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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孙文杰
通讯员 张美芳 高强 报道）日前，记者
从市农机局获悉，截至10月20日，我市
秋季农机化生产圆满结束。

“三秋“生产开始以来，市农机局早
谋划、早部署、早准备，强化信息动态管
理，科学调度抢收机械，推进秸秆综合
利用，全市共上阵各类农机具4.4万余
台套，其中玉米联合收获机8118台，机

收面积 408.93 万亩，玉米机收率达到
94.8%；上阵小麦播种机 1.132 万台套，
完成小麦播种面积408.1万亩，机播率
达到99.8%。今年我市充分发挥农机示
范合作社的作用，大力开展跨区作业、
订单作业、托管作业，共完成订单作业
面积115.1万亩，托管土地50多万亩。

为确保“三秋“生产农机具供应，我
市加快了农机购置补贴工作落实进度，
今年新补贴自走式玉米联合收获机
507台，粮食烘干机5台、深松机32台、
小麦播种机423台，并推进“农机贷”工
作，解决合作社和农户购机资金不足问
题。依托农机具售后服务人员、农机合
作社和全市 19 家星级文明农机维修
点，“三秋”生产期间持续出动农机维修
流动服务车，深入乡村农户、田间地头

指导帮助机手检修、维护机械和提供配
件供应，保证了作业玉米联合收获机小
麦播种机的正常运转。

今年“三秋”生产期间，农机农艺新
技术示范在全市得到有效推广。各县
区农机部门在抓好玉米机械化收获、机
械化秸秆还田等工作的同时，重点推广
玉米籽粒收获机械化技术、玉米机械化
青贮技术、烘干机械化技术及有机肥制
作技术；组织农机农艺专家一起确定了
小麦最佳播种期，指导农民和农机手科
学控制好播量，突出抓好小麦宽幅精量
播种、镇压保墒等农机化技术应用推
广，指导机手选用带镇压装置的小麦播
种机械，在播种时随播随压，努力提高
镇压效果，切实提高了秋种质量；加大
了农机深松整地工作督导力度，通过示

范推广、落实责任、规范运作、阳光操
作，保质保量完成了全市 99 万亩的深
松作业任务；全市共举办培训班18期，
培训农机手和修理工8500人次，使“三
秋”生产关键技术得到落实。

按照“三秋”农机化生产工作应急预
案，全市各级农机部门落实应急管理措
施，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确保紧急情况
一旦出现，第一时间就能得到有效应对
和处置。国庆中秋双节期间，全市遭遇
连阴雨天气，各级农机主管部门及时组
织有粮食干燥设备的33家农机合作社，
启用了全部66台粮食干燥机械，确保了
秋粮颗粒归仓。在农机安全生产方面，
各级农机部门积极开展农机专项整治和
生产安全隐患大排查，消除一般农机安
全隐患108项，整改率达100%。

“三秋”期间全市完成土地托管50多万亩

今年惠民县清河镇东方豆制
品有限公司1000余亩大豆喜获丰
收，每亩产量达200公斤以上。近
年来，公司在杜桥村、跑马刘村等
村发展大豆种植，有效促进了村集

体增收、村民致富。公司董事长杜
美收介绍，今年的大豆价格4.4元
每公斤，目前公司基地所有大豆已
收获完毕。（滨州日报/滨州网通讯
员 王勇 摄影）

东方豆制品公司
千余亩大豆喜获丰收

我的家风故事里总离不开一个人，
那就是我的奶奶。

听爸爸说，爷爷在我出生8年前就
去世了，那时候爸爸是老大，二叔还没
成家，三叔、小叔都还没有成年，爷爷的
去世，使家里的天像塌了一样，一家上
下、老老小小都沉浸在悲痛里。

悲痛过后，生活还得继续，奶奶和
妈妈起早贪黑地缝衣服，然后跑到很远
的地方赶集去卖，爸爸带着二叔出去干
苦力、学手艺，两个年幼的叔叔便在地
里干农活。一家人省吃俭用，勤勤恳
恳，等二叔成了家，两个年幼的叔叔长
大成人，我们才慢慢熬出了苦难的日
子。奶奶每每和我们提及那段日子，总
忍不住潸然泪下，但同时也告诉我们
说：“人呐，没有吃不了的苦，没有过不

去的山……”
或许是那些苦难的日子使奶奶变

得刚强，爷爷虽然过早离世，但家里一
堆要吃饭的孩子，还需要她放却悲伤拼
命地劳动；为保证自己的身体不垮下，
为能看着孩子们一个一个都成家立业，
她自己编了一套保健操，每天天未亮就
起身做操，然后操持家务。这套操陪伴
了奶奶几十年，使她到 70 多岁的时候
还耳不聋、眼不花，头上也没几根白头
发。闲暇的时候，奶奶还经常教我们怎
么做，像个权威的老中医一样。

在我的印象里，奶奶的衣服袜子总
是缝了又缝，补了又补，看到我们谁穿
的衣服破了或者掉了扣子，她也赶紧拿
过去给我们缝好。奶奶还总爱吃剩饭，
啃干馒头，长大后才懂得，是她舍不得

浪费一点粮食。可是，有一次，奶奶因
吃了过夜的饭菜导致食物中毒，从那以
后，家人经常偷偷地把剩菜倒掉，她发
现后总是批评家人说：“日子好了也不
能糟蹋粮食啊！”在奶奶的教育下，我们
经常抢着把剩饭吃完，每当此时，奶奶
脸上总会露出欣慰的笑。

奶奶的胆子特别大。我记着，在一
个天气很闷热的夏天，知了在树上吱吱
地叫着，奶奶手里拿着一把大蒲扇坐在
门口纳凉。忽然不远处的马路边上围
满了很多人，她也好奇地走了过去。人
群中，一位中年男子面色发黄地躺在地
上一动不动。众人议论纷纷，没有一个
人上前帮助。她慢慢走到那人跟前，单
腿半跪在地上，用手在那人鼻子下边试
了试，又轻轻摸了一下那人的颈部，然

后就有节奏地掐起那人的人中，不一会
儿工夫，那人慢慢苏醒过来，这时候救
护车也到了。家人知道后都替她担心，

“奶奶，你胆子怎么这么大！”“娘啊，你
说你这么大岁数了，万一那个人没苏
醒，你给人家掐这掐那让人家家人再赖
上你可咋办！”叔叔也有意见。“哎呦，你
们这些孩子…不能见死不救啊，你们也
都别把人想得那么阴暗，还是好人多
啊！”果真没过几天，被救的那个男人专
门来家里答谢了奶奶。

从小待在奶奶身边，无论家里遭遇
什么样的事情，经历什么样的变故，我都
没听过奶奶抱怨过一句。奶奶的好习惯
和她为人处事的态度不知不觉成为了我
们的家风，影响了我们一代又一代。

奶奶和我的家风
滨州市水利建筑安装工程处 赵佳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孙文
杰 通讯员 荆振华 报道）近日，红旗出
版社、中国妇女报社、人民网股份有限
公司公布了全国第五届“书香三八”读
书活动获奖名单，我市共有4篇作品榜
上有名，其中市水利系统占据了3席。

市水利局自今年初收到滨州市
总工会关于开展全国第五届“书香三
八”征文活动的通知后，立即在全系
统内广泛发动、精心组织，最终共征
得17篇作品参赛。经过知名作家、文
学评论家、女性教育家、美术家等专
家评审，市水利系统共有3篇作品在

全国76000余件作品中脱颖而出。其
中，市水利工程处职工赵佳的《奶奶
和我的家风》获得三等奖，簸箕李灌
溉局职工权莹的《家风·黄河风》获优
秀奖；市水利工程处职工姜立蕙的草
书《万绿荫中》获书画阅读类优秀奖。

全国第五届“书香三八”征文活
动由红旗出版社、中国妇女报社、人
民网、全国总工会女职工委员会联
合主办，截至今年已举办了五届。
获奖人员不仅为我市争得了荣誉，
同时也为山东省总工会获得特别组
织奖作出了贡献。

市水利系统3名职工
获全国第五届“书香三八”

读书活动奖项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张
康 通讯员 王晓燕 李富成 报道)由
于地形地势、河道坡降等原因，导
致惠民县姜楼镇张八村水沟里存
不住水，村北100多亩耕地的灌溉
问题一直像是堵在百姓心头的一
块大石头。

近日，惠民县“问需于民大走
访”活动开展以来，以察民情、访民
意、解民忧、帮民困为根本出发点，
县水利局走访人员在走访了解到
这一情况后，立说立行，协调该县
水利安装公司打机井5眼，从根本
上解决了百姓浇地难的问题。

据了解，9月21日，惠民县委、
县政府结合当前发展实际，发出了
全体干部进基层大走访的号召，以
探索建立基层片区化大共建、大治
理的长效机制，努力实现干部受教
育、群众得实惠、基层组织建设更
坚强、党群干群关系更密切、社会
环境更和谐的叠加效应。

截至目前，全县17.2万城乡家
庭户已全部完成走访，走访人员现
场答复问题1569件，办结企业、群
众提出的生产、教育、医疗、卫生等
各类问题1358件，得到了广大群众
的一致认可和好评。

“俺们村有了5口新机井”
惠民县水利局为姜楼镇张八村村民解决浇地难题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张康 通
讯员 张再胜 蒲怡瑄 报道）随着互联网
时代的到来，农民做微商早已经不算什
么新鲜事了。冬枣上市期间，枣农也开
始忙活着在网上，特别是通过朋友圈卖
冬枣。同样是通过微信朋友圈卖枣，沾
化区下洼镇的枣农占据着全国网销一
半的市场，销量更是占到了冬枣总产量
的 40%，网销市场成为该镇继实体市

场、出口市场之后销售冬枣的第三大市
场。

然而，个人网络交际圈始终存在局
限性，好友数量有限、有需求客户数量
少，这也使网络销售途径相对狭窄，枣
农个人的冬枣销量也就少了。今年，经
过沾化冬枣品牌管理有限公司的积极
研发，使这一问题得到了明显缓解。

据公司总经理魏达介绍，新研发的

“天下游”定位软件，可以通过虚拟地理
位置模拟，这样不同地区的人就可以通
过微信“附近的人”功能搜索到镇上枣
农的微信账号。

另外，在该公司的销售工作室里，
记者看到还有一个架子上整整齐齐摆
满了近 100 台手机。“这些手机的微信
客户端全都定位在全国各地不同的地
方，这样我们就可以根据大数据分析，

找出沾化冬枣最受青睐的地区，然后就
将我们的微信定位在该地区。”公司技
术部门负责人介绍。

通过镇上组织的电商培训，不少枣
农学会了“天下游”的使用，通过定位消
费能力强的省份，新的“陌生客户”渐渐
多了起来，枣农们也真正受益。

哪里热销就定位在哪里

网销市场成下洼冬枣销售第三大市场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张康 通
讯员 贾海宁 王建彬 报道）今年冬枣采
摘季，沾化区富国街道西杨村枣农杨秀
峰格外轻松，自家的冬枣早早就被抢订
一空，价格还很高，亩均增收超过6000
元。指着自家冬枣大棚一角类似音响
的东西，老杨得意洋洋地说：“别小瞧这
小东西，我家冬枣卖得好多亏有了它。”

原来，老杨的“法宝”就是今年在沾
化冬枣管理中试验成功的农业声波驱
虫器。51岁的杨秀峰是当地的冬枣种
植大户，一共种了60亩冬枣，其中40亩

“沾冬2号”、20亩原生态冬枣。
老杨是个“技术控”，树行间种草、

水肥一体化、物理防虫法等新技术在老
杨的冬枣种植园里随处可见。今年在

街道林业站技术人员的推荐下，老杨在
1.3亩“沾冬2号”冬枣大棚里全区第一
个进行了声波驱虫技术试验。

“从今年4月10日安放农业声波驱
虫器到进入采摘期前，还真没发现枣树
有虫害，没安放农业声波驱虫器大棚的
黏虫板和诱虫罐里却清了好几遍。而
且这个大棚里的‘沾冬 2 号’比其他二
代冬枣提前成熟近20天。这个东西真
是个好宝贝。”对声波驱虫技术的效果，
老杨赞不绝口。

据了解，农业声波驱虫技术是由中
科院和清华大学专家共同研发，已正式
取得国家实用新型发明专利，其原理主
要是利用声学和生物学原理发射脉冲
调制音频正弦波，通过长时间发出间断

而持续有源的声波来破坏敏感类昆虫
的听觉环境，导致其烦躁恐慌，使其对
所在环境无法忍受，从而达到驱虫的目
的。此前该技术专门用于果树的病虫
害防治，先期已进行了 8 年的实验，并
在苹果和石榴等果株上取得了成功，今
年该技术首次应用于冬枣培育。

据农业声波驱虫技术提供者五星
声波未来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山东
分公司总经理杨连波介绍，农业声波技
术不仅仅驱虫，还具有促进细胞分裂，
提高光合作用，促进冬枣生长发育，达
到冬枣早熟增产、提高品质、增强抗病
的作用。据富国街道林业站测定，使用
该技术的冬枣实验区比对照区产量平
均可增加21%，糖分增加15%。

在今年举行的沾化区第十届“林茂
杯”沾化冬枣大赛中，杨秀峰采用新型
声波驱虫方法培育的“沾冬2号”冬枣，
凭借“纯绿色无污染”荣获一等奖。1.3
亩实验冬枣以每斤50元的高价被抢订
一空，一棚冬枣收入近 6 万元，比其他
大棚多卖3万多元。

“一套驱虫设备可连续使用10年，
还是自动运行，既节省人工成本又能提
高冬枣品质，这个技术我是服了。”尝到
甜头的老杨计划加强与企业合作，引进
完善相关配套技术，明年在30亩“沾冬
2号”冬枣推广使用声波驱虫技术。“明
年争取在冬枣大赛上获个特等奖！”有
了新技术“傍身”，老杨对来年冬枣丰收
信心满满。

沾化冬枣声波驱虫实验取得成功
今年冬枣大赛中，有枣农采用该技术培育的冬枣凭借“纯绿色无污染”摘得大奖

清河小农水节水灌溉工程启动

近日，惠民县清河镇小农水节水
灌溉工程启动，林樊社区正在施工的
小农水节水灌溉工程投资12万元、
覆盖400亩良田。该镇水利站负责

人刘云介绍，该工程建成后，将从根
本上解决广大农民“浇地难”问题，同
时还节约了用水。（滨州日报/滨州网
记者 孙文杰 通讯员 王勇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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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父亲书桌上的玻璃板下，压着一张

老旧的滨州市河道图。它年数太久，与
几经治理后的滨州现在河道面貌大不
相同。几次搬家，家里处理了很多旧
物，唯独这张图，父亲始终像宝物一般
谨慎珍藏。父亲早已将他的岁月流年
和一生事业都刻在这张图上。

从 1977 至 2017 年，父亲在水利系
统工作了整整40年。作为一个平凡而
又勤恳的水利人，父亲总爱说起他在水
利局财务科工作的日子，那时候他出差
都要骑自行车，下灌区披星戴月返回是
常事儿。他说年轻时就像有使不完的
力气，就像是喝饱了黄河水疯长拔节的
麦子苗。那时候，世贸银行开始发放贷
款，父亲作为联系人，跑遍了各大灌区
和下属单位，当时有单位用贷款建起了

养猪场，有的用来修了涵闸，也有的盖
了楼房。2014年的一天，我也成为了滨
州水利人中的一员，父亲亲自开着车送
我，沿着徒骇河，他讲述着他与沿途每
一座桥、涵、闸、渠的故事，我仿佛看到
父亲的青春岁月在向我招手，我也似乎
成为了那时的父亲。

（二）
我并不是家里继承父亲衣钵的唯

一孩子。我的表哥也已经在水利系统
工作了 30 年。他坚守在廿里堡闸上，
等着黄河水汛息的洄还。后来决策者
力图唤醒与弘扬水利文化，在闸东侧建
了一座水文化馆，表哥成为建设成员之
一。汉白玉的大禹守在院落里，不需祭
祀，不要供奉，执了他的石耜,守着他的
子民。可惜表哥 37 岁那年，自己的儿
子查出了白血病，得知这个消息的时

候，他正在水文化馆后院的塘子里种莲
藕，他手脚沾满泥水，汗水滴入泥塘，想
象着来年春夏之交这里美好的十方荷
塘。噩耗传来，这个汉子哭得像个孩
子，两年后，倾尽家产的表哥送走了那
个可怜的病儿。不幸的表哥又是幸运
的，后来他又迎来了新的小生命。

我好像突然开了窍。原来父辈恩
赐子侄的，并不只有身体发肤的授予，
并不只有一车一房的温饱，还有一半承
袭了他，一半传承予我的家风。我想，
我家的家风，就与浩荡的黄河有关，与
执着和坚强有关。等我有了自己的孩
子，我会领着他去看黄河，领着他走遍
滨州大小河流，跟他讲说从古至今治水
人的故事。

（三）
黄河之水，浩浩汤汤，我们感恩不

尽。2016 年 12 月，全国开始深入推行
河长制，时至6月，滨州地界大小河道，
都有了自己的“家长”，黄河来到滨城，
有了为她肩负责任的人。如果河流有
灵，她的家风又是怎样？是历经千山而
不屈不挠的坚韧，还是坚忍不拔排除万
难的气概？这些都是，这些都已随着黄
河来到滨州，随着大小支脉、纵横渠道
渗入阡陌田垄，渗入滨州人的血脉。

醇厚的家风像是经过几个世代修行
的羁旅，让接受的孩子们继续去成长，继
续去播扬。好家风，有周公吐哺天下归
心，有诸葛亮写诫子书，有颜之推写颜氏
家训，但更多的是，平凡家世，耕读人家，
一辈一代，岁月阑珊，迎痛生长。那醇厚
之风，就如同跨过滨城地界的黄河之水，
积淀下数万恒沙，汇成一脉苍茫，在我们
眼里，在我们脚下，格外辉煌。

家风·黄河风
滨州市簸箕李引黄灌溉管理局 权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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