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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抱节日
丰收在望
拥抱节日
丰收在望

改革开放40年来，特别是党的十
八大以来，中国农业连年丰收，农民
持续增收，粮食生产能力已经连续 5
年稳定在 1.2万亿斤水平。“中国农民
丰收节”的设立是对“三农”事业贡
献者的肯定与赞誉，同时也是中华民
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必胜信念
的体现。

小时候，大人们在地里干活儿，
我在地里带着弟弟妹妹翻石头，抓虫
子，趟水，洗脚丫，各种“疯跑乱
颠”。长大后，我也有一把子力气，
就加入到了除草、打药、浇水、收
割、晾晒、入仓的劳作中。记得有
一年，我家的麦子颗粒饱满，获得
了大丰收，邻居都跑到我家换麦子
做来年的麦种，我妈说：“丰收的喜
悦就像自己的孩子考上了名牌大学一
样。”

随着科技的发展，农民丰收不再
是难题，而如何把农产品卖个好价钱
才是我最关心的问题。在2014年，我
家将普通的玉米农作物换成了经济作
物甜玉米。第一年收成非常好，市场
上供不应求，卖了一个好价钱，比种
植普通玉米收益增加了一倍。但近些
年，种植甜玉米的农民越来越多，价
格也降了下来，严重的时候农产品销
路都是问题。

无独有偶，社会上也出现了越来
越多的关于“农产品滞销”的新闻。
在内蒙古，马铃薯大量滞销，价格跌
至近十年最低谷，很多种植户最后只
能以 0.3 元/公斤左右的收购价卖给当
地淀粉厂；“菠萝之乡”广东省徐闻县
的上亿斤菠萝滞销，最低跌到 5 分钱
一斤也无人问津 ； 海 南 省 东 方 市 芒
果滞销，大量已经成熟却无人收购
的果实堆积如山，开始熟烂在地里
……

眼下，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
“丰收问题”正通过打牢农业基础、推
进农业现代化而有条不紊地解决着，

“营销问题”的解决也有了创新方法。
在海南，果农开直播卖水果，打开销
路；电商公司开通生鲜平台，帮助农
民卖农产品；两年前，我也干起了农
产品微商，专营各种口味的甜玉米。
现在每到丰收时节全家出动，有负责
收获的，有负责外宣的，有负责包装
快递的，忙是忙了点儿，但收益非常
可观。

新时代，新征程。农民丰收的寓
意将更加丰满。

年初评上“职业农民”那几天，我心里欢喜得睡不着。
我丈夫在旁边打趣道：“想不到你这‘技术盲’，还成了‘土
专家’！”

前些天听新闻，我心里更高兴：秋天要过“中国农民丰
收节”，我作为“职业农民”，也有了自个儿的节日。

当“农民”，为啥如此开心？
1994年，我和丈夫到广东打工，发现老家果园里随处可

见的苹果，在南方很受欢迎。5年前，我俩一合计，干脆回老
家种苹果吧！

我们家乡地处渭北高原沟壑区，是苹果的优生区。我和
丈夫在荒坡上承包了上千亩果园。这想法很大胆，可我俩只
有初中文化，心里没底儿：栽种果树，该从哪里下手？

正着急时，听说县里打算选择上千名种植大户，成立
职业农民培育班。我丈夫一听眼睛都亮了，骑着车抢先报
了名。后来，其中一个培育教学点，正好设在我家果园
里。

隆冬腊月，100多名学员在我家果园上课。从省城来的教
授，讲蔬菜种植、果树生产、猪病防治，还有阳光心态、营
销管理、创业创新……我给大伙儿烧水送茶，顺便旁听老师
讲课。一年下来，我也申请要参加考试，后来竟考了个全班
第三。

第二年培训，我转成了正式学员。经过系统培训，最后
也评上了“职业农民”。教授们都夸我，“张华，你巾帼不让
须眉呀！”

传统农业中，农民对自身的认识，充满了自卑感，缺技
术、缺引导，农村长远发展受到限制。其实，除了庄稼丰
收，“技能丰收”更重要。因此，我们这些“职业农民”，也
应承担“技术普及”的社会责任。

年初，已学成出师的 110 名职业农民，组建了 11 支“红
马甲”志愿队，走村入户讲技术，用的都是方言土语。职业
农民，成了农业专家与基层百姓之间的“技术桥梁”。

我们志愿小分队里，由我当队长。出发那天清早，我扛
上红旗，召齐10名队员，开了辆货车，一路颠簸到职田镇景
家村。果树修剪、玉米施肥……我们这些“土专家”，在果园
里认真解答大家的疑问。晌午刚过半，刘老太领着娃娃，从
家里端来饸饹面，站在田头招呼志愿队员：“都来赶紧吃，一
上午可忙坏了！”

真心帮助农民，农民就会记得你。土地上的故事，总是
这样温暖。

“技能丰收”，生活便有了盼头。我们罗家村里，日子也
红火起来。我张罗组织了一个社火队，男女老少 100 多人参
加，让春节年味儿更浓了。眼下，大伙儿就等着“农民丰收
节”呢。自己的节日，更得热闹一回！

本报记者 高 炳整理

我虽然是一个农民，但是也爱关注时事，国
务院批复了中国农民丰收节，我当天就听说了。毕
竟现在的条件越来越好了，每年都获得越来越大的
丰收。现在更好了，我们农民也有自己的节日了。

以前，我们一家靠种几亩地过日子，够吃够
喝就已经很不错了。几个孩子一放假，我就为学
费的事发愁，东借西凑的，哪谈得上丰收？

现在好了，儿子参加工作多年，大孙子也快
大学毕业了，家里除了种地，小儿子还经营了一
家小卖部。今年还投入几十万元开了一个农家
乐，儿媳和侄儿侄媳都忙着经营农家乐，目前生
意还行，再也不用为孙子的学费发愁了。

现在的农村政策已经好得不能再好了，农民
再也不用为温饱发愁了。我们村里每家每户都有
汽车，家家户户的房子也都一个比一个气派。以
前觉得地里收成好了就是丰收，就不愁吃喝了。现
在的丰收可不仅仅是那一亩三分地的收成，产业结
构调整，我们村许多农户都改种蔬菜等经济作物。
我们村距离县城只有3公里的路程，每天早上到集
市卖蔬菜，这样收成就翻了几倍。还有的农民干脆
把土地流转出去，自己又经营另外的产业。

就说我吧，原来靠着几亩薄田，够吃够喝就
算丰收了，年轻时每年在春节时才舍得买一套新
衣服，很多时候给孩子买了衣服，自己就将就着
洗洗旧衣服打个补丁过节了。现在的年轻人赶上
了好时候，谁还穿打补丁的衣服？喜欢花里胡哨
的小年轻还穿上了有破洞的新衣服。

国家还对我们边疆藏区给了许多好政策，学
生上学有高原农牧民子女补贴，老人上了年纪有
养老补助，再加上草改、林改等补贴，吃穿不
愁。小时候根本想不到有现在这样的好日子。汽
车有了，房子还盖成了标间，这日子每天都在丰
收，为农民的丰收节竖个大拇指！

江 初整理

我家经营着 7 个西红柿大棚。前几
天知道咱们国家设立了“中国农民丰收
节”，作为一个 20 多年土里刨食的农
民，我有一种说不出的自豪感。

以前总觉得当农民没出息，干的活
又脏又累，挣的钱却少得可怜，没人瞧
得起。但是近些年，随着农业现代化技
术普及，科技含量增加了，体力劳动减
少了，收获却比以前更多。而且国家对
农业发展有很多支持政策，像我以前在
市场摆摊，风吹雨淋别提多苦了，而现
在采摘下来的新鲜西红柿都直接配送到
客户家里，区农业服务中心给我们指导
技术，还帮着找销路，教我们做电商、
微商，我这一年的收入算下来也有20多
万元。

现在，作为一名农民，我觉得特别
幸福、自豪。许多人加我的微信购买西
红柿，无论是教师医生，还是公司职
员，都亲切地叫我“王大姐”“王阿
姨”，非常尊重我。我也会每天录一段

采摘小视频，告诉大家我很快就能把新
鲜西红柿送到他们身边了，总是获得很
多点赞，让我很有存在感。说到底，作
为一名农民，我再也不觉得低人一等
了。以前我听说过“教师节”“护士
节”“记者节”，现在国家也为我们设立
了“中国农民丰收节”，这可是开天辟
地以来，第一个属于农民的节日。

秋天是丰收的季节，是我们辛勤劳
动一年，最为快乐的日子。在密云，9
月是密云水库开库撒网打鱼的日子，是
稻子成熟、金谷开镰的日子，是葡萄飘
香、板栗下树的日子。放眼望去，到处
都是农民的笑脸。现在我们村环境变美
了，农业条件改善了，只要够勤奋、肯
钻研、能付出，可以说条条大路通丰
收。日子好过了，腰包鼓了，对未来更
有希望了。以后我会继续种好菜，把新
鲜、放心的西红柿送到每一位客人手
中，用我的“丰收”来庆祝“农民丰收
节”。 本报记者 贺 勇整理

我没想到返乡创业第一年，刚当上
新型职业农民，就要过刚设立的“中国
农民丰收节”。

我是昌邑乡伍喻村人，老家地处鄱
阳湖畔，历来是“鱼米之乡”。家里祖
祖辈辈耕田为生，记得小时候每到早稻
开镰，家家户户吃新米时，乡亲们总会

“杀年猪”预祝丰收。
但那个时候，湖区种田很辛苦，收

入也不高。村里年轻人通过各种方式
“跳出农门”。1997 年，作为家里老大，
我选择外出务工经商，给家里多挣点钱。

得益于改革开放，再加上湖区人吃
得苦，我在外面很快立下脚跟。我在江
浙沪长三角发展，亲身感受那边农村的
巨变和现代农业的快速发展，而家乡发
展还是有一定差距。2017年底，我萌发
返乡创业发展现代农业的念头。庆幸的

是，我得到了家人的理解，也得到了政
府的支持。

今年初，我的大型田园综合体项目
正式实施。每亩 800 元的价格，我成功
流转了 1570亩农田，播种了 900多亩优
质水稻，同时试种了莲藕、芋头、木通
等作物。周边农户除赚取工资外，年终
还有一定的分红。

我的田园综合体项目，依托湖区
良好的农业基础和自然资源，推进农
业、渔业与休闲康养、乡村旅游体验等
深度融合，整合资源，带领村民们共同
致富。

现 在 国 家 设 立 “ 中 国 农 民 丰 收
节”，说明党和政府更加重视农业和农
民，作为新型职业农民，我感到特别自
豪，发展现代农业更有信心了！

魏本貌、陈兴盛采访整理

6月，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康北农牧
区，粮食作物正葱郁，此时确立“中国农民丰收
节”的消息如春风般吹遍甘孜藏区。

在青德镇木郎宫村收割青稞的村民拥色，握
着刚收割的青稞，一边打捆一边激动地说：“昨天
听儿子说国家设立了农民丰收节，我从心里感到
高兴。这说明党和国家心里面是有我们农民的，
这就是具体的体现。”

拥色想了想接着说：“我们和教师一样有了自
己的节日，我高兴地对娃说，咱们农民也成为高
尚的职业了，一定要种好自己的地。”

与拥色想法相同的农民不在少数。在田间劳
作的藏格阿姨高兴地说：“我们有了自己的节日，
耍坝子 （农民庆祝丰收时在田边宽阔地带搭上帐
篷欢歌笑语） 就更起劲了，我们要把锅庄跳得更
欢快，把山歌唱得更高亢，把党的好政策唱到田
地间，把我们的幸福生活唱出来！”

素有康北粮仓之称的甘孜县，农作物长势喜
人。色西底乡农民扎多正在磨坊磨糌粑。看着长
势良好的青稞，他高兴地说：“今年应该又是一个
丰收年，我要把去年陈青稞都磨成糌粑，把粮食
口袋都空出来装新粮食。特别是今年我们将迎来
第一个农民丰收节，我就在盘算，一定要和迎秋节
结合起来，跳三天三夜的甘孜踢踏。”“我相信，我
们村子的人都和我一样，更有干劲种好土地，更有
信心当好当代农民。” 扎多大爷意犹未尽地补充道。

在康定市塔公镇江巴村，西西正在挤牛奶。
她说：“我们牧民已经定居在美丽的塔公草原，打
好酥油，看好牦牛，和农民一样等着今年9月丰收
节的到来。到时候，我要把酥油、奶渣、青稞酒
等家里最好的东西都搬到帐篷，在草原上欢庆属
于我们自己的节日。” 周晓宏采写

每天都是丰收日
█ 阿 堆 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

德钦县巨水村
█ 阿 堆 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

德钦县巨水村

高 原 农 牧 民

▲ 图为阿堆在自家院子里 江 初摄

农民评说农民评说
““中国农民丰收节中国农民丰收节””

经党中央批准、国务院批
复，自2018年起每年农历秋分
设立为“中国农民丰收节”。这
是第一个在国家层面为农民设立
的节日，旨在提升亿万农民的荣
誉感、幸福感、获得感，丰富农
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展示新时代
中国农民的精神风貌

自豪感油然而生
█ 王晓云 北京市密云区巨各庄镇

新型农民信心增
█ 伍世文 江西省南昌市昌邑锦恒田园综合体负责人

◀ 图 为
伍世文在察
看香芋的长
势
涂克星摄

“技能丰收”有盼头
█ 张 华 陕西省旬邑县太村镇罗家村

赞誉
农业贡献者

█ 凌 波
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区
崔庄镇商平庄村

▲ 图为张华和丈夫在展示志愿服务队队旗
本报记者 高 炳摄

◀ 图 为 王
晓云在采摘西
红柿

本 报 记 者
贺 勇摄

题图：乡城县青德镇木朗宫村村民钟色在收
割青稞 阿黑·敕赖嘉错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