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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收的味道 2018 年 9 月 23 日

星期日
责任编辑
孙 侠

▲近日，以“赣抚粮仓庆丰收 秀美抚州展丰采”为
主题的江西省抚州市庆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在
南丰县现代农业示范园举行。图为农民在进行独轮车推
稻谷比赛。 新华社记者宋振平摄

新华社武汉 9 月 22 日电(记者侯文坤、董峻)一身笨重的皮
衣裤、一顶遮阳帽、一柄水枪，这是 50岁的孙志茂工作时的标准
装备。

这里是湖北省汉川市沉湖镇李花村的一处藕田。几天来，孙
志茂和十多名同伴一直在忙于采收莲藕。他的膝盖以下都埋在
了泥里，水面没过了腰部。工作中的大多数时候，孙志茂都俯身
弯腰紧贴水面，一手握着高压水枪，一手在水里摸索。

孙志茂动作娴熟，不一会儿，一条长长的莲藕就被挖了出
来。“手得顺着莲梗，抓住泥下的莲藕，再用水枪冲刷旁边的淤
泥，然后拉着莲藕的茎秆往上提。”他给记者传授挖藕的经验。

早上不到 6 点，孙志茂等 20 来名挖藕工就下田了。几个小
时过后，一根根又粗又长的莲藕漂浮在他们身后。

中国的莲藕种植面积和产量在世界上都是最大的，其主产
区在湖北、江苏、浙江、安徽等地，全国种植莲藕的总面积约在
500 万亩至 600 万亩。

孙志茂说，“过去光靠人力一小时也就挖百十来斤，用了高
压水枪后，小半天就能挖上千斤。”高压水枪提高了挖藕效率，但
挖藕这份工作仍然很艰辛。人们餐桌上清甜滋补的莲藕汤、爽脆
可口的炒藕片、温润细腻的藕粉等美味，都是来自挖藕工们混着
泥水和汗水的劳作，个中艰辛只有他们最能体会。

临近中午时，头顶的太阳越来越毒了。工人们开始把莲藕拣
到塑料布上，拖到田埂边，准备装车后稍事歇息。

刚“出水”的莲藕附着青色的浮萍，淌着泥水。挖藕工们简单
涮洗后，准备装车运到工厂再做进一步的冲洗。

“今天鲜藕的订单有 8 万斤，11 点前装车，明天中午就能摆
上深圳生鲜市场菜架了。”这片藕田所属的汉川宏发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负责人王洪财与莲藕打交道 20 多年，这是他再普通不过

的一天。“以前种的莲藕就冬天挖一次，加上效率低，即便有大
单也不敢接。”王洪财说，现在有早、中、晚熟不同的莲藕品种，
除了四五月份，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有藕可挖，挖藕人也从季
节工变成了长期工。

他拾起几节被掰掉的藕头说：“这些影响卖相的‘边角料’
也有用，可以加工成藕粉。”

为给传统的莲藕产业找出路，近年来武汉市农业科学院
蔬菜研究所选育出 10 多个莲藕新品种，并广泛推广。目前，湖
北省的莲藕种植面积达 120 万亩，年产值约 60 亿元，成为全
国最大的莲藕主产省份。

随着莲藕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加工链条也不断延伸。
“我们的莲藕有直供东南亚等国外市场的，也有深加工

的。除了常见的藕粉，还有不同口味的熟食。”武汉市金水祺良
农副产品有限公司负责人吴祺，经历了莲藕亩产从一两千斤
到四五千斤的跨越，体会过从徒手到水枪挖藕的变化，也见证
了从两三角 1 斤鲜藕到一块钱 1 小袋莲藕制成品零食的增
值。

这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武汉市江夏区武当村种植了
2000 多亩莲藕。这个村是一个南水北调工程的移民新村，全
村有 6000 多亩集中连片种植的藕田。

“我们的加工厂就在村民们家门口，提供了上百个岗位，
村民们从中每月能收入 3000 元到 6000 元不等。”吴祺说。

武汉市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的高级农艺师朱红莲说，科
研人员正在从追求高产向提升品质转变，比如根据消费者的
需求，研究更少“藕丝”的新品种。她的最大心愿是，希望早日
研发出专用的挖藕机械，进一步减轻劳动强度，让挖藕工们不
再长时间泡在泥水里。

江汉平原挖藕忙

产粮大县辽宁省昌图县大四家子镇新立村的田地里
一片金黄，玉米开始收获。20 日下午，记者来到这里，在
司机刘兴德帮助下，记者进入了驾驶舱内。踩下油门，伴
着轰鸣声，这台“雷沃谷神”收割机开始收割玉米，一棒棒
金灿灿的玉米进入了收割机舱。

“这片地预计亩产 1700 斤以上，收成还不错。”刘兴
德一边手把手教记者开收割机，一边说，“我们这些‘玉米
客’开始忙了，10 月以后更忙，每天工作八九个小时。”

昌图县位于“黄金玉米带”。新立村位于昌图县西南
部，今年开春时，村里请了农业专家到田间地头测试土
壤，配方选肥，还开展了土地深松，增强土壤保墒能力，虽
然 7 月遭遇了伏旱，但村民们及时采取灌溉措施，预计全
村玉米产量不会受太大影响。

新立村党支部书记王百华对记者说：“现在来看，玉
米的市场价比较理想，每斤 0 . 7 元，略高于去年。再加上
一些国家给予的补贴，每斤玉米相当于卖 0 . 8 元以上，
还算不错。”

短短 20 多分钟，记者就收割了 12 亩玉米，收割机后
留下了一地秸秆。村民们告诉记者，这些玉米秸秆，每亩
可打 10 多包，以大约 200 元的价格卖往县城的秸秆发电
厂，村里养牛的农户也可用来喂牛。

新立村着力开展种植结构调整，今年除了种植
5960 亩玉米、1000 多亩水稻外，还将本村 600 亩土地，
以每亩 2000 元的价格，流转给辉山乳业种植苜蓿草，
增加了农民收入。

此前，新立村成立了玉米种植合作社和养牛专业合
作社，今年将土地流转给玉米合作社的村民，每亩土地获
得的流转费、年终分红、国家补贴，可达 800 多元。如果在
合作社打工，一年下来的平均收入也有 6000 多元。“现在
村集体年收入可达 20 多万元。”王百华说，“我们计划明
年发展高效大棚。如果效益可观，之后还会继续推广。”

在一片欢声笑语中，收割结束了。一辆辆收粮车满载
着玉米，从田间地头回了村里。

(记者邹明仲、唐兴)据新华社沈阳 9 月 21 日电

在“黄金玉米带”

当收割机司机

庆丰收 展风采

新华社郑州 9 月 22 日电(记者孙志平、李亚楠、宋晓东)掰下
玉米棒子，晒干，细细研磨成面，再揉成面团，轻拍成饼，不需要任
何的调味料，直接铺到一个叫“锅底”的鏊子上。玉米秆烧起的火
苗窜动着，只要 3 分钟，两面微焦的玉米饼就热气腾腾地出锅了。
农家小院里，醇厚的玉米香，夹杂着一旁蒸锅里红枣的甜、红薯的
糯、花生的香，这是秋收时节裴李岗人最熟悉的丰收味道。

裴李岗，现在看来不过是河南新郑市西北部的一个普通村
庄，全村只有 1300 多口人，但地下却蕴藏着近万年前中华民族
农业文明的奥秘，轻而易举地将我国的农业史提前至 9000 年
前。正因其所具有的重大考古价值，裴李岗遗址不仅入选了中国
20世纪 100项考古大发现，这一时期的新石器文明也被命名为
“裴李岗文化”。

1977 年，如今已经 83岁的裴李岗村民李改明无意间发现
的一具古老骸骨，掀开了裴李岗文化的一角。在随后的考古发掘
中，这里发现了大量的聚落遗址、农业生产工具、生活用具，还有
粮食作物的遗存。

新郑市博物馆里，裴李岗遗址出土的石斧、石铲、石磨盘等农
业生产工具保存完好，通体磨光、棱角分明，足以看出当年加工制
作之精细。石磨盘是用一大块砂岩琢磨加工而成，专家分析，磨盘
盘底四条对称的柱形短足，是在厚石板上细细琢磨出来的，加工
难度极高，配合石磨棒使用，堪称中国最早的“谷物脱壳机”。

“这些考古发现充分说明了，裴李岗文化遗址是典型的农业
聚落遗址，当时的人们不仅从事农业生产，而且已过着稳定的定

居生活。”新郑市博物馆馆长杜平安说。
考古发掘证实，这些已知的中国最早的农民，在房子周围挖

了不少窖穴，里面贮藏着每年秋季收获的农作物。看着这些形制
规整、功能丰富完整的农业石器工具，一副热闹的农耕画面跃然
眼前：人们用石斧砍掉灌木，用石铲、石锄翻土松地、播种，丰收
之时用刃部有锯齿的石镰收割，收获的谷物用石磨盘、石磨棒分
离穗粒，加工成粮食。凝神细望，仿佛可以闻到石器打磨间飘溢
的小米香，那一定是近万年前的丰收味道。

从石铲到旋耕机，从石镰到收割机，从吃粟米到吃精细粮，
9000 多年沧海桑田，裴李岗村的农业生产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改变。裴李岗村党支部书记王东伟说，这些年国家在农业上投入
越来越大，农田基础设施建设越来越好，土地平了、地里有井了、
田边有路了，过去的岗坡地现在都成了高产田，村里还有两个合
作社，从种到收都是现代化农机“一条龙”，亩产轻轻松松上千斤。

环境在变、时代在变，农业生产生活方式也在改变，但裴李
岗村，乃至中国的农民，对土地的感情、对农业的热爱、对丰收的
希冀从未改变。裴李岗村民王选阁老两口种了 9 亩地。“过去说
‘男怕八月，女怕腊月’，秋分左右又收秋粮、又种小麦是最苦的时
候，碰到灾年还收不了几颗粮，可现在好了，粮食丰收不用愁，干
啥农活都有机器，方便又省事。”看着地里隆隆作业的玉米收割
机，王选阁轻松地说。

虽说农活越来越轻松，但王选阁和大部分村民一样，每天还
往地头跑，就算白天在镇里打工，下班了也要先去地里转一圈再

回家。“别管咋变，地是宝疙瘩，粮是命根子，一天看不到心里
都空荡荡，想得很。”王选阁说。

对土地的爱，对丰收的盼，绝不会随着年龄和时间而消
退。今年 94岁的代格妞从 11岁开始干农活直到现在，每年都
自己种地、收粮。今年春天，孙子怕她太辛苦，把家里的 4 亩地
都种上了果树，可她硬是在果树边垦出半亩地种上了玉米。秋
收时，她自己到地里掰下几颗玉米，煮了嫩玉米，做了玉米粥。
“以前只有丰收了才能喝碗玉米粥、吃个玉米馍。”代格妞说，
“吃到这味，就知道今年丰收啦，心里也踏实了。”

代格妞道出了万千农民的心里话。在近万年延续下来的
农耕文化中，耕种已不仅仅是生存之道，更寄托着朴素的农耕
情感，不善言辞的农民们用各式各样庆祝丰收的形式，表达对
土地最深沉的爱。敲锣打鼓、舞龙戏狮，穿上了花衣服，扭起了
大秧歌，蒸一锅“五谷丰登”，下一碗喷香面条，不少条件好的
人家还会特意进城下顿馆子，丰收的喜悦洋溢在每个人脸上，
酿成了比蜜还要甜的滋味。

作为中国原始农业的起源地之一，走在裴李岗村，随便哪
个村民都能跟你讲几句万年前的裴李岗文化，聊聊新石器文
明，这个距离河南省会郑州市只有 30公里的小村庄依然保留
着对农业的执着和热爱。

说起首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不少农民笑得更开心了。如今
依然坚持种地的李改明说：“一万年了，咱们农民也有了个自己
的节日，丰收就是希望，庄稼有个好收成，日子就有好奔头。”

穿越 9000 年的丰收味道
河南裴李岗村丰收见闻

“过去十个人花好几天才能收割的稻谷，
如今一个农机手一天时间就能搞定！不仅人
工成本大幅降低，而且又快又好。”伴随着稻
田里轰隆隆收割机的声音，48岁的湖北潜江
龙湾镇龙湾村村民易必胜掩饰不住丰收在望
的喜悦。

湖北潜江是中国最大的小龙虾出口基地。
近年来，通过筛选优质水稻品种，建立虾稻共作
种养标准，不仅提高稻谷产量，而且提升了稻米
品质。

眼下正值二季虾和水稻开始收获的时
节。收割机在稻田里自如穿梭，过了十几分
钟，待收割机谷仓装满，农机手张兰峰将收割
机开到田埂上。只见一堆堆稻谷从泄谷仓涌
出，不一会儿装满一辆拖车。

“上午九、十点，水稻上的露珠晒干，就是
收割的好时候。我们这些天基本上开工后就
一直忙到太阳下山。”张兰峰的妻子黄贵云说。

在广东东莞打工十几年的黄贵云几年前
回到潜江，和丈夫用打工的积蓄购买了几台农
机。“收割 1 亩地 100 元，刨去油费等成本，落
到手上有 60元到 70元，一天收割 10亩地，就
有 600 元到 700 元。这比在外打工要好多了，
拿的钱更多，而且工作时间灵活。”黄贵云说。

“回来也是看中了家乡虾稻发展的美好
前景。我们现在不仅从事农机服务，而且流转
了 20 亩虾稻田，前几个月小龙虾卖了大概
10 万元，再过半个月，我们自家田的水稻也
熟了，收割机就又派上用场了。”黄贵云说。

潜江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作物栽培站站长
符家安说，当前正处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
转变的关键时期，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农业
“用工难”“用工贵”等问题突出，农机社会化
服务恰好解决了这些问题。

“潜江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今年已达到
90% 以上。除了农机专业合作社，像张兰峰、黄
贵云这样的农机‘夫妻档’越来越多，丈夫开农

机，妻子进行测量。过去一方在外打工，聚少离多，这样一起干
活家庭更和谐，特别是年轻夫妻还可以照顾孩子。”符家安说。

目前，在潜江农机局备案的农机手有 4 . 6 万人，收割机机
手 3100人，比去年增加 200 多人。

“我们这里以前单纯种水稻，产量不高、收入低。如今发展
虾稻种养，虾稻田一年收两季虾、一季稻。前年流转了 10 亩虾
稻田，去年我买了新车，盖了新房。”湖北潜江龙湾镇瞄新村
50岁的村民章臣军说。

“1 月，保持水位，加强巡塘，防止冻害…… 9 月，投虾苗，
水稻收割前，诱虾入沟…… 12 月，提高稻田水位，追施有机
肥。”如今潜江有了虾稻工作的绿色高效发展规程，被农机人
员在田间地头广泛推广。虾稻产业渐具规模，去年潜江获评中
国首个虾稻之乡。

张兰峰每耕完一块田，黄贵云就打开一个形似手机的仪
器，围着田的四周走一圈。“过去都是大致估算或者用尺量，现
在这个测亩仪能精准测量耕作的面积并同步算出价格。这些
高科技的东西以前想都不敢想，未来我们借助这些工具，相信
家乡农业会越来越好，回来从事农业的人会越来越多。”黄贵
云说。 (记者罗鑫)新华社武汉 9 月 22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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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蒙古族牧民

“五畜纳祥”庆丰收

新华社西安 9 月 22 日电(记者张
斌)被誉为中国“农科城”的杨凌是我国
唯一的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又是
一年秋收时，行走在杨凌的田间地头，记
者发现，在这里新技术领衔的农业生产
已经让丰收的时令变得模糊，一年到头
都可产出的高质量果蔬加上畅通的销售
渠道，让原本只属于秋天的甜蜜滋味正
弥漫在每一个季节。

对于从浙江赶到陕西杨凌种植无花
果的西安溯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来说，
他们的丰收从 7 月份就已经陆续开始，
并且要一直持续到今年 12 月份。今年
初，这家公司在杨凌承包了 30个大棚，
现在每天平均产量在 3000 斤左右，但因
为市场需求量大，客户要订货得提前好
几天预约。

这家公司的工作人员王银萍说：“我
们承包的大棚都是大跨度的双拱双膜结
构，里面布设了物联网系统，采用水肥一
体化灌溉模式，会有专人对土壤进行检
测，并且每天还要测量水果糖分，这样保
证了收成和品质。通过控温等举措，丰收
期也延长了。”

王银萍所在公司承包的大棚在杨凌
一个农业示范园区内，园区里统一规划
的大棚依次排开。在这些大棚里，一些果
蔬的栽种方式也颇为新颖，果蔬苗并非
直接长在地里，而是着床在一个个枕头
似的营养包中。农民马伟凯告诉记者，他
就采取了这种种植方式。

在马伟凯的大棚里，一个个营养枕
整齐地排开，瓜苗从营养枕里伸出藤蔓，顺着绳子直直向
上攀爬，藤蔓上还留有一些黄澄澄的甜瓜等待采收。

马伟凯说，因为长期耕种，土壤板结在所难免，而采
取有机枕这种方式，恰好解决了这一问题，“让土壤不至
于太劳累”，还能确保果蔬生长的营养元素。

35岁的马伟凯站在自家大棚里高兴地说：“这个新
品种甜瓜，2 月份我们种了一茬 5 月份一上市就卖光了，
7 月底又种的这茬刚好赶到中秋前后卖。冬天时我们会直
接在土壤里再种些反季节蔬菜和南方水果，通过营养枕
和土壤轮换使用，一年到头都能种，一年到头都有收获。”

农业新技术确保了生产周期的延长和优质高产，但
有时候酒香也怕巷子深。为此，近年来杨凌还陆续引进了
一批专门从事农产品深加工和销售的大型企业，以解决
当地农产品的销路。

最近，正是猕猴桃采收季，在杨凌金红果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的一个车间里，工人们正在分拣刚刚从周边收购
的猕猴桃，并且按照不同规格进行打包。记者了解到，这
家公司每天要在网络上销售近 3 万单，猕猴桃主要就来
自杨凌以及周边地区。

专门从事农产品种植和销售的杨凌环球园艺有限公
司总经理顾小福说，趋于完善的销售网络在一定程度上平
抑着农产品市场的价格波动，不至于让“丰产伤农”。“更重
要的是，依靠科技助力加之趋于完备的销售网络，杨凌的
农业正在向着专业化、系统化的路径发展，这对于其他地
区具有很好的示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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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呼和浩特 9 月 22 日电(记者柴海亮、勿日汗)22
日，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宝力根苏木草原上，
长调悠扬，彩旗招展，生活在这片草原上的蒙古族牧民聚集在
一起，举行传统的“五畜纳祥”仪式，庆祝中国首个丰收节。

在秋季泛黄的草原上，人们唱起古老的蒙古语祝颂词，身
着盛装的长者手持银碗，把草原奶食精华——— 黄油涂抹在“五
畜”头部，将象征丰收的谷物撒向“五畜”，祝福草原吉祥、“五
畜”兴旺……

“每年秋天举行的‘五畜纳祥’仪式是蒙古族传统的庆丰收
活动，今年恰逢我国首个丰收节，今天的活动具有极为特别的
意义，草原上的人们‘喜上加喜’。”专程前来参加仪式的全国劳
动模范哈斯其其格说。

35岁的蒙古族牧民满都拉，今天一早从 100公里外开车
赶来。这位生活在锡林浩特市阿尔善宝拉格镇新满都拉嘎查
的牧民说：“今年，我的家庭又迎来一个丰收年，草原雨水好，
牛羊膘情好，过冬的饲草料也已准备充足，今天我来这里与大
家一起用蒙古族传统的方式庆祝丰收，非常兴奋。”

“五畜纳祥”仪式结束后，还举办了小型那达慕大会，举行
赛马、摔跤、射箭等蒙古族男儿三艺比赛。尽管当地气温已降
至零摄氏度左右，但人们参赛、观赛的热情丝毫不减，会场上
人声鼎沸，骏马嘶鸣，喝彩声此起彼伏……

23 日，农历秋分，我国迎来首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处处秋色好，家家庆丰年。在这个秋天里，亿万农民辛勤劳作
的汗水，滋润出最美的果实，带给人们最充实最饱满的喜悦之情。

粮满仓、腰包鼓是农民的丰收，也是全民的丰收。

农，天下之大业也。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取
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为党和国家事业全面开创
新局面提供了有力支撑。农业各产业的丰收、农村各领域的变
化，为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发展夯实了根基。

“民为国基，谷为民命。”解决好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始终是关系
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粮食产量连续 5年超过 6
亿吨，粮食生产能力跨上新台阶，粮食安全的综合保障能力全面提高。

中国人的饭碗，始终牢牢端在自己手上，饭碗里也主要装的是中国粮。

丰收是什么？不是单纯的增产，而是产量、质量、效益的全面
丰收。我国地域辽阔，作物种类繁多，耕作时间不一。为了可持续
发展而主动发力，调减无效供给、提高产业门槛，走质量兴农、绿
色兴农之路，这才是新时代我国农业发展的正确选择。

在基本解决温饱问题后，我国农业的主要矛盾已经由总量
不足转变为结构性矛盾，突出表现为结构性供过于求和供给不
足并存。几年来，我国农业不断调优品种结构、提升产品品质、打
造地域特色，不断用更少的资源和更绿色的方式生产更多更好
的农产品，从主要满足量的需求向更加注重满足质的需求转变。

亿万农民朋友，在保障人民群众吃得饱、吃得好、吃得安全的基
础上，又在为让人们吃得营养健康而努力。

农业强不强、农村美不美、农民富不富，决定着亿万农民的
获得感和幸福感，决定着我国全面小康社会的成色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的质量。中国农民丰收节是农民的节日，既能提升亿万农
民的荣誉感、幸福感、获得感，也能带动全社会共享丰收的成果
和喜悦，成为社会各界的节日。我们有历史悠久的农耕文明，有
旺盛的市场需求，乡村正在成为投资兴业的热土。我们必须抓住
这一历史契机，顺势而为，乘势而上，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
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记者董峻、管建涛)新华社北京 9 月 22 日电

农民丰收，全民丰收

▲ 9 月 20 日，武夷山市吴屯乡后源村村民在晒稻谷。金秋
时节，福建省武夷山市吴屯乡后源村千亩梯田稻浪滚滚，当地农
民忙着收割、晒秋，一派丰收景象。 新华社记者张国俊摄

武夷农民喜晒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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