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燕将明日去，秋向此时分。”伴随着秋分
节气而来的，是一幅幅色彩绚丽的自然秋景，
是一幅幅“金波涌动”的沉甸甸丰收美图。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石粮”。在党的二
十大即将召开之际，我们迎来第五个中国农
民丰收节。金秋时节，颗粒归仓；盛会在即，
喜气洋洋。广大乡村，农民以由衷的感恩幸
福忙碌；田间地头，伴随着汗水的丰收让人们
喜上眉梢。展眼望去，河湟谷地织锦绣、盈车
嘉穗成色足，高原农区洒金色、青稞穗垂豌豆
熟，瀚海绿洲景色殊、枸杞藜麦犹如打翻了的
调色盘……时和岁稔，青海以硕果累累的丰
收和充满希望的田野，装扮共和国的生日，迎
接党的盛会！

这样的欢欣鼓舞是有理由的。五年来，
“农民丰收节”赓续传统、顺应自然，凝结力
量、彰显“三农”，尊重劳作、激发创造，推动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把民以食为天落在实处，把牢牢端
稳“中国饭碗”、始终丰盈大国粮仓兑现于每

一个当下，使具有中国特色的粮食安全之路
越走越宽广，让扛稳粮食安全责任、全力以
赴抓好农业生产的共识在全社会得以树
立。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始终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
等大事，时刻紧绷粮食安全这根弦，着力稳面
积、提单产、强产能，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实
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粮食生产实现
了连年丰收，成为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经济社
会稳定发展的“压舱石”。

十年来，青海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
署，不断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着力调动农
民种粮积极性，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实施
乡村振兴“八大行动”，促进农牧业稳产提质、
农牧民稳步增收、农牧区稳定安宁。严格压
实粮食安全、耕地保护责任，坚决遏制“非农
化”，防止“非粮化”。破解农牧区生态生产生
活良性发展的瓶颈制约，加大对乡村振兴重
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加快产业“四地”建设

步伐，有力推进盐湖资源综合开发，让钾肥等
产品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资源安全作出更
大贡献。

日前召开的青海乡村振兴“八大行动”推
进工作视频调度会再次强调，要深入学习贯
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秋收秋种、防灾减
灾重要决策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紧盯粮
油产量、农牧民收入两个重点，全力做好农牧
业生产下半篇文章。要求各级农业农村部门
牢固树立“抗灾夺丰收”“减灾就是增产”理
念，查漏补缺，突出重点，全力保障粮食增产、
农民增收。

丰收节传承着中华农耕文化基因，根系
着中国人浓浓的乡愁，赓续着勤劳俭朴的传
统美德，激发着全社会对“三农”工作的认同
感。让我们通过一年一度的丰收节，着力让
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
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家园。因
为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
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

郝 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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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牧丰收迎盛会，满怀信心向未来。

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的喜悦日子

里，“秋分”与“中国农民丰收节”美妙邂逅。

秋分至，秋收忙，从河湟谷地到柴达木盆

地，从三江之源到祁连山南麓，广袤田畴麦菽飘

香，山地林间硕果累累，青海大地处处唱响“喜

看麦摇千重浪、高原农民庆丰收”的主旋律。

丰收，广袤田野的壮美诗篇

丰收，镌刻着党和政府的为民初心；丰收，

绘就出农耕文明的悠久厚重；丰收，书写着乡

村振兴的壮美诗篇。

在西宁市湟中区鲁沙尔镇白土庄村，成片

的麦田满目金黄，阵阵微风拂过，沉甸甸的麦

穗发出“沙沙”轻响。当收割机开足马力在麦

浪中穿梭往返，看着一穗穗的饱满被收割机

“吞”进去，再从仓门倾泻而下，农人的脸上绽

开了喜悦的笑容，丰收大地处处洋溢着欢乐和

喜悦。

“你看这小麦，颗颗饱满，一公顷产量能达

到 6000 公斤左右。”49 岁的白土庄村村民丁永

贤搓捏着手中的麦穗，脸上挂满笑容，“今年种

了 5公顷小麦，机种机收，特别方便。”

走进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桦林乡

七棵树村，地里的甘蓝翠绿鲜嫩，个大饱满，长

势喜人，几十名务工人员正忙碌地采摘、搬运、

装车。“今年种了 2.6 公顷蔬菜，每公顷产量在

1.5 万公斤到 3 万公斤，一公顷能卖四万五，产

量和价格都很喜人。”七棵树村村民贾有存蹲

在田里一边收甘蓝一边喜滋滋地说。

秋收以来，西宁市农业农村局统筹疫情防

控和秋收各项工作，科学调配人力机械，加快

推进生产进度，确保颗粒归仓。

来到被誉为“青海粮仓”的粮食主产区海

东市，从高空俯瞰，万顷麦田麦浪滚滚，浅黄、

金黄纵横交织，田野里人来车往抢收忙。走进

河湟谷地，到处瓜果飘香，拱棚里蔬菜生机勃

勃，牛羊膘肥体壮，亟待出栏。

走进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中川乡向阳村，

春风里盛开的桃花如今已是硕果累累，馥郁的

果香飘散四方，村民祁玉忠正踩着梯子摘桃子。

“我是一个老农林技术员，我们村的气候

适合种桃子，于是退休后我就拾掇家里这几亩

地种上了桃树。一年下来，辛苦总算没白费，

今年估计能收益两万元！”祁玉忠脸上洋溢着

收获的喜悦。

在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尕楞藏族乡宗占村，

漫山遍野的花椒树散发出独特的椒香味，红彤

彤的椒果映红了农民的脸庞；在互助土族自治

县蔡家堡乡，机器“掠”过田垄，翻起土壤里一

颗颗饱满新鲜的马铃薯，农人麻利地装袋、搬

运、装车，丰收的特产很快将变成农民口袋里

的“金豆子”；在乐都区寿乐镇绿色产业园，一

辆辆专门运送蔬菜的冷链运输车从扎碾公路

驶出，全省人民的“菜篮子”也将因此而更满更

丰盛。

据了解，海东市预计完成农作物生产面积

21.2 万公顷，目前，全市完成秋收面积 11.3 万公

顷，秋收进度已过半。今年，海东有望实现粮

食生产 52 万吨，油料 12 万吨，蔬菜 71.3 万吨，

再创农业生产新高已成定局。

丰收，齐心协力的保驾护航

暑往寒来，秋收冬藏。丰收季，笑容写在

农民脸上，幸福永驻农民心田。

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察汗乌

苏镇下滩村，村民王茂文手捧新收的粮食感慨

万千，“辛辛苦苦忙碌大半年，终于到了收获的

季节，看着成熟的庄稼，别提有多开心了！”

连日来，为全力做好秋粮抢收工作，都兰

县农牧和乡村振兴局及时成立机械保障工作

组，农机推广站同各乡镇提前沟通对接，协调

整合各乡镇辖区现有农机具资源，组建联合收

割机队，科学调度，分批次开展秋收。目前，全

县已收获小麦、青稞、油菜等各类农作物 0.345
万公顷，预计 11月上旬将全面完成秋收工作。

秋收关键期，海西州农牧局全面启动农牧

系统“大干一百天，决战攻坚季”行动，咬定目

标发力，抓实抓细抓好稳产保供、畜牧业生产、

促进增产增收、项目建设等重点，确保圆满完

成年度目标任务，目前已累计收获粮食作物

2.295万公顷。

渔舟唱晚，丰收在望。海南藏族自治州共

和县龙羊峡镇龙羊新村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池

沼公鱼捕鱼季。作为全省典型的小渔村，依托

龙羊峡库区丰富的渔业资源，龙羊新村 70%以

上村民都在从事渔业捕捞。

“每年开湖捕鱼前，为确保广大渔民安全

有序捕鱼，我们都会全力做好广大渔民安全教

育、水生态保护等工作。”9 月 22 日一早，刚刚巡

护完龙羊湖捕鱼现场的龙羊新村党支部书记

王贵福介绍说。

早在 2020 年，龙羊新村利用 40 万元村集

体经济发展扶持资金修建储藏冷库，减少渔业

交易差价，现已初步产生效益。如今，又投资

2370 万元，先后实施水产养殖码头和渔业休闲

山庄建设，着力培育新的消费热点，进一步壮

大村级集体经济，切实让渔业捕捞成为了龙羊

新村创富增收的“金饭碗”。

秋意日渐浓重，祁连山下金黄色草甸，敞

开怀抱迎接转场而来的牛羊。在海北藏族自

治州祁连县八宝镇，牧民或开车或骑马，赶着

牛羊穿过马路，行人时不时拿出手机，定格这

草原转场迁徙的壮美风景。

秋季转场，预示着牲畜丰收季的到来。峨

堡镇黄草沟村牧民李积全望着棚圈内刚从山

里赶下来的藏羊，神情难掩兴奋，“这时候的藏

羊，肉质最为鲜嫩，再在秋季草场贴上一层秋

膘，祁连藏羊绝对是市场上的抢手货！”

进入畜牧业生产丰收季，海北州牢固树立

生态优先发展理念，狠抓接羔育幼、出栏贩运

等关键环节，全力以赴推进畜牧业保生产、稳

增收，畜牧生产全力冲刺牲畜出栏百日攻坚

季，将力争实现畜牧生产大丰收，保障牧民收

入 创 新 高 。 截 至 目 前 ，海 北 存 栏 牛 101.36 万

头、羊 309.67 万只，出栏牛 11.20 万头、羊 66.28
万只。

丰收，新征程上的美好行囊

致敬农民，礼赞丰收。

丰收节，作为一个鲜明的文化符号，饱含

着我国农耕文化的悠久厚重，展示出中国自古

以来以农为本的传统。

进入 9 月，黄南藏族自治州南部的广袤牧

野已悄然变黄，此时，正是酥油如山奶如海的

丰收好时节。

沿沉静的泽曲河穿行，壮硕的牛羊如星辰

般散落在牧场，一年中最热闹的活畜交易、良

种畜评比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

在黄南州泽库县和日镇，环科日村有机生

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和日清油”加工厂办公

室，村党支部书记、合作社理事长南拉加将一

沓沓现金整齐摆放在茶几上，和其他几位理事

再一次认真清点着，“一个月前，今年的第一批

牛羊就出栏了，我们收入 103 万元，今天已经拿

到第一笔 80 万元现金。年底，第二批牛羊将出

栏，又是一个丰收年啊！”

连日来，在素有“囊谦粮仓”美誉的玉树藏

族自治州囊谦县吉曲乡，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

象。一望无际的青稞地，金灿灿的青稞穗颗粒

饱满，机声轰隆，镰刀飞舞，颗粒归仓，丰收的

喜悦写在每个人的脸上。

当 前 ，玉 树 州 全 力 做 好 疫 情 防 控 各 项 措

施，有序有效组织调动人员、机械力量开展秋

收打碾，全力以赴确保粮食安全，实现防疫秋

收两不误。

截至目前，全州共完成粮食作物青稞秋收

面积 11.4 万亩（1 亩约等于 0.067 公顷）。预计

2022 年全州粮油总产量达 1.7 万吨，经济作物

产量达 1.1 万吨，农田饲料作物产量达 12 万吨，

圈窝种草产量达 26.9万吨。

眼下，果洛藏族自治州班玛县的黑青稞也

迎来了最美丰收季。当地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志愿者以主题党（团）日为契机，充分发挥先锋

作用，一手抓防疫、防汛，一手保秋收，确保“两

防”秋收三不误。志愿者与群众一起劳作在金

色田野，共同奏响丰收赞歌。

“卡主，卡主”（藏语意为“谢谢”），班玛县

灯塔乡孤寡老人仁次一面忙着给帮他秋收的

党团员递水，一面不停地说着感谢的话。

今年班玛县黑青稞种植面积 267 公顷，亩

产达 180 公斤。丰收的黑青稞将通过村集体产

业制作成黑青稞炒面、黑青稞酒等产品销往市

场，切实让农牧民实现增收致富。

（本报记者 陈俊 执笔；记者 王晶 李庆
玲 张洪旭 洪玉杰 丁玉梅 公保安加 程宦
宁 李兴发 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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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0日，贵德县新街回族乡陆切村村民正在
抢收红笋。 本报记者 栾雨嘉 通讯员 童世钰 摄

民和大苹果喜获丰收。
本报记者 陈俊 通讯员 民组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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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彤彤的西红柿挂在藤蔓供村民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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