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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黑龙江粮食生产有望夺得特大丰收——

稻菽飘香黑土地
本报记者 乔金亮

本版编辑 李 亮

大水为何无大灾
——重庆抗击“华西秋雨”纪实

本报记者 黄俊毅 通讯员 朱前前

九月底的黑土地上，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大马力收获
机威武雄壮，轰鸣声中稻菽飘香，深松后的田垄积蓄着新的营
养。这里是“中华大粮仓”黑龙江省，这里耕地面积全国第一，粮
食产量和调出量全国第一。据黑龙江农委最新农情调度显示，
今年全省粮食生产有望夺得特大丰收。

顺农时 全部种在丰产期

“合作社今年已经收获了 4公顷稻花香米，每公顷产量达 8
吨，比去年多 1 吨。普通稻米每公顷产量 9 吨，也比去年多 1
吨。”站在自己经营的连片稻田前，桦川县创业乡丰年村水稻种
植合作社理事长李世平底气十足。“在政府补助资金的支持下，
合作社建起了浸种催芽车间和 30 栋育秧大棚，育秧时间比原
来早了 10天，为丰收打下了基础。”

“黑龙江无霜期短，水稻产量高低关键看积温，积温达不到
就会不同程度地减产，超过就会增产。以桦川县为例，常年积温
在 2500 摄氏度，而今年的积温高于往年 100 摄氏度以上。”黑
龙江省农科院水稻所所长潘国君刚刚结束了对全省多个地市
的田间走访。在桦川县的地头，他告诉记者，通过抢先抓早、用
好积温，目前全省 6132 万亩水稻已经完全成熟，据测算，水稻
千粒重比去年高 1克，将推动单产增加 3%至 5%。

农谚说，秧好半年粮。桦川县今年加大投入建设智能化育
秧大棚和浸种催芽车间，进一步抢夺积温，提前了生育期，实现
了提早扣棚、培育壮秧，水稻秧苗素质为近年最好。“所谓智能
催芽即水稻种子温度控制、供水间隔时间、喷淋调温等全部由
电脑自动控制，达到芽齐、芽壮。”农业局局长于波说，县里有大
棚催芽车间 19 个，每个可满足 5 万亩稻田用苗。桦川县 130 万
亩水稻有 95万亩实现了智能催芽、规模育苗。

今年，黑龙江整合资金 4 亿多元，支持农村新建水稻育秧
大棚 2.67 万栋、智能化催芽基地 200 个，改变了过去水稻催芽

“大缸泡”、“炕头烙”的传统低水平局面。黑龙江农委信息显示，
水旱田始播期都比去年提前一周，结束期比去年提前 2 至 3
天，各种农作物都播在了丰产期。

强农机 秋收整地更从容

黑龙江农垦友谊农场第五管理区的地块上，一台约翰迪尔
S670 型玉米收获机正在田间驰骋。它吃进的是整个玉米植
株，吐出来的是金黄的玉米粒。该收获机有 400 马力，每小时
可收获 3 公顷，还配了车载冰箱和 GPS 系统，售价达 290 万
元。这台收获机买来才一年，主人是农场职工杨传伟。老杨
说，买农机享受了 40 万元的农机购置补贴，收获每公顷玉米能
赚到 1000元的机收费。

对每公顷 1000 元的机收费满意的不只是杨传伟。玉米的
主人杨德清也很高兴，这种机型可以直接收获玉米粒，比过去
只收玉米棒的机器要节省 400 元的脱粒费用和储运成本。“往
年收获玉米棒后常常要晾晒三个月水分后再脱粒。现在称重后

测水分直接地头就算账，资金立马到手。”杨德清今年种了 5 公
顷玉米，每公顷产量是 14吨，比去年多 2吨。

秋收之后接着是秋整地。友谊农场刚收完大豆的田块，一
旦凯斯大马力拖拉机加挂深松整地机驶过，表层土壤颜色随之
变黑。“大农机的优势是深翻土地的深度可以达到 45 公分，这
样，土地的蓄水保墒能力明显增强，比不深松的地块每公顷可
多蓄水约 400 吨，相当于建了一个‘土壤水库’，粮食亩产能增
加 200 斤。秋收之后深松整地，土壤能达到最佳的适播状态。”
友谊农场副场长张秀国说。

“秋天划破一层皮，胜过春天翻一犁。”秋整地的重要性对无
霜期短的黑龙江来说不言而喻。黑龙江土地肥沃、地势平坦、集
中连片，很适合大农机作业。但此前，“小四轮”大量使用，大型农
机具发展明显不足。近年来，该省推动千万元级农机合作社建
设，如今，黑龙江大型农机合作社总数已达 916 个，平均每个合
作社自主经营土地 1.64万亩，重点装备拖拉机、整地机、精量播
种机等大型农机。

新农民 高产创建更有效

“测产结果出来了，玉米亩产超过 1600 斤，高出去年 140
斤！”富锦市上街基镇德安村的种粮大户刘桂月难掩心中喜悦。
自家的 600亩玉米就要大面积收割了，这几天，他忙着找粮商、
准备柴油和运粮车，一切就绪，只待收获。“先期雨水好，后期光
照足，今年预计净收入能达到 20万元，比去年增收 8万元。”

尽管天公帮忙，刘桂月说，增产主要得益于高产创建。上街
基镇农技推广中心主任周宏芳解释说：“今年镇上推广大垄双
行栽培模式，种植面积达到 3 万亩，大垄双行有利于合理密植，
每公顷保苗达 8 万株，比原来多种 2 万株，还利于保温、提高肥
料利用率。但该技术要求土地连片才能发挥效果，新型经营主
体有成片的标准化农田，最适合该技术。”

全国种粮标兵、富锦市田娘水稻合作社理事长孙圣海说，
今年合作社的 3 万亩水稻病虫防治都由社会化防治组织来统
一航化作业。农用飞机一架次用时半小时，可对 1300亩水田进
行农药喷洒。“简直是又好又快。飞防雾化性好可增加覆盖密度
和雾滴的渗透力，超低空飞行又减少了药液飘移和挥发。”

黑龙江省农委副巡视员李世润介绍，黑龙江大力培育家庭
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鼓励农民带地入社。今年，
全省经营土地超过 200 亩以上的种植大户发展到 8.8 万个，家
庭农场新增 2000 多家。目前，全省高产创建辐射面积比上年
增加 650 万亩。玉米通透栽培、水稻钵体摆栽等五大粮食作物
模式化栽培技术实施面积达 1.8亿亩，比上年增加 500万亩。

良法、良机、新农民正是黑龙江粮食大丰收的三件法宝。

牛马年，好种田。这句农谚表达的既是千百年

来农民的经验，更是千百年来农民对丰收的期盼。

在眼前这个行至金秋的马年，北大荒人以一场实实

在在的大丰收作为“收官”之举，算是对马年种地给

出一张漂亮的答卷。

漂亮的答卷，是北大荒人用汗水写出来的。站

在一望无际的黑土地上，从满眼绿色到遍地金黄，

这里面充满诗情画意，这诗情画意首先是北大荒人

劳动的杰作。漂亮的答卷，是北大荒人坚持技术进

步的体现。多年来从农区到垦区，北大荒人对良

种、耕作标准、施肥灌水乃至对犁地松土的深度与

角度都在不断调整。漂亮的答卷，是北大荒人用好

用活国家政策的结果。把政策落实下去，让多种

地、种好地成为农区与垦区的共同选择，北大荒人

用实践印证了好政策的巨大功效。

放眼金秋，我们可以看见许多已经成为制度和

习惯的好做法共同推动着粮食连年丰收，共同推动

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不断夯实。我们能够

在水土资源不断趋紧、农药肥料效力制约增强、国

际国内市场压力变大的背景下把粮食生产牢牢抓

稳，实现其他主要农产品生产不断增长，都生动说

明了这些年我们抓粮食生产和保主要农产品供给

的路子是对头的，办法是有效的，措施是给力的。

不过，在为取得的成绩而喝彩和高兴的时候，

我们还需要保持头脑清醒，要看到这些年尽管连年

丰收，并不表明我们在粮食问题上可以安然无忧，

更不表明我们已经找到了解决粮食问题的长效机

制和长远办法。一些长期存在的问题并没有从根

本上得到解决的同时，一些新的问题又产生了，还

有一些问题被成绩给掩盖了，这都需要我们心怀长

远，持之以恒地坚持改革创新。

科技支撑是实现粮食稳产高产的根本出路，这

是实践中形成的共识。我们需要不断培育优良品

种、不断改良土壤、不断改进耕作方式、不断研发新

的农机农具，这些是全体农业工作者的责任，首先

需要农业科研人员和农技推广人员的努力。在如

何调动农业科研人员积极性方面我们有一定的经

验，但怎样建立一套让科研人员的收获与农业生产

效益紧密挂钩的有效机制，还需要继续探索。

良好市场效益是推动粮食生产的根本保证。

这些年，通过最低收购价、临时收储等方式我们形

成了一套补贴体系，有效保护了农民积极性。但这

种补贴方式难以应对市场的价格涨落，使加工企业

成本上升，国家财政负担加大，反过来又部分抵消

了农民获得补贴的好处。因此，如何找到一种更符

合市场规律、更科学合理的农产品补贴机制，需要

充分利用眼前的好形势加紧探索、大胆探索。

充满活力的经营体制机制是农业生产的根本

保障。这几年，我们在稳定土地家庭承包经营的基

础上，探索实行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

分立”，使农业生产经营体制机制更好顺应了经济

社会的新变化。不过，我国总体上人多地少，部分

地区人少地多，城镇化、工业化发展不平衡，给土地

规模化经营提出了现实考验，如何才能找到规模化

和家庭分散经营的合理平衡点。现在有一些垦区

对承包地还实行一年一调整，实际上增加了农民负

担。这些问题，都需要抓紧解决，让经营者和承包

者有信心、有恒心。

粮食丰收是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果实，背

后是取得丰收的体制机制和经验做法。在庆祝又

一次秋粮大丰收的时候，还应抓紧思考粮食问题的

长久解决之道，这需要勇气，更需要行动。

8 月 31 日至 9 月 2 日，重庆市自北向南出现了一次区域
性暴雨天气，东北部地区遭受特大洪灾，奉节县竹园镇山体
滑坡，堰塞湖堰体摇摇欲坠。9 月 12 日至 14 日，重庆东北部
地区再遭暴雨，嘉陵江、渠江、御临河出现洪峰水位，长江水
位明显上涨。

截至 9 月 15 日，暴雨洪水已造成重庆的长寿、渝北、梁
平、北碚、垫江、荣昌、合川等 10 个区县 32.24 万人受灾，倒
塌房屋 1917 间，紧急转移安置 2.97 万人，直接经济损失
10.5亿元。

暴雨如注，大量基础设施被冲毁，大量民房和农田被淹
没。与此同时，一场与洪魔抗争、与时间赛跑的抗洪救灾也
迅速展开。

“只要人平安就好。”这句话，重庆市水利局局长王爱
祖在抗击洪水的那些日子里重复了无数遍。8 月 30 日下
午，一接到气象预报，王爱祖就立即组织召开了紧急会商
会，对强降雨的防范应对工作进行全面部署。9 月 1 日，
奉节竹园镇堰塞湖告急，正在云阳查看灾情的王爱祖连夜
辗转赶赴奉节，第一时间成立救灾抢险临时指挥部，第一

时间召开现场会，第一时间对灾情进行分析研判。现场抢
险、人员疏散、交通组织、后勤保障⋯⋯一时间，事情理
顺了，救援有序了。

“这次洪灾来得太突然了。我们所到之处，房屋都浸泡
在一两米深的水中，垃圾、杂物、塑料布等漂浮在水面，很多
民房已经垮塌，洪水造成的灾害触目惊心。”重庆市水文局
工作人员董泽纯这样说。为了获得第一手水情，他和水文
局的同事们赶赴各基地监测站 24 小时连续作战，密切关注
雨情发展趋势，监测频次一度达到每十分钟一报。最危险
的时候，洪水已经漫过桥洞，随时都有可能给他们带来生命
危险。但为了水情信息的准确，队员们依然跑到桥上进行
监测，毫无怨言。在奉节竹园镇堰塞湖灾情现场，11 名水文
工作人员分为 3组，冒着危险分段测量并计算出堰体体积和
堰塞湖库容。堰塞湖不能到达的地方，他们就借助武警水
电部队舟桥支队的冲锋舟，深入危险地段，准确测量堰塞湖
水下地形、水深以及水面距离堰顶的高度，为专家组会商决
策提供了及时可靠的依据。

“还有武警水电部队，在这次洪灾中他们的表现非常令

人感动，看到他们我就安心了。”灾民小李动情地说。据统计，
在几轮暴雨中，重庆市防指调度武警水电部队第八支队出动
173名官兵，在云阳、巫溪等地营救疏散群众、转运物资。据统
计，在这次抗击“华西秋雨”洪灾的过程中，重庆警备区出动
了2052名官兵及民兵预备役人员、28台（套）冲锋舟；武警重
庆总队出动了186名官兵、27台车辆、10艘冲锋舟；公安部门
出动了 1万余人次民警和消防官兵、1900余台次车辆、45艘
次冲锋舟，组织营救、疏散转移群众和抢救物资。

正因为各方上下一心，积极采取应对措施，紧密协作配
合，重庆的抗洪救灾井然有序、迅速高效。

据重庆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的消息，从 9 月 15 日 15
时起，解除重庆暴雨洪水Ⅳ级预警，结束防汛Ⅲ级应急响
应，进入后期处置阶段。现在，重庆灾情已得到控制，主要江
河水位下降至警戒水位以下。

目前，重庆市防指正千方百计、多渠道筹措落实资金，加
快各类水毁工程的修复步伐，确保安全度汛。重庆市水利局
正大力推进水利设施灾后重建，尤其是前期暴雨洪灾中受损
的各类供水设施和饮水安全工程。

在山东省商河县玉
皇庙镇西石桥村，只要
提起环境卫生，很多村
民都竖起大拇指。村民
们说：“垃圾没有了，柴
草堆也不见了踪影，我
们村变得越来越美了！”
商河县于 2011 年率先
在济南市建成了“户集、
村收、镇运、县处理”的
城乡一体化垃圾处理体
系，村镇生活垃圾实现
无害化处理。

城乡环卫一体化是
商河开展国家级生态县
创建行动的一个有力举
措。为让群众享受更好
生态环境，商河先后建
成了城市污水处理厂、
开发区污水处理厂、垃
圾处理厂、热源厂等基
础设施；累计投资 4 亿
多元，对商中河、长清河
等河道进行综合整治，
建设了人民公园、滨河
公园、全民健身中心等
人 民 群 众 休 闲 的 好 去
处；加紧生态村庄和生
态乡镇建设步伐，截至
去年年底，全县市级文
明生态村累计达到 622
个，占全县行政村总数
的 65.61%。

走进沙河乡习家村
食用菌种植大户杨振发
的林下双孢菇种植基地
时，他正在忙着为双孢菇喷水。“别看这些小拱
棚不起眼，一个棚一年可收益近万元，还不影响
树木生长。”谈起林下种植双孢菇，平时不善言
谈的杨振发立刻滔滔不绝起来。

坚持“生态立县”，依托 40 余万亩林地，商
河积极发展林业产业，大力推行集体林权制度
改革，激发和调动农民发展林业的积极性，截至
去年，商河林业产值达到了 15 亿元，占全县总
产值的 10%以上。

在白桥镇焦家村，新二十四孝图等主题鲜
明的壁画吸引着村民驻足观看。“生态立县”理
念带来的不只是环境的整洁，更主要的是提升
了群众的精神追求。借力生态文明建设，商河以

“四德”引领新乡风，在全县农村建起“四德”榜，
经过公选出的爱诚孝仁“四德”模范上墙公开。
而且，商河在全县开展家庭美德“学评比”活动，
促进村民道德意识进一步增强。目前，商河已培
育出 187 个市级以上文明村镇，文明生态村占
全县乡村总数的 52%。

垃圾定点收集、污水集中处理、树木专人
管护，商河县在建设生态文明的道路上处处向
国家级生态县标准看齐，不断提升群众的幸福
指数。

山东商河

：

六十二万群众乐享生态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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淅川县地处豫鄂陕三省交界，是南水北调
中线核心水源区。丹江口水库大坝加高蓄水
后，淅川县被淹没土地 144 平方公里，耕地
3.2 万亩。由于耕地资源有限，淅川县依托丹
江口水库发展网箱养鱼，截至 2013 年 6 月，
丹江口库区淅川境内共有网箱 4 万多箱，养殖
船 604艘，渔民 3200余户。

但是，网箱养鱼产生的残饵、粪便会增加库
区水质的氮、磷含量，对水质造成污染。为了确
保丹江口水源地水质安全，淅川基本取缔网箱
养鱼。马磴镇镇长齐年柱告诉记者，取缔网箱
养鱼后，他们对农民进行了专项培训，保证一户
农民掌握一门谋生技术。作为一个山区县，淅
川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围绕生态环境建设，鼓
励农民种植核桃、花椒等经济作物。

今年 5 月，关防村村民闫朝建家的网箱被
取缔，县里给了一些补偿。闫朝建说，村里土地
少，当地政府鼓励他们种植核桃和花椒等，每亩
地补贴 500 元，连续补贴 3 年。今年，闫朝建投
资十几万元种植了 70 亩核桃树，他还参加了县
里组织的核桃种植技术培训，希望核桃树能为
他带来更好的经济效益。 （黄小东）

河南淅川：

渔民收起网箱去种树

新疆是我国最大的棉花产区，在１亿多亩

耕地中，棉花种植面积就达 2300 万亩。新疆棉

花种植面积、总产、调出量都居全国第一。图为

新疆库尔勒市二十九团农民正在抢摘棉花。

刘万乐摄

据黑龙江省农委和黑龙江垦区介绍，由于今年天气情况总体上比较好，有利于粮食生产，加上各项措施得力，今年水

稻、玉米、大豆获得丰收。从目前收获情况来看，单产、总产保守估计将比去年增产 3%至 5%。图为黑龙江垦区红兴隆管

理局友谊农场正在全力收获水稻。 本报记者 瞿长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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