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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9月 23日是第四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在“四川省十大最美古村落”的邻水县观音桥镇汤巴丘村，又一次迎来高山水稻、玉米等传统农

作物的丰收。村民们欢聚一堂，通过抢收水稻、稻田摸鱼、打糍粑等当地民俗、农事活动，齐颂祖国、共庆丰年。

活动在村民们抢收最后一片稻田中率先展开，镰刀割谷、“打斗”脱粒，现场有序而忙碌；在刚收割完的稻田里，一场“稻田摸鱼”比赛正紧锣密

鼓进行，村民们提着水桶，或岸边摸索、或田间穿梭，使出浑身解数收获自己的“战利品”；活动最后，打糍粑、搬运南瓜等民俗活动在农家院坝接连

上演，紧张刺激而又妙趣横生的趣味比赛，赚足了村民们的眼球，现场欢声笑语一片，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古
村
落
焕
发
生
机

稻
花
香
里
说
丰
年□张天文 张启富 本报记者 沈仁平 文 /图

圆园21年 9月 24日

责任编辑陶岚 版式肖琴 校对肖红
丰收节特别报道 04

天府庆丰收 同心感党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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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22日，由中国农民

丰收节组织指导委员会主

办，中国农业绿色发展研究

会、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德阳

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的

2021 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

国（德阳）主场系列活动之一

的乡村绿色发展研讨会在德

阳广汉举行，与会领导和专

家围绕“农业转型与绿色发

展”主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和

研讨。

在主旨演讲环节，农业

农村部原党组副书记、副部

长、中国农业绿色发展研究

会理事长余欣荣阐述了农业

绿色标准化建设的重要意义

和发展规律，提出建设农业

绿色标准化的思路建议。

“农业绿色标准化建设

是促进我国农业转型的基本

要求，要提高认识，深入开展

理论研究，推动制度建设、法

规建设和技术体系建设，积

极稳妥推进农业绿色标准化

建设服务乡村振兴和农业现

代化。”余欣荣表示，需要全

域化、系统化推进农业绿色

标准化建设，例如，由农业生

产单一环节标准向产前、产

中、产后全产业链标准转变，

覆盖农业生产、加工、流通过

程全要素和农产品从农田到

餐桌的全过程等。

在专家发言环节，中国

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

区划研究所副所长吴文斌讲

述了数字技术助力农业农村

绿色发展的理论创新与实践

探索。“推动数字信息技术

连接‘三农’，应用遥感、物联

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

信息技术手段，进行乡村全

面数字化改造和升级，发挥

数字技术和绿色技术的融合

作用，促进生产、生活、生态、

生命的协调发展，引领驱动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

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为

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

步、农民全面发展提供新动

能。”吴文斌表示，要发挥数

据的监测预警和优化资源要

素配置两大核心功能，让数

据在精准对接产销、防御自

然灾害、防控动植物疫病、降

低投入成本、保障农产品质

量和安全等关键环节释放数

据价值。例如，根据地形图、

果树精准位置、病虫害处方

图，利用无人喷药机器人进

行喷药作业，有树才喷、树密

多喷、虫害处多喷、掉头处不

喷，通过无人化智能喷药，不

仅可以提升农药利用效率，

还可以避免作业人员喷洒农

药中毒事件的发生等。

此外，中国工程院院士

张福锁从科技创新、人才培

养和区域落地等角度提出农

业绿色转型路径。四川农业

大学校长吴德提出了生猪绿

色生态养殖的创新理论体系

和模式。先正达集团中国副

总裁刘建波介绍了集团为我

国农业转型与绿色发展提供

的先正达“方案”。

阴本报记者 高明山 李鹏飞

四川通江
线上线下庆丰收 一天销售千余单

9月 22日，四川通江县结合“我为群众办

实事”实践活动，在广纳镇顺石岭举行“庆丰

收 尝新米 助振兴”农民丰收节庆祝活动。

“今年又是个丰收年，家中 2亩多水稻，

一共收获了 2400多斤稻谷。”在广纳镇顺石

岭一片金灿灿的稻田里，46岁的村民朱绍贵

正用力挥动手中的稻穗，收获着今年新出的

稻谷。

据了解，四川顺和通米业有限公司今年

在该村流转了 360亩土地种植有机稻谷，在

复垦大面积撂荒地的同时，也为当地老百姓

带去了实实在在的收入。

“年轻的都出去务工了，以前好多土地都

闲起的，现在每亩流转费 400元一年，平时在

家务工农闲时 70 元一天，农忙时 120元一

天，这个收入相当可以，粮食的收成也好。”村

民朱绍贵乐呵呵地说道。

丰收节这天，乡里乡亲们用热闹的农事

活动庆祝属于自己的节日，也吸引了不少游

客前来体验和购买农产品。

“十几年没有割过谷子了，前几天看到宣

传海报，今天特地来体验一把。”游客张有民

举着一大把刚割的沉甸甸、黄灿灿的稻谷，脸

上洋溢着的开心的笑容，“这就是儿时的味

道！”

在活动现场，还有来自通江县的 20多位

网络红人，也纷纷参与到其中，同时开启线上

直播，通过“抖音、快手、淘宝小店”等平台，进

行宣传带货，让观众身临其境地感受通江大

米的绿色、有机，有效提升了通江农产品的影

响力，扩大了销量，助力乡村振兴发展。

“我们希望通过这一次直播助农，把通江

的大米，包括通江的农产品通过直播平台推

广出去。”网络红人五个大爷之胖爷说道，“我

们都是土生土长的通江人，只想我们通江的

特色产品，走出大巴山、走向全国。”

活动现场，两口铁锅就地蒸煮着刚从水

稻田里打出来的新米，供当日收割、打谷的村

民以及游客们来品尝美味，享受丰收的喜悦。

“这新米吃起就是不一样，米粒黏而且清

香味儿特浓。”大家一边吃着香喷喷的饭菜一

边聊着丰收的话题，“过去谷子亩产上千斤想

都不敢想，现在科技发达，谷子产量越来越高

了，而且品质又好，日子越来越有盼头了。”

据主办方统计，活动当天通过线上直播

宣传带货，共计销售订单 1000余单，销售大

米 11吨，销售金额突破 8万元，为企业和当

地村民拓展了农产品销售和致富增收渠道，

同时提高了通江大米的品牌知名度。

“今年我们以‘2020年优质水稻种植结构

调整项目’为契机，建设了 5个百亩示范点，

带动全县种植优质水稻 22万亩，其中‘稻香

杯’获奖品种种植面积 15.03万亩。”通江县农

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岳晓介绍，下一步，将继续

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全面落

实各项强农、惠农政策，实现农民增收、农业

增效。

据悉，通江县今年水稻种植面积约为

34.2万亩，亩产在 520公斤左右，收割工作预

计将在 10月底全面完成。

阴杜文龙 本报记者 黄韬 文/图

金秋送爽，果蔬飘香，稻菽金黄，又是

一年春华秋实。丰收，是生活更美好，是日

子更有盼头。9月 23日上午，内江市 2021

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在隆昌市“美丽

渔村”古宇新村开幕。农民朋友汇聚一堂，

载歌载舞，共庆丰收，共享喜悦。

在丰收节的展示现场，供销社企业供

销农资集团、棉麻集团、农经集团、老邻居

公司等阵容整齐，产品琳琅满目，观众络绎

不绝，而内江市的“甜城味”系列农特产品

也纷纷亮相。

鱼肥虾美，谷物满仓，隆昌大地一派丰

收景象。连日来，隆昌市界市镇王家寺村迎

来丰收，以种植、加工、销售为一体的竹产

业链条，让这里的竹笋不愁销，农民收入

高，实现生态经济双丰收。

王家寺村党支部书记陈雷介绍，王家

寺村依托区位优势和产业基础，采用“支

部+合作社+公司+基地+农户”发展模式，全

村共计发展麻竹 2000亩、雷竹 400亩，极

大地带动当地村民增收。

“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农户的参与热

情很高，大家都主动参与到竹笋种植上

来。”陈雷说，中国农民丰收节，展示了广大

农民的丰收成果，大大增强了农民的幸福

感和获得感。据了解，界市镇盛产竹，是隆

昌种竹大镇之一，全镇栽种麻竹面积达

15000亩、雷竹面积达 10000亩。

“随着科学种植技术不断推广，农民丰

收不再成为我们担心的头等大事，而如何

把农产品卖个好价钱才是我们最关心的问

题。”王家寺村村民罗跃勇家今年也迎来了

丰收。罗跃勇手捧麻竹满脸喜悦地说：“去

年竹笋 8毛一斤，今年 1元一斤了。村上股

份经济合作社按照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我

们种植的竹笋，这大大增加了我们的收

入。”对于来年的期盼，罗跃勇信心十足地

说：“现在我们村农业条件改善了，只要踏

实肯干，条条大路迎丰收，明年也一定是丰

收年。日子好过了，腰包鼓了，对未来也更

有希望了。”

“十里听见茶农笑，百里闻得茶叶

香”。石燕桥镇被誉为“四川森林小镇”，有

着“天然氧吧”的美誉，常年雨量充沛，雨

雾缥缈。

隆昌市云峰茶叶农民专业种植合作社

坐落在隆昌市石燕桥镇叶家沟村，云峰茶

叶基地位于川渝交界处的油坊山脉，海拔

高度约为 1000米。该专合社负责人莫前勇

介绍，截至目前，今年已经采摘了 10万斤

干茶。在发展茶叶种植的同时，该合作社为

当地村民提供了更多增收渠道。“茶叶管

理、采茶……都需要大量劳动力，前来务工

的村民平均每天收入 100-200元。”据了

解，下一步该合作社将引进先进技术，创新

经营模式，用科技创新成果帮助农民增收、

助力乡村振兴。

“我的产品已远销国外。”隆昌市康发

藤艺公司经理刘明友高兴地说，通过参加

丰收节，扩大知名度，产品销售会更好。

农为邦本，食为政首。近年来，隆昌市

始终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坚持以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突破，以深化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重点提升稻渔、稳

住生猪、大力培育湖羊产业，粮食产量实现

十三连增，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18034元；成功创建国家级稻渔综合种养示

范区，纳入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名单，

获评全省乡村振兴先进市、省级五星级现

代农业园区。

丰收节里话丰收
内江市 2021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特写

9月 23日，以“醉美高坪迎金秋

嘉陵江畔庆丰收”为主题的 2021年中

国农民丰收节南充市庆丰收暨高坪区

现代农业休闲月活动启动仪式在中法

农业科技园举行。四川南充市委常委、

市总工会主席李在伟，市政协副主席

王翠花，高坪区委书记陈多平出席启

动仪式；高坪区委副书记罗嘉陵主持

启动仪式。

李在伟指出，今年以来，全市上

下紧紧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安排

部署，加快构建现代农业千亿产业

集群，积极打造“中国晚熟柑桔之

乡”，着力建设“美丽南充·宜居乡

村”，农业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农村

环境面貌不断改善、农民生活水平

不断提升。这些成绩的取得，凝结着

全市农民朋友的智慧与汗水，见证

着广大劳动者的辛勤耕耘和辛劳付

出，绘就了果州大地“三农”事业蒸

蒸日上的壮美画卷。

李在伟要求，要深入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做好“三农”工作的重要论

述，发挥好农民主体作用，开展一系列

喜闻乐见的活动，弘扬本土农耕文化、

优良传统，展现农民群众伟大创造精

神，展示南充市“三农”发展业绩，营造

全社会关注农业、关心农村、关爱农民

的浓厚氛围。要以实现乡村振兴为总

目标，以做好民生实事为总遵循，扎扎

实实抓工作，真真切切服好务，努力增

强广大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陈多平在致辞中表示，高坪区将

精心组织好中法农业科技园“最美芦

花季”、长乐镇“坝上草原”乡村游、东

观镇“火龙果采摘体验”等系列庆祝活

动，以“演、展、赏、采、尝”等多种形式，

与广大人民群众共享丰收喜悦、共话

丰收成果，全面展示高坪农村新风貌、

农业新成果、农民新形象。

当天还举行了南充市美丽乡村健

康跑活动，并启动高坪区优质农产品

展示、高坪区现代农业休闲月活动。活

动现场载歌载舞，共庆农民丰收节。

南充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相关

委（室）、市级相关部门负责人，南充九

县（市、区）党委或政府分管负责人，以

及高坪区各乡镇（街道）、区级相关部

门负责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代表参

加了启动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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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杨巧玲 本报记者 黄韬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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