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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种粮“靠天”，卖粮
“靠保护价”，是黑龙江很多农
民种地、卖粮的真实写照。而
今，越来越多的农产品转型
高品质，瞄准市场的农民群
体逐渐壮大，文化、旅游等元
素为现代农业注入“新活力”。

金秋九月，稻谷飘香，一
幅幅丰收图景让黑龙江这个
农业现代化建设“排头兵”越
来越“上档次”，现代农业生
产体系、经营体系、产业体系
正在稳步构建。

追高端：咬定目

标，只为稻花“香”

稻花香里说丰年。在黑
龙江省南部的五常市常堡乡
保安村，沉甸甸的稻穗压弯
了腰。9 月 1 8 日，常堡乡
3000 亩水稻新品种示范田，
迎来了这个品种的研发团
队———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
育生物学研究专家组参观。
在田间地头，用电饭锅煮好
的米饭香味四溢。

保安村农民乔暑平今年
种了 60 亩新品种水稻。他
说，这个品种具有优质、高
产、抗稻瘟病和抗倒伏的特
点。去年与收购企业签订了
合同，每斤比当地水稻市场
价高出一角钱。

种植优质水稻品种，早
已让当地农民尝到了甜头。
保安村农民翟志友今年种了
30 多亩“稻花香 2 号”，这个
系列品种是五常大米享誉全
国的原因之一。

“再过几天就可以收割
了，你看这籽粒饱满，粮食品
质非常好。”站在稻田边的翟
志友说，他的客户分布在广
州、北京等地，每斤大米能卖
到 10 多元。

从南到北、从西到东，品
质农业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农
户的新选择。

位于我国“东极”抚远市
的玖成高效合作联社，近年来
面向“高品质”种植水稻发力，
3 .36 万亩水稻大都达到绿色
标准，部分正在向有机水稻迈
进。合作社今年种植的 300亩
有机鸭稻，每亩效益比普通水
稻能高出 800元。

抢市场：粮未进仓，先找“婆家”

秋收大幕已经拉开。在黑龙江省垦区，部分地区正适时
早收，主动抢占“第一桶金”。

黑龙江垦区二九〇农场种植户荀加武，今年种了 150
亩水稻。从扣棚、育秧到插秧，都尽量抢前抓早，收获时间也
提前了。正在收获水稻的荀加武对记者说，今年水稻品质
好，成熟好，通过早收获，早上市，不仅能够卖上好价格，还
有利于后期整地。

虽然还未到大面积收割时节，但富锦市东北水田现代
农机专业合作社的 1 万多亩水稻，早已找到了“婆家”。合作
社理事长刘春说，合作社与大连一家企业签订了购销协议，
企业以高于水稻最低收购价 0 . 6 元左右的价格收购，销售
利润的 20% 最终还可以返还给合作社。目前合作社还在瞄
准更加精细的订单种植：客户春天订一块稻田，自定标准和
品种，秋天收下来粮食都归客户。“只要客户有需求，我们都
可以合作。”

进入 9 月以来，桦川县创业乡春鹏水稻专业合作社理
事长景春鹏的微信“朋友圈”就开始忙碌起来，几乎每天都
会更新三四条有关今年水稻的信息，从收割机开进稻田，到
新收的稻子在阳光下晾晒，再到加工车间打包新米，展示水
稻收储和加工全流程。

“从开始收割到现在，六七天时间卖了 3000 多盒。”景
春鹏说，能卖这么好，主要归功于“朋友圈”的宣传，更多人
知道了合作社的高端大米。

玩融合：稻海种出“花”，农业“嗨”起来

秋收时节，富锦市现代农业万亩水稻科技示范园里水
稻已近成熟。登上示范园中的一处观光塔望去，通过种植不
同颜色的水稻，以“春夏秋冬”为主题的四幅巨型“稻田画”
尽收眼底，稻田种出了“花儿”。

万亩稻田间，庆祝丰收的秧歌也扭了起来。秧歌队员们
手持或红或绿的手绢、扇子，穿着色彩斑斓的服装，在一片
金色的稻田间格外显眼。“我们用舞蹈来庆祝丰收，迎接第
一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富锦市舞蹈协会会长刘艳玲说。

在抚远市，一处面积达 4200 亩的蔓越莓种植基地里迎
来了丰收，植株上布满了红色的蔓越莓果实。种植基地负责
人李峰介绍，经过 3 年试种，今年的蔓越莓收获季，这里变
成一片红色的海洋。

当地人士介绍，蔓越莓的经济效益是水稻的几十倍。未
来，抚远将建设集蔓越莓种植、销售、深加工、观光为一体的
综合性示范基地。

农业休闲游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游人。游客高鑫带着
自己的小女儿，来到富锦市“稻海田园综合体”，徜徉在稻海
间赏景、拍照。“感觉特别震撼，也很新鲜，在这儿能让孩子
更好地走进农业，懂得珍惜粮食。”高鑫说。

(采写记者：孙英威、管建涛、王建、杨喆)
新华社哈尔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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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收的味道

23 日秋分节气这一天，大江南北亿万农民欢歌笑语，以不
同方式庆祝自己的节日——— 第一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经历春秋，
汗水终于滋润出硕美果实，人们沉浸在丰收的喜悦中。

农，天下之大业也。22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亿万农民致以节日的问候和
良好的祝愿，极大地激励和鼓舞了广大农民和基层农业工作者。

“农民丰收节的设立、习近平总书记的祝愿，让我们深感党
中央对农业、农村、农民的高度重视。农业的前景很美好，农村的
天地很广阔，农民的未来也更有盼头！”湖南省益阳市桃江县松
木塘镇八一农场的农场主王志强激动地说。

23 日一早，王志强就把 450 头“跑猪”放出猪圈去山上撒
欢。夜里下了一场秋雨，林间空气清润。“跑猪”的身影在苍翠的
灌木丛中若隐若现。不一会儿，来自益阳、长沙等地的游客们到
了，寂静的山林热闹起来。正值中秋节假期，游客们远道而来，就
是为吃一口“高山跑猪肉”。这几年，别人家的猪销售困难，王志
强的猪还没宰杀就被客户订走。

河南省驻马店市正阳县红旗种养业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张成在一片花生地里查看收获情况。“花生陆陆续续开始收了。
今年长势非常好，收成非常理想！”他说，“农民每年就是盼丰收，
所以设立中国农民丰收节太有必要了！”

张成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是农业大国，重农固本是
安民之基、治国之要。他对这句话印象最深，心情也格外振奋。

张成经营的合作社今年托管了 3 万多亩花生地，通过开展
社会化服务得到了大伙认可。这几天合作社正在和村里签订下

一季的托管合同，预计托管的小麦面积将达到 20 万亩以上。
这一天，沉浸在庆祝丰收节喜悦中的还有湖北省随县淮

河镇高庄村的陈国忠。在当地庆祝丰收节的活动现场，他刚刚
享受了一场乡土文化的盛宴。

“唱唱跳跳好热闹，都是咱们农民自己的节目，真有过节
的气氛！”陈国忠说，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愿是对农民极大
的激励和鼓舞。“有了自己的节日，有了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
活，我们农民更有干劲了。”

村里越来越多在外务工的乡亲们返乡务农，镰刀锄头换成
了大机器。而陈国忠几十年来从未离开过家里的 10 多亩地，家
里种了 10 多亩水稻、1 万袋香菇，每年收入有 5 万多元。他还
打算考个驾照、买台小型货车。“路子越来越宽了。”他说。

“今年是农村改革 4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40 年来
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这也是
对小岗村的高度肯定。”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小岗村党委第一
书记李锦柱，在当地庆祝丰收节的活动现场说，习近平总书记
的祝愿让大家很激动、很振奋，在分享五谷丰登喜悦的同时更
感受到党和国家对农民的重视和关怀。

今年 2 月，小岗村村民代表聚集在大包干纪念馆前，领取
了第一次集体经济收益股权分红，每人到手 350 元。小岗村成
立了集体资产股份合作社并发放股权证，村民从“户户包田”
实现了对村集体资产的“人人持股”。

“我们大力经营‘小岗’这一品牌，集体经济收益比去年好
得多，今年老百姓的分红肯定比去年高。”他说，“我们要以欢

庆农民丰收节为契机，调动农民的自豪感，凝聚起参与小岗村
振兴的共识，团结起来一起干，把小岗村建设好！”

习近平总书记的祝愿，同样在东北一望无垠的黑土地上
引起强烈反响。“我们更加喜悦自豪，心里更有底了、更有干劲
了！”吉林省永吉县万昌镇的“新农人”张楠楠说，在推进乡村
振兴的大战略中，大学生在农村天地大有可为。

28 岁的张楠楠是既能飞又能教的“飞行教头”。此时，她
正在一片稻田边上熟练操作着一台小型无人机，察看水稻收
割情况，通过对讲机与收割机驾驶员沟通，调度着机械行进路
线。机器轰鸣声中，金黄的稻谷被收进仓。

“我要持续打造自己农场的稻米品牌，让产自黄金水稻带
的优质稻米对接更广阔的市场，好米卖出好价格。”她说。

每天早上 6点准时到村部或农场，是江苏省泰州市高港
区徐庄村第一书记徐勤生 20 多年来的习惯。23 日一早，徐勤
生起床后打开电视正好看到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亿万农民祝
贺中国农民丰收节的新闻。

“我们国家是个农业大国，农民终于有了自己的节日。”徐
勤生高兴地说，“农村的春天到来了。我们要抓住机遇，把农村
的各项工作实实在在地做好！”徐勤生认为，做好农村工作要
做到“脸熟、路熟、地熟”，经常到老百姓家里坐一坐。村干部要
做好种粮大户的“指导员、服务员、参谋员、后勤员”。

在处处五谷丰登、瓜果飘香，亿万农民共庆丰年、分享喜悦之
时，一曲乡村振兴的华彩乐章正在神州大地激荡响起！(记者董峻、
高敬、唐兴、周楠、侯文坤、段续、郑生竹)新华社北京 9 月 23 日电

谱写农业农村改革发展新华章
习近平总书记致全国亿万农民的丰收节祝愿温暖人心振奋精神

这是最年轻的一个节日，也是一份最古老的牵念。秋分这
天，我们迎来第一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探索
实践闻名的浙江省安吉县余村，到农村改革春雷涌动四方的安
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小岗村；从 2000 多年来一直造福生民的四川
都江堰，到后稷“教民稼穑”的陕西杨凌，丰收中国，普天同庆。

40 年饮水思源：党的政策丰收了

作为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庆祝活动之一，第七届中国农民
歌会 23 日在安徽滁州开幕，中国农村改革 40周年摄影展、庆祝
改革开放 40周年书画展等同时在滁州开展。

40 年前，发源于滁州市凤阳县小岗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拉开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当年 18 位农民签下“生死状”，将
村内土地分开承包，开创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先河。

“我家第一年收的粮食，花生千把斤、稻谷五六千斤，一家人
5 年也吃不掉。”说起单干后的第一个丰收年，74 岁的严立华如

数家珍。
作为 18 名大包干带头人之一，当年的红手印就是在严立

华家按下的。在他家的农家菜馆，回想当年的情景，老人记忆
犹新：“当年村里人饿肚子，不得已要出去逃荒要饭。那么多
地，咋就搞不到饭吃？政策不允许，家里养几只鸡鸭，都被说是
走资本主义道路。18 户人家，从分成两个大组、到分成 4 个小
组、再到分成 8 个小组，还是不行。”

于是就有了 1978年那个冬夜按红手印的故事。“当时我们觉
得，杀头不一定，但坐牢是逃不掉的。但宁肯坐牢，也不能饿肚子。”

包产到户，立竿见影。随着一个个丰年，当年的草房子变
成了瓦房，前些年他们一家人又住进了 2 层小楼房。“以前想
都不敢想。这是咱农民勤劳的丰收，更是党的政策丰收了！”

“40 年前，小岗村开启农村改革大幕；40 年后，小岗村仍
在推进农村综合改革。”说起丰收节，小岗村党委第一书记李
锦柱表示，小岗村将继续发扬“大包干”精神，种好现代农业示
范田，做好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文章，推动乡村振兴战略
尽早“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4000 年稼穑：炎黄子孙生生不息

9 月 23 日上午，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纪念邮票首发仪式
在陕西杨凌农高会展馆广场举行。

杨凌，4000 多年前，相传“农神”后稷在此“教民稼穑，树
艺五谷”，开创我国农耕文明的先河，把我国原始农业推到一
个新的发展阶段，为后世繁衍生息做出巨大贡献。作为我国农
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杨凌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堪称我
国“三农”工作巨大成就的生动体现。歌曲《喊小麦》《华阴老腔
一声喊》、秦川牛、农用无人机展示等，突出“农耕文明、农业科
技”主题，使参与活动的群众感受到农耕文化与现代科技的水
乳交融。

湖南省中部山区的紫鹊界梯田，源于 2000 多年前秦代农
耕文明的“梯田王国”，是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和全国首批 19 个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之一。近年来，尽管由于种粮比较效益降
低，仍然有一部分农民坚守这处农耕文明留下的优秀作品，春
播秋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据了解，近年来，尽管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
社如雨后春笋般发展，但在湖南这个“全国水稻产量第一省”，
小农户生产方式仍然占据着重要地位。“传统农耕文明仍然在
广袤的乡村长期存在。”湖南省农委副巡视员严德荣说，种植
规模小、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的生产模式，在农耕文明传承中
也有着重要地位。

从远古先民祝贺丰收的祭礼，到历代帝王亲耕的“籍田
礼”，千百年来人们祈盼丰收、欢庆丰收，表达对丰衣足食、安居
乐业的向往，对盛世宏基、长治久安的渴盼。山东大学中文系教
授冯建国说，早在西周时，便有记载庆祝丰收的篇章，如诗经

《周颂·丰年》写道，“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廪，万亿及秭。”
“中国农民丰收节是亿万农民庆祝丰收、享受丰收的

节日，也是五谷丰登、国泰民安的生动体现。”农业农村部
部长韩长赋说，“中华农耕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中国
农民丰收节作为一个鲜明的文化符号，赋予新的时代内
涵，有助于宣传展示农耕文化的悠久厚重，传承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推动
传统文化和现代文
明有机融合，增强文
化自信心和民族自
豪感。”

（下转 2 版）

近来，山西省运城市的一条小吃街热闹非凡。然而，仅仅一
年多前这里还是一片荒滩。当地干部介绍，这项工程进展迅速，
得益于运城市实施的一系列干部考核新机制。

去年以来山西省运城市完善干部考核机制，陆续出台重点工
作承诺制、重大事项报告制、末位分析解剖制和市管正职领导干
部监督管理考核等机制。多角度、全方位的考核机制成为实干家
的“护身符”，怠政者的“催命符”，当地干部燃起干事创业的热情。

创新考核机制多角度考核干部

近年来，部分干部身上仍然有“干多干少一个样”的错误想
法。多数干部认为，这与考核机制不健全有关。为此，山西省运城

市去年以来陆续出台一系列详
细的干部考核措施。其中，重点
工程承诺制要求，一把手公开
向群众承诺当年要做的工作；
重大事项报告制要求，对中央、

省、市的重大决策部署及时向上级党委汇报进展；末位分析解
剖制要求，对考核排后位的干部进行分析，帮助其推进工作，
对确属不担当不作为的进行问责；市管正职领导干部履职情
况多角度监督管理考核测评办法要求，对领导干部采取内部
测评、正职互评、上级领导测评的办法，多角度考核领导干部。

运城市委组织部考核办副主任王力鹏介绍，这套考核制
度已经覆盖全市所有科级以上单位，“以前围着领导转，现在
干部围着要干的事转”。

为干事者“护身”为偷懒者“催命”

今年初，运城市对 153 名市管正职领导干部去年的工作

进行多角度测评，其中县(市、区)党政正职 23 名，市直部门主
要负责人 66 名，市直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 64 名，并对测评
结果进行汇总排队。

考核的生命在结果运用。经考核，运城市对 34 名优秀领
导干部大张旗鼓予以表彰奖励。同时对评为优秀等次的县
(市、区)、市直单位给予现金重奖。

更重要的是，运城市对考核靠后且属于不担当不作为的
干部“动真格”。运城市委书记刘志宏介绍，运城市评选出 10
名履职情况较差的主要负责人，“被评为差的，各有各的问题，
有的是工作不行，有的是能力不行，有的是办事不行等等，都
是主观上的问题”。

为了确保“不冤枉”，对这 10 人的评选有严格的程序。首
先是经过多角度全方位的考核排名，排出后 20 位干部；然后
组织对他们分别谈话，进行“末位分析解剖”，对其中属于客观
原因造成工作进展缓慢的，组织在提醒的同时也给予帮助，让
工作尽快有起色；而对于确属于不担当不作为的干部，组织给
予批评甚至免职。 （下转 3 版）

最年轻的节日 最悠久的牵念
写给首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 9 月 23 日，小朋友在活动现场玩耍。当日，河南在新郑市红枣小镇举行活动，庆祝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 新华社记者朱祥摄

多角度、全方位的考核机制成为实干家的“护身符”，怠政者的“催命符”

运城：浇灭懒气惰气，燃起勇气锐气

9 月 23 日，“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在北京天安门
广场全面亮相。 新华社记者李贺摄

“祝福祖国” 中秋赏“月”

9 月 23 日，在南京北极阁广场，人们在观赏一座
大型的“月亮”造型景观。 新华社发(刘建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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