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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一身耕服，戴一顶斗笠，架一部手机，摆一排胡柚……
4月25日13时30分，浙江省衢州市常山县青石镇大塘后

村的“80后”村民张舍雨成，开始了当天的直播。
“胡柚好吃吗？酸不酸？……”手机屏幕里，一些网友刷

起弹幕。张舍雨成微微一笑，娴熟地介绍起来。
在浙江，常山是胡柚生产大县。今年受疫情影响，常山

胡柚等农产品销售遇到不少困难。以前，春节前后都是外地
客商收胡柚的高峰。但今年年初，货车进不来，胡柚又出不
去，柚农很是着急。

于是，在当地政府的引导下，一些村民放下锄头、拿起
手机搞起了直播。张舍雨成便是其中之一。

“常山胡柚，皮薄汁多；一天一胡柚，生活乐无忧……”
直播间里，张舍雨成时不时出口成章，押韵的语言引来不少
点赞。

没滤镜、不加修饰、大嗓门、一口地道乡音……与很
多光鲜亮丽的网红主播不同，张舍雨成的直播可谓“土得
掉渣”。

正是这种“土”，成了张舍雨成直播的特色！他的直播
间，有时候在田间地头，有时候在自家后院，有时候甚至就
坐在胡柚堆里。越“土”，人气越旺！张舍雨成说：“多的时
候，20斤一箱的胡柚，一天能卖100箱。”

直播天天有，涨粉靠技术。这个小村里，大家直播的技
巧哪里学的？常山县3月11日成立了乡村振兴讲堂“村播学
院”，定期举办巡回“乡土直播大赛”。

“村播”们集聚起来，力量可不容小觑。目前，常山已累
计招募70多名“乡土直播员”，总粉丝量超过400万人。牛肉
酱、紫薇花、土鸡蛋、山茶油……前一阵积压的优质山货如
今成了直播间里的抢手货。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有人担
心：如果各产粮大国都限制粮食出口，会
不会影响中国人的饭碗？中国的粮食安全
能不能经受住考验？

事实是最好的回答。看市场，无论是
北上广深这些大城市，还是“三区三州”
偏远乡村，商场的货架上粮食品种琳琅满
目；看田间，春耕进展快、苗情好，全国
春播粮食面积多于往年。问问身边朋友，
家中有没有囤米囤面？别人会把这当成一
句玩笑话！

的确，农业发展到今天，中国人已牢
牢端稳了自己的饭碗。“手中有粮，心中
不慌”。这次疫情，让人们更加深刻地认
识到粮食安全的重要性。悠悠万事、吃饭
为大，只要粮食不出问题，中国的事就稳
得住。

作为 14 亿人口的大国，要端稳饭碗，
就必须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

“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说一千
道一万，粮食安全是关乎国家生存发展的
底线问题，一旦出了问题，谁也救不了我
们。

正因为如此，这么多年来，从中央到
地方持之以恒重农抓粮，亿万农民一季一
季辛勤耕耘。可以说，对于粮食安全问

题，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有信心！
信心，来自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看总

量，中国粮食实现“十六连丰”，总产连续
5年稳定在 6.5亿吨以上。看人均，去年人
均占有粮食 474 公斤，超过了国际公认的
400 公斤安全线。看保障，作为口粮的水
稻、小麦自给率达 98％以上，饭碗里主要
装自己的粮。数字背后，更是农业生产方
式的嬗变：在春耕一线，北斗导航平田，
无人机喷药，天上飞的、地上跑的，都成
了种地的好帮手。“藏粮于地、藏粮于
技”，生产方式早已告别“面朝黄土背朝
天”，新农机、新技术把粮食生产基础夯得
牢了又牢。

信心，来自稳定的粮食产业供应链。
“产业强，粮食安”，中国从中央到地方建
立粮食储备和应急保障体系，仅口粮库存
就能满足 1 年以上的市场需求；日应急加
工能力约 19 亿斤，粮食应急加工企业 1 天
的加工能力，就够全国人吃 1 天多；迈向
粮食强国，“粮头食尾”和“农头工尾”年
产值超过 3.1 万亿元，不仅丰富了人们餐
桌，也稳住了农民的钱袋子。

信心，来自制度保障。制度是关系粮
食安全的根本性、稳定性、长期性问题。
今年春耕，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

发放稻谷补贴、产粮大县奖励资金，继续实
施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并提高了早籼稻
和中晚籼稻的最低收购价等，这些政策释放
出强烈信号——让农民种粮不吃亏、地方抓
粮不吃亏，调动保护好这“两个积极性”。这
是中国解决粮食问题的法宝，过去是，将来
也一定是！

中国人靠自己的双手解决了世界 1/5
人口的吃饭问题，这是了不起的成绩。但
越是农业形势好的时候，越不能麻痹松
懈。尤其要看到，尽管粮食连年丰收，但
基础还有短板，挑战也不小，未来粮食需
求仍刚性增长，每年因人口数量增长就要
增加粮食需求上百亿斤。

因此，保障粮食安全是中国的永恒课
题，任何时候这根弦都一刻不能松。保护
好“耕地红线”，守住“谷物基本自给、口
粮绝对安全”底线，任何时候都应该是我
们“三农”工作的重中之重！

（作者为本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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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样抓“六保”②粮食安全，从未像今天这样有信心！
■ 赵永平

粮食安全，从未像今天这样有信心！
■ 赵永平

看看！！中国经济中国经济

奋力突围奋力突围 

山岚朦胧，雨丝飘飘。
悄悄抽穗的麦苗挂着雨珠，葱绿滴翠；田畔金黄色的油菜花，逶迤开去，犹如

绿毯镶上了金边。安徽郎溪涛城镇凤河村地头，新型职业农民关明和正在利用北
斗导航操作无人机监测小麦肥力。“清明忙麦地，谷雨忙大田。麦苗抽穗光景，精准
施肥很重要！”

尽管中国农业早已告别了靠天吃饭，但是，春播之际不期而至的新冠肺炎疫情对
粮食生产造成一定影响。“中国的粮食够吃吗？”“咱们的饭碗能否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走，乡野春和景明，且随记者做一番深度调研。

稳面积稳面积，，八方携手齐发力八方携手齐发力
本报记者 高云才

粮食生产，面积为“王”——
稳面积就是稳民生

党中央高瞻远瞩，对粮食生产高度重视。
粮农动起来了，干部动起来了，新型经营主体动
起来了。截至发稿，全国早稻插秧已基本结束。

“针线需要密密缝，边边拐拐的地都要用
上。”湖南省益阳市郝山区欧江岔镇牌口村种
粮大户刘进良每一寸土地都不愿浪费。连取水
口两边的田埂都插满了秧。他说，刚学了“立体
生产”，正琢磨着稻田里养啥鱼效益更好。

“俺最上心的是种植面积。有了面积，产量
才有保证。”说到种粮，河南荥阳新田地种植业
合作社理事长李杰顿时来了精神。“瞧，俺们一
个合作社，就干了10万亩，得劲！”

这位种田“老把式”兴奋地说，合作社有成
员203户，辐射带动了周边5个乡镇60个行政
村的1.2万户农民。去年冬种的时候，统一种植
了“新麦 26”强筋小麦 4 万亩。李杰觉得不过
瘾，又在兰考、巩义、鄢陵、太康、武陟、新郑等
6个县市推广了6万亩。

面积为“王”，在干部的心头，是大局。因
为，稳了面积，就是稳了民生。

“中央三令五申，实行‘米袋子’省长负责
制。就是要站在决胜全面小康的高度，稳住粮
食面积。”安徽省省长李国英4月11日一大早，
就风尘仆仆赶到凤台、颍上两县指导春播。目

前，安徽春播粮食146万亩，同比多13万亩。
江西也不甘落后，目前已栽种早稻 1140

万亩，预计达1830万亩，比上年增加188万亩。
湖南小春粮食种植面积 1662 万亩，比上年增
加6.4万亩……

据悉，春播粮食种植意向面积 9 亿亩左
右，比去年有所增长。截至 4月 23日，全国
早稻大田栽插完成 93.7%；中稻育秧 1.41 亿
亩，完成79.7%。

小康不小康，种粮第一桩——
稳政策就是稳生产

国家最近公布了稻谷最低收购价政策，其
中早籼稻、中晚籼稻和粳稻最低收购价为每
50公斤121元、127元和130元。早籼稻和中晚
籼稻价格，每百斤提高 1 元。“有了这个政策，
咱妥妥地吃上了定心丸。”辽宁省清原县草市
镇大窝棚村村民霍秘财这样说。

为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中央今年推出了
一系列惠农政策：中央财政下达了耕地地力保
护补贴、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建设补贴、高素质
农民培训补贴。同时明确，加大双季稻生产支
持，利用现有渠道统筹整合稻谷补贴等。

各地也因地制宜推出了一系列补贴政策
予以响应：

“把种粮补贴补在项目上，是粮食补贴政
策的一个延伸。”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杨秀

彬说。四川今年着力粮经复合和稻渔综合种
养，发展优质稻1000万亩和酿酒专用粮基地。
在川南、川东适宜区蓄留再生稻 400 万亩以
上，确保增产2亿斤。

江西累计安排早稻扶持资金15.6亿元。全
面落实产粮大县奖励资金、耕地地力补贴、早
稻轮作等政策。引导各地追加奖补政策，集中
支持早稻生产。

湖南启动农机“131”工程，通过财政贴息
1 亿元，撬动信贷投入 30 亿元，实现购机补贴
过10亿元……

补贴，补在了粮农的心坎上，补在粮食生
产的刚性需求上。

“种粮好处多，国家得收储，粮农得收益，
农村得发展。大哥二哥麻子哥，谁都落着好，这
不种粮，干啥呐？”陕西省紫阳县毛坝镇瓦滩村
粮农邓成松一口浓浓的陕西腔听起来就让人
舒坦。

“粮食生产每个环节上都应该保护和激发
农民种粮积极性。只有产得出、卖得好，农民种
粮积极性才能真正提高，粮食面积也才能真正
稳得住！”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副院长张
红宇表示。

真刀真枪地干，真金白银地投——
稳投入就是稳信心

今年春播进度、粮食面积，都胜于往年，与
国家加大粮食生产投入有很大关系。截至发
稿，中央财政已提前下达 2020 年农业相关转
移支付资金预算 2577 亿元，占全年预算规模
的 70%以上。加大春耕春播和粮食生产支持，
下达农业生产和水利救灾资金 14 亿元，支持
地方开展重大病虫害防治和草地贪夜蛾防控。

前浪奔涌，后浪奔逐。中央财政举旗，地方
财政跟进，形成了财政投向的强粮总基调。

“粮食生产资金投向，要精准对接农民需
求，让种粮农民真正有获得感！”江苏省农业农
村厅厅长杨时云态度坚决。

江苏明确对种植水稻50亩以上的主体给
予每亩不少于100元的奖励。对粮食生产成效
显著、全年粮食面积增加 1%以上的产粮大县
给予500万—1000万元奖补。对年产10亿斤以
上的产粮大县全面推行水稻收入保险，对种植
水稻的农户给予生态补偿。

湖南把早稻集中育秧作为稳早稻面积的

关键，每亩奖励 60 元。突出新型经营主体带
动，对 50 个具有引领作用的种粮大户实行重
奖。通过适度规模经营补贴，推动复耕复种，力
争增加粮食播种面积。

“财政再紧，也不能紧了粮食种植。”安徽
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王华介绍，目前全省已整
合资金9037.5万元支持早稻生产，落实早稻面
积超过250万亩，较上年增加3.4万亩。安徽紧
急追加小麦赤霉病防控专项资金 1.5亿元，整
合各类涉农资金，统筹投入小麦赤霉病虫害防
治。截至 4 月中旬，全省落实防控资金 4.4 亿
元。

“深耕进一分，收成多一层！”吉林省永吉
县万昌镇施家村田头，种粮大户张全正盘算着
加大投入购置新农机：“我的家庭农场一下子
流转了4275亩地种粮食，如果添置了深耕机，
收入该会增多少啊！”

改革激发活力，“三藏”夯实基础——
稳基础就是稳产能

中国农业发展到今天，与往昔已有了天翻
地覆的变化，你瞧，同样是那块土地，从8亿人

“吃不饱”到 14 亿人“吃不完”，从过去“瓜菜
代”到现在顿顿吃细粮。

数据表明，从2004年开始，中国粮食生产
连年丰收，到2019年已经实现了粮食产量“十
六连丰”。2019 年，中国粮食产量 13277 亿斤，
人均粮食占有量超过470多公斤，高出世界公
认的粮食安全线水平400公斤一大截！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粮食生产方式发
生了深刻变革。

——藏粮于地，确保粮食连年丰收。
藏粮于地，意蕴丰富。不仅仅是在粮食丰

盈的时候种经济作物、备而不用，更重要的是
通过农田改造，切实提升土地的产出水平。高
标准农田建设，是藏粮于地的重要制度供给。
按照“十三五”规划纲要，到2020年确保建成8
亿亩、力争建成 10 亿亩集中连片、旱涝保收、
稳产高产、生态友好的高标准农田。

“俺家有6亩来地。县里搞高产创建，俺家
的地并入了示范方。并不并，可大不一样！示范
方厉害，小麦亩产超过千斤，比原来翻了一倍
还多！”山东省汶上县次丘镇西汶口村民林凡
秀话里透着自豪。

——藏粮于技，确保粮食旱涝保收。

袁隆平院士的粮食育种泽被苍生，杂交
稻、超级稻，单产都在1吨朝上！那位清瘦的老
人还在孜孜矻矻追求，提出了海水稻十年“小
目标”：年推广面积达 1亿亩，平均亩产 300公
斤，每年可增产 300 亿公斤粮食，可以多养活
8000万人口！

一项又一项水稻品种栽插在大田里，栽插
的是科技，栽插的是高产，栽插的是丰收！

“‘吨粮田’，在过去，想都不敢想。现在，农
业科技水平使全国粮食主产区两季粮食基本
上均突破了 1 吨。目前，我国农业的科技进步
贡献率达到了 59.2%。”山东省种子管理站副
站长王文涛感慨。

从会种地到“慧”种地，中国粮食种植方式
脱胎换骨。飞机播种早已不新鲜了，许多地方
科技已贯穿在粮食生产的全过程中。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农二师位于南疆，平整土地，采用先
进的激光平地仪；灌溉，采用喷灌和滴灌；田间
管理，采用航空系列化作业……

你知道吗？今年全国投入春季农业生产的
植保无人机超过3万台，“北斗”定位无人驾驶
拖拉机及配套精准作业农机具超过2万台套。
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生产基本实现全程
机械化，综合机械化率均超80%。

把粮食产能藏在农业科技里，确保了中国
粮食生产旱涝保收。

——藏粮于人，确保粮食供应足、供给优。
无论是“藏粮于地”还是“藏粮于技”，人是

关键因素。上世纪80年代初，著名记者穆青曾
写过一篇通讯《抢财神》，村里有个科技明白
人，胜过一个活财神。现在，这样的活财神——
新型职业农民，中国每年诞生 146 万。到 2020
年底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将达2000万人。

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有知识、懂技术、
会管理，是新型职业农民的标配。

河北省南和县河郭乡左村田头，新型职业
农民靳彦杰正忙着浇地：“春浇一水，亩产千斤！”
小靳边浇地边用无人机监测旱情、墒情……

有了靳彦杰这样的新型职业农民，“面朝
黄土背朝天、一粒汗珠摔八瓣”的粮食生产图
景，永远被定格在了历史的画卷中。“互联
网+”农业，正在重构粮食生产新格局。

这一番调研下来，你对中国人的吃饭问
题，还有疑惑吗？

题图：今春，海南省三亚市天涯区妙山村
的农民在田间插秧。 陈文武摄（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