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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贾磊 傅人意

“中国农民丰收节是我
们农民庆祝丰收、享受丰收
的节日，也是全国人民把酒
话桑麻、喜庆五谷丰登、国
泰民安、和谐筑梦的佳节！”
9月 23日，乐东黎族自治
县黄流镇佛老村返乡创业
大学生邢福甫在乐东庆祝
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上激
动地说。

邢福甫毕业于华南热
带农业大学（现海南大学）
热带果树专业，能够顺利完
成学业全靠家里种植的50
亩芒果收成支撑着。“上大
学期间，我就暗下决心一定
要好好学习种植技术，将来
回家发展芒果种植产业，立
志要成为‘果王’。”邢福甫
说。

毕业返乡后，邢福甫利
用家里原有的50亩芒果地
做实验，尝试“理论和实践
相结合，科学种植、科学管
理”的方式，将在大学期间
学到的枝条嫁接改良、节水
滴灌、反季节产果等种植技
术大胆应用到实际中，效果
凸显，他家的芒果上市时间
比传统种植方法早2个月，
产量增加1倍，收益也比传
统种植翻了一番。

尝试到应用科学技术带
来的甜头，2008年邢福甫大
胆承包了200亩地，将种植
面积扩大到250亩。在种植
的过程中，他注重总结实践
经验，不断钻研种植技术，利
用海南有利的热带气候条
件，在2009年成功地将芒果
种植实现一年内产果两季。
如今，这些“新成果”已经远
销北京、成都等城市。

“一人富不算富，大家
富才是真富。”邢福甫说，在
创业道路上有所成就后，周
边的群众纷纷过来取经。

为方便大家前来学习观摩，
他在基地里建了5间平房，
挂牌成立了乐东大学生“村
官”创业致富示范基地，邻
村的群众和村干部经常前
来考察学习。

邢福甫手把手传授种
植技术，介绍种植经验。对
于资金困难的农户，邢福甫
赊购种苗给他们种植，等有
效益了才分期归还。“我还
慢慢地引导农民认识热带
高效农业种植方法，并提倡
生产‘绿色产品’‘无公害农
产品’，齐心协力打响佛老
村芒果品牌。”

近年来，乐东大学生
“村官”创业致富示范基地
共培育种植示范户105户，
开展技术培训43次，近2万
人次受益。培育的科技种
植示范户年种植收入达到
10万元以上，一般种植农户
达到3万元以上。新型农业
种植技术促进了当地种植
业科学技术的发展，带动周
边乡镇的36个村、2000多
户农户种植芒果，逐步走上
致富之路，乐东地区不少芒
果种植户盖起了芒果楼。

为更好地带动群众共
同致富，邢福甫还成立了乐
东丰源农民专业合作社，集
农业种植、开发、销售、运销
为一体，通过土地入股分
红、资金入股分红等模式合
作种植芒果500亩，并按照
绿色无公害产品标准实行
生产经营，实行生产经营

“五个统一”，即“品种统一、
技术统一、生产资料采购统
一、品牌统一、销售统一”。
通过与省内外的各大超市
加强合作，实现产品直销，
减少中间环节，这样超市卖
的水果价格降低，老百姓获
得实惠，果农的产品销路也
得以保证。

（本报抱由9月29日电）

我省举办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庆祝活动,提升农民幸福感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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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套鸭子、盲人击鼓、花车游览、儋州调声……日前，我省多个市县举行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庆祝活动，

一场场有土味、乡味、农味，以乡村为主场、农民为主角、共享欢乐的活动在琼岛上演。
省农业农村厅负责人表示，国务院将每年农历秋分设立为“中国农民丰收节”意义重大，是第一个从国

家层面为农民设立的节日：一是进一步强化“三农”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中重中之重的地位，引起各方对农
民的关心关怀，凝聚爱农支农的强大力量；二是提升亿万农民的幸福感获得感，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活的需
求；三是有利于传承中国传统农耕文化。

丰富热闹的节庆背后，是一组丰收的数据在支撑：今年前8个月，我省累计实现农业增加值638亿
元。今年上半年，我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8.7%，同比增长1.5个百分点。

9月23日，全省各地庆祝丰
收活动拉开序幕。在三亚水稻
国家公园主会场，在横贯稻田的
百米农业成果展销街上，琼中
柠檬、定安肉粽、万宁槟榔、儋
州海鱼、海口荔枝、三亚芒果、
琼海莲雾、临高菠萝、东方火龙
果、乐东哈密瓜……19个市县
的招牌农产品集中亮相，游客
现场试吃、购买，不亦乐乎。

在儋州市首届“中国农民
丰收节”庆典活动现场，30支调
声表演队，围绕着中心舞台，摆
成了一朵太阳花的形状。每一
支队伍都穿着代表自己乡镇的
服装，数千名观众与演员一起
放声高歌，欢快起舞。

“队员是通过层层选拔出
来的，每个村也就一两个名

额。”刚下舞台的木棠铁匠队队
长陈秋桃激动地说，“为了不耽
误农活儿，大家只能晚上排练，
几乎每次都练四五个小时。我
的嗓子都唱哑了，可是心里高
兴啊。”

在海口市石山镇，鼓舞《庆
丰收》跳得热烈欢快，歌舞《丰
收欢歌》唱得美丽婉转，在“农
产品秀”环节，一位位穿着汉
服的丽人登台，将石山当地的
火山石斛、火山黑豆、火山口
咖啡等特色农产品呈献给市
民游客……

在乐东黎族自治县民族文
化体育广场，以“山海乐东·田
园欢歌”为主题的2018年庆祝
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开启。活
动分为农民丰收节开幕式、“田

园欢歌”首届乐东农民歌会、乐
东热带农特产品及美食展销
会、趣味游园活动、乐东美丽乡
村自驾之旅等6大板块内容，吸
引了众多群众来参与。

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
表示，此次首届中国农民丰收
节海南庆祝活动有四大特点：
一是乡村主场、农民主角。系
列活动场地都设在农村，农民
是系列活动的主体参与者，充
分体现民办、民乐、民享。二是
上下联动、多地呼应。除了三
亚水稻国家公园主会场活动，
全省各地还有很多沿袭传统的
丰收庆祝活动。另有4个市县
活动入选农业农村部推出的首
个中国农民丰收节100个乡村
文化活动候选名单。分别为：

儋州市沿海农村的“儋州大调
声”庆丰年；保亭黎族苗族自治
县的保亭乡村旅游红毛丹采摘
季；五指山市海南“三月三”节
日文化活动；琼海市潭门镇的
潭门赶海节。三是因地制宜、
乡味浓郁。海南乡村文化富有
特色，且黎族苗族都有自己庆
祝丰收的习俗，“五谷丰登·趣
味农事竞技活动”“稻田千人农
民长桌宴”等活动突出了我省
农村的乡味、农味、土味、趣
味。四是展示展销、助农增
收。活动期间开展的系列展示
展销活动，让市民游客享乡游
体验、览绿水青山、寻中秋味
道。真正营造了全民参与、形
式多样、内容丰富的节日庆祝
局面。

9月22日，农业农村部邀请
全国56个民族优秀农民代表到
北京参加首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庆祝活动。从北京参加庆祝活
动回来，白沙黎族自治县五里
路茶园负责人符小芳激动地告
诉海南日报记者：“我对农业农
村部的领导说，政府带领我们
致富，现在黎族农民的生活越过
越好了。”

符小芳说，五里路茶园目前
正利用自身资源优势帮助当地
贫困户脱贫，去年已带动153户
560多人脱贫，今年上半年已带
动76户贫困户脱贫，今年全年

帮扶脱贫对象的人数将超过去
年。“他们不仅来务工，还来学技
术，学新思维、新思想，农民们的
生活越来越好！”

“农民丰收节，是我们农民
自己的节日！农民丰收节的宗
旨是‘庆祝丰收，弘扬文化，振兴
乡村’”。海南万钟实业有限公
司相关负责人陶松伦表示，万钟
公司经过20多年的努力，先后
发展了香蕉产业、金菠萝产业，
从一个不懂农业的企业，发展到
国家农业标准化示范园，助力乐
东成为“中国香蕉之乡”和“全国
香蕉十强县”。

农民话农事，田间扬文
化。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
人介绍，海南系列庆祝活动紧
紧围绕“丰收海南 欢乐乡村”
这一主题，设置了“五谷丰登·
趣味农事竞技活动”“海南省
农民体育健身活动”“物华天
宝·海南农业成果展示展销活
动”“稻田千人农民长桌宴”、
《田野狂欢》农耕文化演出等
系列活动，将劳动艺术化、娱
乐化，展现海南农民乐观、勤
劳的优秀品质。

“举办农民丰收节，有利
于进一步助推乐东‘三农’工

作，激发农民参与乡村振兴
的热情。”乐东相关负责人表
示。

“举办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
庆祝活动，农民是主要对象，活
动还安排了互动采访环节，让脱
贫致富能手、农民企业家代表和

‘三农’科研带头人，现场来分享
致富故事。同时，我们还希望以
活动为契机，宣传儋州蜜柚、粽
子、跑海鸭蛋等特色农产品，使
其有更好的销路。”儋州市文化
广电出版体育局局长罗少强
说。

（本报海口9月29日讯）

■ 本报记者 刘笑非
通讯员 李珂

9 月 22 日下午的儋州市
光村雪茄风情小镇，一场欢快
的调声山歌表演，炒热了首届
中国农民丰收节庆祝活动的
现场。儋州用最传统也最具
特色的调声歌海，在庆祝丰收
的同时，也向世人展示着儋州
近年来在农业发展中所取得
的成绩。

调声是由儋州本地劳动
人民创造出来的文化财富，具
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独特的
艺术风格，不论是歌颂收获，
还是逢年过节，亦或是遇到喜
事，儋州民众都会用调声来表
达喜悦和庆祝。今年“中秋调
声节”与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
时间重合，热情的儋州人民自
然要用调声来表达丰收的喜
悦和节日的庆祝。

在庆祝活动上，除热情的调

声之外，一个个结合了儋州特色
农产品的节目也得到了观众们
的掌声。节目《海南西游记》结
合精彩的情景歌舞和小品，将儋
州特色农产品融入其中进行推
介展示，让更多的人了解儋州特
色农产品。而《欢乐儋州》通过
用欢乐的调声加上现代歌舞的
形式歌唱美好新儋州，跳起了丰
收的舞步。《美丽乡村》《古郡儋
州新风尚》《丰收奔小康》等欢乐
的调声节目轮番上演，展示了儋
州人满满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将
整场庆典活动推向高潮。

借传统艺术形式和现代歌
舞节目表达丰收喜悦之余，活
动还邀请脱贫致富能手叶亚
神、农业企业代表蔡富强、三农
科研带头人于旭东上台，从他
们的视角讲一讲在脱贫攻坚过
程中的别样“收获故事”，激励
更多的贫困群众自力更生，用
双手换来丰收。

（本报那大9月29日电）

本报海口9月29日讯（记
者计思佳 邓海宁 通讯员陈创
淼 张丽珍）9月23日上午，伴随
着悠扬的火山山歌，海口市石山
镇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嘉年华
活动在火山口地质公园开幕。

活动现场人声鼎沸、热闹
非凡，一场场独具石山特色的
民俗歌舞在这里上演，现场还
穿插了致富表彰“奖丰收”、农
民代表分享创业心得环节，展
现了新型农民的风采。

鼓舞《庆丰收》打得热烈欢
快，展现出了石山农民丰收后喜
庆狂欢的场景；歌舞《丰收欢歌》
唱得美丽婉转，唱出了石山人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在“农产品秀”
环节，一位位穿着汉服的丽人登
台，将石山当地的火山石斛、火山
黑豆、火山口咖啡等特色农产品
呈献给市民、游客……

舞台周围，摆放着金黄的
芒果、软糯的玉米、硕大的南
瓜。石山镇的老师傅们还现场
秀“刀工”，在西瓜、冬瓜上刻出

“石山丰收”的字样，处处洋溢
着农民们收获的喜悦。

“荔枝熟了红满山，千紫万
红红满山。荔枝丁香大家夸，
最红荔枝献国家……”火山山
歌对唱节目是全场活动的亮
点。石山镇火山山歌传承人王
扬勋和10多名山歌爱好者为
大家带来了一首深情的《荔乡
情歌》，重现了石山荔枝丰收的
美好场景。

“我们石山人喜欢唱山歌，
走路要唱、放羊要唱。”王扬勋
说，退休后，他自发组成了山歌

文艺队，致力于挖掘和传承火
山山歌。“山歌表达的是农民最
朴素的情感，蕴含着对生活的
美好祝愿。今天能通过山歌的
形式庆祝首个中国农民丰收
节，我们觉得非常荣幸。”

活动现场，还举行了石山
互联网农业小镇特别贡献奖和
石山创新创业杰出奖表彰仪
式，以表彰在打造火山精品农
旅项目做出贡献、带领农民发
家致富的新农人。

荣获特别贡献奖的是民宿
“美舍有个房”负责人黄妹，自
2016年开设民宿以来，黄妹给
当地农民下订单，积极收购他
们的瓜果蔬菜，还通过租赁村
民闲置房屋的方式，带领大家
一起加入民宿行业。“我觉得自
己是连接石山和外界的桥梁，
把石山的好资源介绍给游客，
帮农民把好产品卖出去，希望
接下来能带领更多农民发家致
富。”黄妹说。

石山镇相关负责人表示，
石山镇作为海南省首个互联网
农业小镇，近年来以“互联网+
农业”的发展思维，大力发展火
山石斛、火山黑豆、火山口咖啡
等特色农产品品牌，推动一二
三产业深入融合发展，让石山
农民增收、企业增益。2017年，
石山镇农村常住居民可支配收
入从 10380 元增加到 12559
元。实现年均增长21%。此次
举办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嘉年
华活动，旨在展示火山大地的
丰收成果，传播石山农民创业
创新脱贫致富的正能量。

舞台晒家宝 田园庆丰收

今年
前8月

我省以乡村振兴战略为抓手，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来实现产
业兴旺，今年前8月我省农业经济平稳发展，农民可支配收入大幅增加。

我省农业经济平稳发展

特色优质品种总产值超1000亿元

从具体产业看

种植面积 246
万亩，收获面积 210
万亩，产量 310 万
吨，产值 134.1 亿
元，产量、产值同比
分别增长 12.1%、
15.2%

种 植 面 积
1058.1万亩，收获
面积 802.4万亩，
产量45万吨，产值
89.7亿元，产量、
产值同比分别增
长8.6%、2.5%

畜牧业总产
值 178.57 亿元，
同比增长5.64%，
肉类产量 58.61
万吨，同比增长
2.35%

今年新增农产品
加工项目 80个，全省
农产品加工业预计产
值630亿元，其中规模
以上（营业收入 2000
万）农产品加工业预
计产值290亿元，同比
增长11.9%

热带水果
产销两旺1

热带作物
稳定发展2 畜牧业

企稳回升3
农产品加工
稳步发展4

全省休闲农业
和乡村旅游接待游
客1759万人次，同
比增长 16.5%，总
收入 106亿元，同
比增长10.5%

休闲农业
加快发展5

计划在未来
几年时间内

我省将在种植业、养殖业和农产品加工
业培育特色农产品主导产业30个

培育有影响力的公用品牌30个

建设良种良苗繁育基地100个

打造精品标准示范园100个

乡村主场 农民主角 共享欢乐

实现农作物优质品种和水产良种覆盖
率达80%以上

农民话丰收

■ 本报记者 傅人意

制图/王凤龙 儋州千人同唱调声庆祝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壮观场面。 特约记者 吴文生 摄

9月23日，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海南庆祝活动在三亚水稻国家公园举行。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9月23日，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海南庆祝活动启动仪式上的歌舞表演。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9月23日，海口市石山镇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庆祝活动在火山口公园举行。 本报记者 邓海宁 通讯员 郭文旭 摄

9月22日，儋州市雪茄风情小镇举行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庆祝活动。图为
迎龙舞狮队表演。 特约记者 吴文生 摄

秋日阳光正好，琼海博鳌镇北山村，农户正在抢收水稻。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节日庆丰收

乐东佛老村返乡创业大学生邢福甫：

立志当“果王”
带村民同致富

海口石山举行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嘉年华

唱支山歌庆丰收

传统艺术闪耀儋州庆祝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
活动现场

在调声歌海 享丰收喜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