养 50 公斤鱼，几乎是网箱养鱼
的 5倍，大大提高了鲟鱼养殖效益。

天峡公司将这种模式推广到农家，湖北
省宜都市红花套镇的邹俊是第一个运用天
峡模式地下养鱼的农户。100 平方米的地下

空间，一台水处理器、一台增氧设备和简单
机器构成了一个小型的地下养鲟工厂。

“这个池子可以养 3吨鲟鱼，一年赚两三
万。地下养鱼，地上一层我还开了以鲟鱼为特
色菜的饭店，不到一年赚了2万多。养鲟鱼投
资了十五六万，三年基本收回成本。”邹俊说。

天峡公司的技术人员毛先新经常来邹
俊家里进行技术指导。“农户的鱼要达到公
司的相关标准，所以养殖环境、用药等等都
要严格控制。”毛先新说。

在邹俊看来，养殖鲟鱼有诸多好处。“用
地下室做鱼场，省地；每天用十分钟喂食就
可以了，省力；老人都干得了，省人工。” 如
今，当地政府部门出台相关政策推广这个省
地又环保的养殖项目。

2010 年，红花套镇杨家畈村 29 家农户
联合投资 400 万元，成立了鲟鱼养殖专业合
作社，建鲟鱼养殖循环厂房 5 亩，第二年就
实现年产鲟鱼 120 吨，产值 500 万元，实现
利润 180万元，每户农民增收 6万元。

“家庭是最小的核算单位，在家庭立体
厂房实现鲟鱼养殖、加工、观光同步发展，农
民可以足不出户，在家致富。有了‘家庭鱼
场’，渔民上岸，清江又可以变回一江清水
了。”蓝泽桥说。

深 海 鲟 鱼 “ 游 ”向 农 家
——记天峡鲟龙股份公司推广养殖新技术

本报记者 杜 芳

本报讯 记者陈莹莹、通讯员齐银村报道：8 月
份以来，江苏丰县供电公司紧密结合“抓执行、抓过
程、建机制”安全风险管控活动，全面启动防汛系统，
细化各项防汛措施，精心编织防汛“安全网”，确保迎
峰度夏期间电力供应。

丰县供电公司制定了防汛应急预案，成立防汛
领导小组，建立完善防汛责任体系和防汛指挥运行机
制，层层落实防汛岗位责任，加强电网调度和安全分
析，及时调整电网运行方式，保证电网稳定水平。公司
在全面落实防汛工作的基础上，明确 24 小时值班制
度，严格值班纪律，协调处理好防汛期间的各类事件，
及时了解相关信息。同时加强防汛抢险队伍建设，组
织 14 个基层供电所适时开展防汛演练，提高队伍的
防汛抗洪能力，组织各供电所对线路、变电站等重点
部位防汛隐患进行了全面排查，发现问题及时进行加
固、完善，对个别重点防汛部位责成专人看守。

贵州省从江县积极围绕畜牧、林果、蔬菜等具有
明显竞争优势的产业组建农民专业合作社，截至目
前，全县农民专业合作社达 65 家，仅今年上半年就
发展了 9家。

从江县是农业部命名的“香猪之乡”。从江香猪
是我国珍贵的微型地方猪种，产于从江县月亮山
区。具有体型矮小，肉质细嫩，基因纯等特点，被列
为国家二级珍稀保护畜种。为了做大做强香猪产
业，促进农民增收，从江县建立县香猪产业协会和
10 多个香猪专业合作社，使香猪产业逐步走上产业
化发展轨道。

2012 年，从江县与国家开发银行贵州分行签订
了农业产业化扶贫攻坚合作协议，国开行投放 4 亿
元信贷资金重点扶持从江县的香猪、水果等产业。
第一批贷款 783.3 万元已于 2012 年底发放到养殖
农户及养殖专业合作社手中。目前，全县香猪存栏
137513头，香猪出栏 163224头，产值近 2亿元。

从江县洛香镇塘洞村海拔 770 米，高寒阴湿，十
分适宜中药材生长。近年来，当地中药材生产发展
迅速，成为带动农民增收的支柱产业之一，但由于规
模化、组织化程度低，种植管理技术落后，制约了药
材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在县农业和扶贫开发局的引
导支持下，中药材种植大户石德茂联合其他种植户
发起成立了塘洞农民中药材专业合作社，入社农户
33 户。合作社以土地流转的形式在宰劳、宰孖等村
扩建太子参、松茯苓、何首乌、前胡、白术等基地 670
亩，带动周边 500户农户发展中药材生产，业务范围
已覆盖全县 21个乡镇。

现在，农民专业合作社已成为从江县农村主要
的现代农业经营主体，形成了“建一个组织，兴一地
产业，活一方经济，富一方百姓”的新格局。越来越
多的农民选择集聚在农民专业合作社旗下抱团发
展，从而有效地把当地农业资源优势转变为农业品
牌优势，把农业品牌优势转变为市场优势。

鲟鱼的肉、骨髓、

鱼子、鱼皮等都可以

进行加工。图为天峡

鲟龙股份有限公司的

厂房内，工人正在将

鲟鱼通过输送口送进

加工车间。

本报记者 杜 芳摄

“水上了，水来了！”8 月 13 日晚上 8 时
许，江西省新建县松湖镇松湖村村民兴奋地
奔走相告。通过 12 小时的挖渠、更换潜水泵
和协调调水，松湖村龟裂的农田终于迎来汩
汩流水。

松湖村位于新建县与丰城市交界处。因
久旱未雨，松湖村周边 1600 亩水稻灌溉用
水十分困难，农田开裂面积达到 300 余亩，
裂隙最宽的能容得下一个成人拳头。

“没见过这么大的旱，再干旱下去减产
是成定局的，能浇一下算一下。”74 岁的松
湖村村民熊多根焦急地说。熊多根种植了
10 余亩水稻，为了救下正处孕穗抽穗期的
水稻，他已经连续三个正午守在渠道边，只
要有点来水，他就把长长的水管拖到田中央
洒上一洒。

在松湖村，有一条廖家灌溉渠道穿村而
过，该渠道一直延伸到上游的丰城市湖塘乡
廖家村。据松湖村村委会主任廖连荣介绍，

松湖村和廖家村这一带的农田灌溉主要靠
廖家灌渠和地下抗旱井。由于锦江松湖段水
位已经跌破历史最低水位，仅有 19.73 米，
村民取地下水十分困难。

廖家灌渠主要来水是丰城市南山水库。
干旱发生后，廖家村党支部书记廖秋根与松
湖村委会主任廖连荣商议，以廖家村的名义
向南山水库调水，并将多调配的水库水支持
松湖村抗旱。

协调来水解决了，但是通往灌溉电站黄
土坎电排站的 300 米渠道淤积问题也急需
解决。松湖镇领导决定由镇里出资 4000 元
请挖掘机清淤。

“昨天早上 7 点钟来的，一直忙到晚上 7
点多，300 米渠道全部清理了一遍。另外，镇
里还调来了两台 15 千瓦的潜水泵，我们干
涸的水稻有救了！”廖连荣开心地笑了。

渠道通了，电机转了，上游来水畅通了。
喝上了“友谊水”的庄稼长得更欢快。

跨界引来“友谊水”
本报记者 赖永峰 通讯员 陈新民

连续的干旱，让贵州四处喊“渴”。面对
灾情，受灾地区的驻村干部不等不靠，蹲基
层、顶烈日、冒酷暑、送甘泉，迅速投身到抗
旱保民生、保秋收、保增长中，与当地干部群
众携手抗旱救灾。

近日，在“同步小康”驻村工作组长刘秋
阳的引领下，一辆辆满载干净饮用水的送水
车，开进了贵州省息烽县小寨坝南桥村。

“这水太及时了，简直就是救命水。”在
旱情严重的南桥村，原本愁容满面的村民脸
上露出久违的笑容。

在此次大旱中，南桥村大部分群众出现
饮水困难，针对受旱较为严重的新厂、红中
坪、牛耳坪和楠木桥 4 个村民组，驻村工作
组从 7 月中旬开始，连续为群众送去饮用水
近 40车，惠及群众 100余户、500余人。

“民生就是我们最大的责任。”面对大
旱，贵州省 3 万多名驻村干部始终奋战在抗
旱救灾最前沿，在所驻村（寨）成立抗旱保民

生突击队，主动当好“民生服务员”，为灾民
送水、送救灾物资，“一对一”地保障困难老
党员、特困户、五保户、鳏寡孤独等群体的生
产生活。

“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百倍努力，
你们的微笑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我们有
信心，打赢这场抗旱保苗的仗⋯⋯”面对
日渐枯萎的猕猴桃苗，贵州省修文县放马
坪村驻村工作组组长李书萍坚定地告诉
乡亲。

连续干旱，让修文县处在成长关键期
的 400 多亩猕猴桃叶片萎缩、长势缓慢。
眼看群众致富的希望即将毁于一旦，驻村
工 作 组 同 村 支 两 委 、 村 民 们 一 样 十 分
着急。

从 7 月下旬起，驻村工作组同当地村民
一道，克服种种困难，协调抗旱运水车，将水
输送到猕猴桃基地，让猕猴桃苗长出新绿，
保住了群众增收致富的希望。

打赢抗旱保苗仗
本报记者 吴秉泽 王新伟

上图：湖北郧县陨府薯业公司的工人在生产线上加工甘薯粉丝。本报记者 黄俊毅摄
下图:黑 龙江克山县双河乡采用大型喷灌的土豆喜获丰收，远处为大型喷灌设备。

本报记者 黄俊毅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