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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秋分时节，迎来第三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天道酬勤的大地赞歌

22 日是秋分节
气，人们迎来第三个
中国农民丰收节。

春种秋收本是
四 季 轮 回 ，而 在
2020年的时光记忆
中，田野里却起了非
同寻常的波澜——

新冠肺炎疫情打
乱农民种田节奏，面
对耽误不起的农时，
上下合力保春耕；

南方洪涝伤及
粮食生产，洪水退去
后人们抢种补播，确
保丰收到手；

国际形势风云变
幻，粮食安全牵动人
心，中国人的饭碗始终
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喜看稻菽千重
浪，遍地英雄下夕
烟。亿万农民以汗
水浇灌出丰收硕果，
为脱贫攻坚战胜利
收官、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和开启“十四
五”新征程奠定了坚
实基础。

全国政协委员陈萌山年初在湖
北农村老家经历了一场抢粮小风波，
至今印象仍然深刻：

1月26日，陈萌山突然接到表弟
发来的微信，说村里马上要封闭管
理，大家都在抢购大米，货架快空了，
要不要帮他买几袋？陈萌山迟疑了
一下，回复说“先不买”。3天后，他
在村里超市看到货架上米面充足、买
者寥寥无几，心里终于踏实了。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农产品
供应始终没有出现大的问题，无论是
上千万人的“重灾区”武汉还是偏僻
乡村，即使采取了史上最严格的封闭
管理措施，人们也没担心饿肚子。

再回顾去年，我国粮食总产
66384万吨，已连续第8年迈过60000

万吨台阶，中国人的饭碗始终牢牢端
在自己手中，昭示着形成了一整套中
国特色稳定发展粮食生产的经验。

“农业丰收夯实了我们从容应对各
种风险挑战的强大基础。”陈萌山深有
感触地说，“农业根基稳，发展底气足。”

丰收不仅是吃饱肚子的口粮丰
收，更是吃好、吃营养的全面丰收。

从东北黑土到江南水乡，从东海之
滨到西北高原，秫熟稻香、牛羊成群、瓜
果飘香，泥土中都透着丰收的喜悦。

从田间地头到烟火气十足的农
贸市场，再到百姓家里一茶一饭，农
业丰收既是中国经济巨轮远航的底
气，也是百姓安居乐业的底色。

即使是持续牵动人心的猪肉，在
稳产保供政策激励和市场拉动下，8月

各地猪肉价格已趋稳，进入9月略有下
降。重庆市荣昌区兴旺种猪场的负责
人郭平，这几个月每天都忙得连轴
转。上门买仔猪的养猪户越来越多，
应接不暇的她开启了“夜市模式”，有
时甚至“夜市”和“早市”连到一起。

消费者的餐桌要更丰盛，农民的
荷包也要更丰满。农民有更大的收
益、农村才能成为希望的田野。这样
的故事随处可见——

云南昆明市晋宁区韩家营村的
花农韩刚，在新冠肺炎疫情导致鲜切
花消费和出口急剧萎缩时，及时改种
成熟期更长的多肉植物，终于撑过艰
难时刻。随着市场回暖，他重新种起
绣球花，还在鲜花基地直播卖花，效
果不错。“未来会继续提升绣球花品

质，为更多人装点生活。”
“近3年村里建起高标准农田，

青稞产量提高了，卖给加工厂的一年
比一年多。”西藏日喀则市桑珠孜区
甲措雄乡聪堆村的普珍一边把晒干
的青稞装进麻袋一边说，“用上新品
种、播种和收割又是农机作业，每亩
地省了45元成本，这也是增收。”

“今年收成比去年好。”山东德州
市武城县西李古寺村的年轻人大多
在外打工，种地缺劳动力。在村支书
马守良带动下，全村村民通过土地入
股成为合作社股东，发展起适宜机械
化种植、效益更好的谷子产业。眼下
谷穗饱满密实，预计亩均增产七八十
斤、增收60元左右。

……

这几天，黑龙江克山县齐心村脱
贫户杨守业和老乡一起，给当地一家
合作社采收马铃薯。他家10多亩地
流转给合作社，每年每亩地有650元
收入。杨守业在合作社打打零工，一
年又能挣五六千元。

“平时用工，有劳动能力的贫困
户优先。”合作社负责人杨国志说，

“老乡们脱贫后，这规矩也不变。”
习近平总书记5月在山西考察

时，对大同市西坪镇坊城新村的村民
们说：“一定会越过越好！更好日子
还在后头呢！”这话激励着亿万农

民。为了把日子过得更好，人们的脚
步没有停歇。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五原县联
星村，村民种的番茄吸引来国内最大
连锁餐饮集团之一的西贝餐饮公
司。采购商把收购点设在地头敞开
收购，单价比其他收购商高了一半左
右。村民乐开了花，公司采购负责人
武宝林也喜上眉梢。

为给西贝名菜“柿子烧牛肉”找到
“味道纯正”的番茄，武宝林尝了全国几
十个种植基地的番茄，认为联星村的

“丰收128”番茄味道最好。这个品种

各地常见，为啥他偏偏看上了这里的？
“常规品种能种出老味道，秘诀就

是用了北京一家公司研发的新型肥
料。这是专门针对番茄生长需求设计
的配方肥。”村委会主任庄培军说。

联星村番茄热销引发了很多人
的思考。当地正在打造“天赋河套”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把自然资源

“天赋”和现代科技有效结合正是今
后努力的方向。

在南国水乡，秋风也吹来新的希
望。湖南岳阳市湘阴县的鹤龙湖，成
片莲藕进入采收季。挖藕、洗藕、打

包、装车一条龙作业，白胖胖、脆生生
的莲藕很快就一车接一车运往外地。

回首既往，一个个贫困户靠自己
的双手摘掉了穷帽子、改变了命运；
一个个新农人应用新技术新模式，推
动农业走上高质量发展新路。

展望未来，农业向着绿色可持续
发展迈进，乡村越来越成为美丽的田
园风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亿万农民群众
必将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大
潮中过上更好的日子！

（据新华社北京9月22日电）

日头刚冒尖，种粮大户李孝斌就
下地侍弄起庄稼。9月下旬，山西运
城市万荣县荣河镇，密密层层的玉米
快成熟了。

“再有一星期玉米就能收了！”他
的满心欢喜之情溢于言表。今年雨
水多、玉米长势好，李孝斌估摸亩产
能上1600斤。

22日，由农业农村部主办的中国
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在万荣县举办。

“其实天帮忙只是一方面，好政
策托着底，靠科技是关键，人努力最
重要！”他总结道。

这真是一年中最让人骄傲的季
节。辛勤耕耘终于迎来大地的丰厚
回馈。

曾几何时，春耕时的突发疫情、
夏播时的罕见汛情、入秋后的超强台
风……考验接踵而至。

“汽车停运了，买不到肥料、雇不
到帮手，眼瞅着要误农时，整宿睡不
着哇。”回想起开春遭遇新冠肺炎疫
情时那一幕，山西夏县西谷村农民谷
王学连连摇头。当地农业部门及时
组织调运农资、农技人员指导采用旱
作新技术，加上他春管到位，夏天时
的小麦收成比往年还强些。

而在安徽桐城，天泰农业种植专
业合作社理事长鲍峰曾经悬着的心，
这几天才放下来。“6月、7月间遭遇
多轮强降雨，水稻三天两头被淹，最
深处有一米半。”鲍峰连夜找挖掘机

清理河道，十多名工人顺着田埂疏通
排水，终于解除了涝灾警号。眼下合
作社的早稻已收，晚稻看长势又是个
丰收年。

今年夏粮增产、早稻增产，粮食
产量的“大头”秋粮也丰收在望。这
是上下同心、努力加实力的结果——

“越是面对风险挑战，越要稳住
农业，越要确保粮食和重要副食品安
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之时，习近平
总书记在春耕前就作出重要指示，强
调要加大粮食生产政策支持力度，保
障种粮基本收益，保持粮食播种面积

和产量稳定。习近平总书记还多次
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
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饭碗里主要
装中国粮。”

在关键农时，中央及时发出《当
前春耕生产工作指南》，各地各部门
积极落实小麦、稻谷最低收购价政
策，统筹实施玉米、大豆生产者补贴
政策，指导科学防灾减灾，给农民吃
上“定心丸”。

天道酬勤。每一位农人、每一季
耕耘、每一次战胜挑战……才有了这
不一般的丰收之味！

丰收的“味道”不一般
——沉甸甸的果实里,有欢欣、有艰辛、有信心

丰收的“气质”不一般
——俯瞰金色大地，中国有底气

丰收的“韵律”不一般
——奏响乡村振兴的时代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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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2日，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
州农民驾驶农机收割水稻，喜迎丰收。 新华社发

9月 22日在河北省石
家庄市深泽县桥头乡秀武村
拍摄的成熟的猕猴桃。

新华社发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曝光

六起涉黑涉恶腐败和
“保护伞”典型案例

据新华社北京9月22日电 日前，中央纪委
国家监委公开曝光6起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
典型案例。这6起典型案例是：这次通报的6起
典型案例分别是：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委原书记傅铁钢等人为
易连峰涉黑组织充当“保护伞”问题；江西省新余
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主任胡高平为昌枚
生恶势力团伙充当“保护伞”问题；广东省深圳市
委原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李华楠为张伟涉黑组织
充当“保护伞”问题；四川省雅安市公安局原常务
副局长卓义才为董忆涉黑组织充当“保护伞”问
题；山西省吕梁市文水县凤城镇桑村原党总支书
记李增虎涉黑组织案件及背后腐败和“保护伞”问
题；山东省潍坊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原党组书记、
局长、二级巡视员徐润启，潍坊滨海旅游集团有限
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臧传奎等人为王雷涉黑
组织充当“保护伞”问题。

从曝光的6起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典型
案例看，一些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严重背离为人
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有的直接组织参与黑恶活动，
长期把持基层组织，攫取非法利益，有的明知黑恶
势力为非作恶、违法犯罪，却贪欲膨胀，与其沆瀣
一气、同流合污，将公权力当作谋取私利的工具，
或为其生产经营搭桥铺路、提供资金政策支持，或
对其违法犯罪活动有案不立、立案不查，或案发后
通风报信、说情抹案，致使黑恶势力坐大成势，大
肆侵占国家资源、破坏自然生态，严重危害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影响市场经济秩序、侵蚀党的执政根
基、破坏党内政治生态。广大党员干部和公职人
员要从中吸取深刻教训，引以为戒、警钟长鸣。

河北首开自动驾驶汽车旅游专线
将实现常态运营

据新华社石家庄9月22日电 记者从河北省
沧州市经济开发区管委会获悉，22日，沧州市自
动驾驶“新科技 新文旅”活动启动，标志着河北首
条常态运营的自动驾驶汽车旅游专线正式开通。

百度公司智能驾驶事业群战略运营部总经理
尚国斌表示，常态化运营的自动驾驶文旅线路开
通，意味着以自动驾驶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已开始
慢慢渗透到人们生活的“衣食住行”之中。

据悉，智能网联汽车产业是全球创新热点和
未来人工智能发展制高点，在这方面，京津冀区域
走在前列。

9月22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迎来第1000
万名旅客，标志着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自投运以来
旅客吞吐量首次突破千万人次大关。预计到
2020年底，大兴机场投运以来旅客吞吐量将达
到1600万人次。图为机场内景。 新华社发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
首破1000万人次

研究生教育改革
剑指学位“注水”

据新华社北京9月22日电（记者胡浩）教育
部22日发布《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
展的意见》，要求抓住课程学习、实习实践、学位论
文开题、中期考核、论文评阅和答辩、学位评定等
关键环节，杜绝学位“注水”。

“严把入口关、严把过程关、严把出口关，合理
制定与学位授予相关的科研成果要求，加大分流
力度，加强学风建设，敢于让不合格的学生毕不了
业，倒逼学生潜心治学。”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
生教育司司长洪大用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表示，要坚决确保学位授予的“含金量”。

意见提出，严格规范培养档案管理，探索建立
学术论文、学位论文校际馆际共享机制，将学位论
文作假行为作为信用记录，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
享平台。扩大学位论文抽检比例，提升抽检科学
化、精细化水平。对无法保证质量的学科或专业
学位类别，撤销学位授权。对问题严重的培养单
位，视情况限制申请新增学位授权。

专题 值班主任：陈彬 主编：陈奕霖 美编：杨薇

金秋九月，瓜果飘香。9月22日上
午9时，以“丰收陵水·共奔小康”为主题
的2020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海南陵水
系列活动在陵水黎族自治县文化广场正
式拉开帷幕。线下，来自各乡镇的农民
聚集在一起，通过参加农民技能趣味活
动比赛，共庆丰收、共享喜悦。线上，南
海网主播董艳、海南“网红”罗小波通过
陵水商务局快手平台直播带货，将现场
丰富精彩的庆祝活动以及农民们丰收的
喜悦分享给全国观众。

本次活动现场通过丰收集市、农产

品展销以及各类农民技能趣味比赛等系
列活动，充分展现陵水农业发展和脱贫
攻坚取得的丰硕成果，全面展示了新时
代陵水农民的风采。

近年来，陵水扎实推进脱贫攻坚和乡
村振兴战略，推动农业更强、农民更富、农
村更美，积极实施“品牌兴农”战略，不断
挖掘和搜集陵水本土特色农产品资源。
以圣女果、芒果为主导产业的陵水现代农
业产业园通过农业农村部、财政部认定。
同时，新增了“陵水礼亭椰子”等20个农
产品注册商标，农产品注册商标总数达到

163个，“陵水圣女果”“陵水荔枝”等获得
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等。

活动现场，扶贫产品展、旅游商贸
展、陵水电商产品展等展区，慕名而来的
游客络绎不绝。椰子油、澳洲小龙虾、红
心火龙果、黄金百香果、无骨鱼干、陵水
酸粉……50多个展位将上百种当地特
色农产品以及特色美食逐一展现在市场
游客面前。

夹槟榔比赛、蒙面抓鸭、五绳拔河、
两人三足、摸石过河、挑波罗蜜大赛……
观赏歌舞之余，陵水的农民兴致勃勃地

参加农民技能趣味活动，为大家带来不
一样的欢乐体验。

线下，农民技能趣味大赛，让农民们
乐开了花。线上，陵水商务局快手平台，
南海网主播董艳、海南“网红”罗小波两人
的直播，让来自全国的观众见识了陵水的
特色农产品和风味小吃等。直播中，陵水
商务局联合农产品商家推出系列优惠促
销活动，引得观众纷纷下单购买。

陵水商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为进
一步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多层面帮助
农户销售农产品，他们组织开展直播促

销活动，开启产地直供、线上直销的助农
助销模式，促进农户增收。同时，通过多
角度、立体化的宣传推广，探索摆脱农产

品销售路径单一的瓶颈，强化农产品保
供力度。

（图片/汪承贤 撰文/利声富）

稻穗金黄瓜果飘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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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2日，第三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在山
西省运城市万荣县举行。图为文艺表演。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