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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长沙 9 月 23 日电(记者周楠、
董峻)在第一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前夕，记者在
有“江南粮仓”之称的湖南洞庭湖平原采访水
稻收成和农民增收情况，看到金黄满原，听到
稻浪声声，闻到稻香芬芳。在这片沉淀了数千
年稻作文明的土地上，水稻产业正在走向转
型升级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从追求产量到绿色优先

在我国众多“鱼米之乡”中，洞庭湖平原是
非常特殊的一个。这里有迄今发现的世界最
早、保存最完好的水稻田——— 城头山古文化
遗址，也见证了近代“湖广熟，天下足”农业荣
光，还是我国最重要的商品粮棉油基地之一。

在华容县三封寺镇泰和村的一块稻田，
今年的一季稻迎来丰收。稻穗沉甸甸地低下
了头。3 台收割机依次排开，在轰隆隆的响声
中，收割、脱粒、打碎秸秆、稻谷装车，一气呵
成。

运输车里，新谷堆成了宝塔尖。看到记者
在拍摄，种植户敖文华几次走到镜头前，把写
了水稻品种名称的招牌插在显眼处。问起缘
由，这位种了 30 多年田的老农有点害羞，挠
挠头说：“今年能丰收主要就靠它，所以想展
示一下。”

敖文华流转了 350 亩地，前几年按传统
方式种植，追求高产，化肥用得多，产量是有
了，品质却不高，卖不起价格。这两年，他听了
镇里农技员的话，开始种植优质稻，尽量不打
农药，化肥适当用点，主要靠绿肥。

一年下来，虽然产量比以前少了两成，但

稻谷的品质提高了，口感更好，因此更受市
场欢迎，价钱也比以前提高了。

秸秆还田、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化肥
和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这些崭新的生产
理念，成为这片土地农业转型的最新注脚。

从单一种稻到多种经营

穿过苍翠的田间道，就来到华容县万
庾镇万庾村。“庾”字不常见，它在古代既是
容量单位又指露天谷仓。这里曾经建有积
谷 10 万担的大粮仓，因此得名“万庾”。

过去万庾村的稻田里只有水稻。如今，
每一丘田的中间种着水稻，四周挖出一圈
一米多宽的水沟，里面活跃着各地“吃货”
们垂涎的小龙虾。

养殖户吴广正坐在小船上投放虾苗。
“以前种双季稻，扣除各种成本，每亩田每
年顶多赚千把块钱，现在‘稻虾共作’，种一
季稻、养两季虾，每亩纯利润是种稻的 4倍。”

吴广有 180 亩稻虾共作的水田。今年
小龙虾行情很好，批发均价每斤达 25 元。
“算一算，能赚六七十万元，以前想都不敢
想。”说话间，他的眼角都溢出丰收的喜悦。
华容县农业局局长王仲湘介绍说，全县

像这样的小龙虾专业种养合作社和产业链
经济实体有 20多家，带动了上万农户致富。

水稻是洞庭湖平原的传统产业。如今，
这片土地正在告别“一稻独大”，稻虾共作、
稻蛙共作、稻鱼共作等模式越来越受农民
欢迎，蔬菜、水果、茶叶等经济作物也发展
迅速，成为农民经营性收入的重要来源。

从粗放耕作到种粮“黑科技”

实时监控发现农田缺水——— 传输信息到
智慧农业管理平台——— 平台发出指令到管理
者手机——— 点击手机开启灌溉阀门，水流喷
涌而出流向稻田。这一系列操作不到 20 秒。

这是记者在华容县鲇鱼须镇高山村数
字农业示范园看到的一幕。

这个示范园的核心种植面积有 3000
亩。示范园指挥长吴葆春说，种粮是劳动密
集型产业，过去的种田方式粗放，施肥容易
超，打药容易多，病虫害监测不够及时。粮农
一年到头被“拴”在田里，辛苦又低效。

为解决这些问题，以水稻生产为主的华
容数字农业示范园去年开始应用互联网技
术、卫星定位指挥技术等“黑科技”，对土壤环
境、作物生长全场、全程监控，获取生长发
育、水肥状况、病情危害、场内卫生等动态信
息，通过智能系统进行定时、定量、定位处理
后，能及时准确地遥控指定设备开关，实现
了从播种、施肥、灌溉到收获等农事活动全
过程的数字化管理。

“我们还在农机上装备了北斗卫星导航
系统，插秧和收割精度达到厘米级，可以精
确到每一条垄、每一棵苗。”吴葆春说。

随着农业机械化大面积推广、数字农业
方兴未艾，洞庭湖区的家家户户、一丘一块
的耕作方式大幅减少，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种
植模式迎来改变，连片数百亩的适度规模种
植户不断涌现，种稻已经从主要依靠增加资
源要素投入转为主要依靠科技进步。

“江南粮仓”丰收“三变”
来自洞庭湖平原水稻收获现场的报道

新华社北京 9 月 23 日电(记者向志强、
杨绍功、吴慧珺、陈尚营)广西象州，糖蔗还在
最后剥叶；安徽潜山，水稻已经一片金黄；江
苏宝应，大闸蟹刚刚开始上市。大江南北渐
入金秋，丰收的景象涌现在田间地头。精准
扶贫、乡村振兴、农业现代化……党的一系
列兴农富农举措，让农村呈现新面貌。首个
“中国农民丰收节”来临之际，新华社记者探
访了东中西部三个丰收村，看丰收景象，听
丰收心声，话丰收远景。

丰收的喜悦写在脸上

什么是丰收？58 岁的农民卢运生站在田
埂上，左手边是绿油油的瓜蒌，右手边是黄
灿灿的稻田，中间的他对着记者咧嘴在笑。
答案写在他那张沧桑却平静的脸上。

“一亩瓜蒌能产 200斤干籽，一斤能卖 20
块。根和皮一斤能卖 8 块多。今年种了 300
亩，按照去年的行情，刨除成本，20 万元没问
题。”这位种植大户算起了今年的丰收账。

卢运生所在的丰收村位于安徽潜山县
王河镇。村党总支书记汪杰明说，今年全村
预计水稻收成 3000 亩，亩产 1300 斤；瓜蒌
1000 亩，亩产 200斤。

走进广西象州县马坪镇丰收村，连片的
糖蔗又高又直，柚子、砂糖橘压弯了枝
头……如此景象，让人想不到这是一个深度
贫困村。
去年脱贫的杨乃行和妻子早上 6 点就到

地里剥蔗叶。糖蔗马上要成熟，剥叶能长得更
好。“现在政策好，只要勤快点，生活总会变好
的。”去年，他获得了上万元产业发展等各类扶
贫资金，种了 25亩甘蔗、7亩优质稻，还养了两
头牛，成功脱贫。

“现在村里几乎没有闲田，很多人还到附
近包地种。”村党总支书记唐田说，利用扶贫
政策发展多元产业，今年全村预计脱贫 111
户 477人，将甩掉深度贫困的“帽子”。
紧靠京杭大运河的江苏省宝应县夏集镇丰

收村，3600多亩土地中有 2200多亩是蟹塘。波
光粼粼的水面上，偶尔跳起的鱼，让人可以想象
塘底蕴藏的丰收气息。

55 岁的养殖大户陈寿春刚从上海、无锡
跑市场回来，大闸蟹的销路基本打通了。今年
大闸蟹每亩增收 20斤，他打算直接到城里搞
批发门市，减少中间环节，价格也能卖得更高。

丰收的背后是政策支撑

丰收的路子多种多样，丰收背后却有共
同的原因。基础设施搞好了，科技水平提高
了，产业融合起来了，丰收村丰收的成色越来越足。

安徽潜山和广西象州的两个丰收村都曾饱受水患。为防涝
抗旱，前者斥资修建水利站，对今年农业丰收发挥了重要作用；
后者实施了疏浚河道等措施，也迎来了丰收年。

两年前，象州的丰收村建“双高”糖料蔗基地，糖蔗种植间距
要从 90 厘米拉大到 1 . 2 米，很多种植户心生疑虑，“少种不会减
产吗？”为打消村民疑虑，政府免费提供机器深耕服务和高糖蔗
种，还组织村民外出考察。

一年后，糖蔗亩产量从之前的五六吨提高到七八吨，种植
大户杨祖权连连称好，“现在一根蔗顶过去的两根！”驻村“第一
书记”黄维介绍，“双高”基地建设以来，村里甘蔗种植面积增加
了 500 亩，产量增加了 5000 吨。

安徽潜山丰收村注重农业规模化，建立了 6 家专业合作
社，圩里 95% 土地都已发包。龙头产业瓜蒌种植得到大力扶持。
休闲观光农业、绿色农业、创意农业等多种业态并存，推动农业
多功能延伸。

借助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的创业扶持政策支撑，江苏宝应丰
收村正从传统种养向园艺花木、农家乐等第三产业拓展。村党
支部书记胡桂林说，全村 20 家农家乐一年的经营收入就有 600
多万元，成为村民增收的重要渠道。

期盼丰收梦越来越甜

不仅农产品丰收，丰收村在精神层面也越发富足。村民们
的丰收梦越来越甜。

水泥路、篮球场、大戏台……走进三个丰收村，记者看到这
些设施都已是标配。在安徽潜山丰收村，5600 平方米的活动广
场、120 平方米的大舞台成了农民文化乐园。农家书屋里，村民
产小平正津津有味地看着《李白外传》。“以前，吃过饭我就要上
麻将桌。”产小平打趣说，“农家书屋可拆散了不少牌友啊！”

在广西象州丰收村，每天晚上灯光球场上都会聚起打乒乓
球、跳广场舞的人。午饭后，杨祖权常会约其他村民一起到附近
镇上喝奶茶、咖啡聊天，这已经成了流行风尚。

吃饱了肚子，有了更高的追求，丰收村的人们盼望着丰收
能够继续，从风调雨顺时的“小丰收”走向长长久久的“大丰收”。

丰收还要产业更可靠。为扩大增收渠道，广西象州丰收村
的村民正尝试种植沃柑、山楂等多种水果。江苏宝应丰收村，陈
寿春还在忙着搭建网上销售平台，以解决销路问题。他们都希
望得到更多技术指导和市场引导，让增产实实在在变为增收，
让丰收货真价实。
丰收需要更多年轻人回村来。少了年轻人，丰收村如何继续丰

收？三个丰收村都在积极争取政策，鼓励青年返乡创业。
“叫丰收，就要不断真丰收！”广西象州丰收村村委会主任杨

乃逢说，真丰收要靠大家继续扎根农村，找准症结、研究办法、
解决问题，一步一个脚印奋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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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合肥 9 月 23 日电(记者高敬、张
康喆、姜刚)23 日秋分，首个中国农民丰收
节。这一天，安徽省滁州市的庆祝现场热闹非
凡，这里正在举行一场别开生面的农民歌会。

现场有几位身披红绶带的特殊观众，他
们就是来自“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凤阳县小
岗村的大包干带头人。当年按下红手印的地
方，就是严立华家的草房。相比 40 多年前的
苦日子，已经 74 岁的严立华说，如今的生活
真是甜得“满足又满足”。记者在金秋季节来
到小岗村，感受到了这里丰收的别样甜味儿。

9 月 21日下午，“小岗村首届农民丰收
节——— 优质稻米品鉴会”热热闹闹地开始了。
大约 10种新米做成的米饭供人们品鉴，要评
选出 3个最受群众认可的品种。

这是北大荒集团在小岗村迎来的首次水
稻收获。对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驻小岗村技
术负责人赵明武来说，看到人们对自己种的
大米点头称赞，心里实在是一种酸甜交织、说
不清楚的滋味儿。

今年，北大荒集团在小岗村建起了 500

多亩的现代化水稻生产基地。记者在现场看
到，一块块整齐的稻田里，饱满的稻穗早已沉
甸甸的，稻浪滚滚，美不胜收。

“我刚看到这块土地的时候，真有种想哭
的感觉。”回想起年初的情景，赵明武仍然感
慨万千。水是水稻的“命根子”，但这里原本是
一块旱地，坡度大、用水难。从最高处到最低
处，落差足有 8 米多。

开沟、铺管，从几十里以外的水库调来了
水，整地却是个让他头疼的大难题。拖拉机不
行，就用挖掘机。乍看上去平整的地，一放水，
又出现问题。光整地一项，他们就足足花了
70 天时间。整地破坏了土壤原来的肥力分
布，他们又给每亩地使用了 160 公斤生物有
机肥来平衡肥力。

村里人一度质疑：“你们搞不赢吧？”严立华
家的几亩土地也流转出来种上了水稻，他没事
儿就会去稻田转转。“想不到他们把地整得那
么好，水稻长得这么喜人，那稻田多漂亮啊！”
如今，金黄的稻田就是最好的回报。赵明

武说，小岗村在农业社会化服务上有优势，分

工细致。食品工业园也已有两家企业入驻。同
时，北大荒的农业种植技术恰好能与小岗村
农村改革的需要相结合。

站在稻田边，赵明武笑着说：“本来觉得
这地第一年种水稻，亩产能达到 800斤我们
就知足了，现在看亩产千斤也不满足！”

跟赵明武一样尝到丰收甜头的，还有小
岗村梨园公社种植基地负责人黄庆昶。

记者来到他的梨园时，只见一箱箱重量不
等的“大吉梨”整齐地码放好，等着发往消费者
手中。随手拿起一只黄澄澄的梨子，嚯！竟然比
记者的拳头还大出一大圈，足有一斤半重。

黄庆昶可以说是一个“新小岗人”。10 年
前，已在无锡拥有稳定生活的黄庆昶来到小
岗村，全身心地投入到这片梨园中，一干就是
10 年。

从土地流转到种树管树，都需要大量资
金投入。跟种粮食当年见效益不同，种果树更
需要耐心。前几年，梨园基本都在投入阶段，
谈不上啥利润。

这个秋天，黄庆昶的梨园迎来了历史性

转折——— 已经成熟的 200 亩梨园收了近
50 万斤梨子，产量上了一个“大台阶”。前
来采摘、订购的顾客越来越多。他还借助网
上电商平台，每天根据订单数量采摘、装
箱、发货。此外，梨园还摸索对梨子进行深
加工，将其制成梨膏、梨酒等。他的生产型
生态休闲农庄已经见了雏形。

“今年不仅梨子收成好，而且多元业态
逐渐稳定下来，梨园由投入开始向产出转
折。”黄庆昶欣慰地说，今年“丰产又丰收”。

梨园的发展也为当地村民带来了实实
在在的收益。今年 71 岁的杜永顺，2011 年
起便将自家的 25 亩地流转给梨园，不仅不
再操心种田的活计，还在梨园打工，拿起了
“年薪”。

“过去下雨往田里跑，现在下雨往家
跑。我们既能拿地租，又能拿工资，合适得
很。”他说。

漫步小岗村，人们不时闻到桂花香，这
缕缕香甜，正如小岗村人在这个金秋收获
的好日子那样甜美。

安徽小岗：“改革第一村”的秋味别样甜

23 日是首个中国农
民丰收节，在上海这座国
际大都市的郊区，农民和
三农从业者们在欢声笑语
中感受丰收的喜悦。

——— 乡村旅游人气
旺。“一离开高速公路，我
们就迫不及待打开车窗，
感受窗外‘稻花香里说丰
年’的景致。”前来参加浦
东美丽乡村嘉年华的上海
市文联党组书记尤存说。

在乡村嘉年华现场，
来自浦东陆家嘴的海派秧
歌、秘鲁和英国的民间舞
蹈、西藏江孜县的妙音踏
舞齐齐亮相，吸引了众多
观众驻足观看。举办嘉年
华的浦东大团镇，每年还
举办上海桃花节，以“花”
为媒，形成了一条乡村旅
游走廊，让市民全方位感
受美丽乡村的魅力。

助力乡村旅游，上海
市近期印发促进乡村民宿
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在
郊野公园、森林公园、规划
确定的保留村、乡村振兴
示范村等地区有序推进乡
村民宿的发展。据统计，上
海的乡村旅游民宿约有

300 多家，有的“面朝大海”，有的颇具“稻
田蛙声”之趣。

——— 家庭农场红红火火。大型收割机在
偌大的稻田里奔驰，伴随着马达轰鸣声，一
排排沉甸甸的稻穗应声倒下……在上海市
郊的松江区，这个开镰仪式将丰收节活动推
向高潮。

“记否，记否，首届丰收节诗歌唱酬，生
活本就是诗的渊薮，断岸百里有翩跹鹭
鸥……”曾获评“首届全国十佳农民”的松
江区泖港镇农场主李春风上台献诗，赢得
满堂喝彩。

上海松江的家庭农场全国知名。截至
2017 年末，松江全区的家庭农场已发展至
921户，经营总面积 13 . 92 万亩，占全区粮
食播种面积的 95%，去年户均净收入达 11
万元。

——— 品牌农业对接品质消费。提起上
海，“农业”似乎很难成为这座城市的标签。
但提起“8424 西瓜”“南汇水蜜桃”“平棋葡
萄”……这些被消费者熟知的瓜果品牌，都
产自于上海农村。今夏，“8424 西瓜”“南汇
水蜜桃”还一度成为新零售生鲜平台上抢
手的“热款”。

都市农业走俏市场的背后离不开品牌
的力量。在浦东曹路的现代农业园区蔬菜
保障基地中，一排排蔬菜生产连栋大棚整
齐排列，大棚里各种蔬菜长得郁郁葱葱。工
人们正忙碌着把刚采摘下来的蔬菜进行挑
选包装，打上“朝露”品牌，装箱配送。

靠着一直坚守的标准化、现代化种植
技术，以及严格的质量安全控制体系，这些
看似普通的有机花菜、有机芹菜、有机娃娃
菜，在品质消费市场打出了一片天地。

在首届丰收节上，浦东新区农委表示，
结合都市现代农业的发展实际，力争在 3年
内打造 200个“放心农产品生产基地”，增加
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满足优质化、多样化、
个性化消费需求。 (记者王默玲、龚雯)

新华社上海 9 月 23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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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1 版）记者了解到，运城市有一位考核排名靠后的单
位一把手，组织了解后发现，他本人履职思路不清楚，存在混日
子的情况。单位职工对他意见很大，甚至认为单位“到了生死存
亡的时候”。最终，这名干部被免职。

干事热情在当地渐渐燃起

详细、公开、公正的考核为干部干事创业创造了良好的气
氛，也提供了更多的压力和动力。去年以来，运城市干部队伍中
懒气惰气慢慢熄灭，勇气锐气渐渐燃起。

在运城市盐湖区东郭镇，古色古香的小吃一条街“袁家村·
运城印象”刚开业几个月便游人如织。东郭镇党委书记曹峰介
绍，每天都有两三万人来游览，是当地最火爆的景点。一位入驻
3个月的醋坊老板高兴地对记者说：“原来估计一个月赚两三万
元，没想到现在能赚到五六万元。”

这位外地老板可能不会想到，现在灯火辉煌、摩肩接踵的小
吃一条街，一年多前还是一片荒滩。从征地、施工到商家入驻审
批，这片土地从荒无人烟到人头攒动，只用了一年多时间。

盐湖区委书记王吉敏介绍，在推进工作过程中，科学的考核
“指挥棒”发挥了重要作用。“公开承诺让干部有了外界压力，重
大事项报告制度让工程进展协调有序，末位淘汰更是怠政者的
紧箍咒。全区干部尤其是‘一把手’有了奋起直追的劲头。”

(记者王井怀)据新华社太原电

新华社天津 9 月 23 日电(记者周润健)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24日，迎来中秋
佳节。天文专家表示，今年的中秋节比去年提
前 10 天到来。中秋节子夜时分左右，我国部
分地区将现“皓月顶空照”美景。

一些细心的公众发现，2017 年中秋节对
应的阳历日期是 10 月 4日，今年对应的阳历
日期是 9 月 24日，而 2019 年对应的阳历日
期是 9 月 13日。

“这意味着今年的中秋比去年早到 10
天，比明年晚到 11 天。而之所以会出现这种
情况，是我国农历和公历转化的结果。最晚中

秋和最早中秋可以相差一个月。”中国天文学
会会员、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赵之珩说。

中秋团圆夜，赏月正当时。赵之珩介绍
说，以天津地区来说，24日中秋节当天月出
时间为 18时 20分左右，玉兔东升，光亮、圆
润，像一块玉琢的盘子，将洁白的月光洒向大
地。20时 30分以后，月亮冉冉上升，珠圆玉
润，光彩照人，开怀候嫦娥。

随着时间的流逝，圆月越升越高，25日零
时左右月上中天，中秋月升至最高，也最亮，
位于正南方天空，上演“皓月顶空照”美景。月
到中秋分外明，如水月华寄情思。此时此刻，

皎洁的月光像银色的轻纱披在大地上，让
人顿生无限遐思。5时以后，晶莹剔透的中
秋圆月渐渐西沉，将满满的祝福留在人间。

中央气象台预计，中秋节当天最宜赏
月的地方是辽宁、北京、天津、河北、河南、
山东、山西等地，这也意味着这些地区可以
欣赏到“皓月顶空照”美景。

“平分秋色一轮满，长伴云衢千里明。”
天文专家提醒说，中秋节当晚，感兴趣的公
众不妨寻一处避开城镇灯光之处，静候“皓
月顶空照”美景出现。有条件的公众如果选
择靠近河、湖、海的地方赏月，更有意境。

▲中秋节来临之际，浙江省湖州市南
浔区总工会开展“手写家书寄亲情”活动。

志愿者为职工们手写家书、代寄家信，告白
远方亲人，为全家祝福。（沈勇强摄）

今年中秋节比去年早了 10 天
“皓月顶空照”美景将现中秋夜

“一封家书”寄亲情

▲ 9 月 23 日，河北省滦县茨榆坨镇西长坨村农民金玉柱在收获稻米。当日，农民忙着
收获秋粮、蔬菜等农作物，庆祝首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新华社记者牟宇摄迎丰收 庆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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