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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收秋种记

□ 本报记者 李丽

“白露早，寒露迟，秋分麦子正当时。”
9月以来，山东多地出现多次大范围降水天气
过程，部分地块土壤水分饱和，甚至出现农田
积水，对秋收秋种产生不利影响。

秋雨连绵中，全省各级各地行动起来，多
措并举保秋收秋种。记者蹲点济南市济阳区、
东阿县、齐河县、临清市等地，记录田间地头
秋收秋种一线故事。

来的不仅是“秋收帮扶队”

“过去都用收获机，这点儿地两三天就收
完了。今年地里积水多，机器下不了地，玉米
熟了，只能人上。”齐河县胡官屯镇吴集村朱
树青说话喘着粗气，10月15日还在地里忙活，
自己家和婆家一共20亩地，5个人忙了半个
月。

“轮式收获机进不了地，拖拉机也进不了
地，太湿了。”东阿县农业农村局农机管理科
科长刘传涛说，为了把田里掰下来的玉米运出
去，东阿县一户村民把无人植保机改成了“运
输机”，从地头吊着两个水桶往外飞。

紧急时刻，“排涝突击队”来了，“秋收
帮扶队”也来了。各市迅速行动，出台各种帮
扶措施，组织人员力量，党员干部带头下田帮
农民秋收秋种。

“你看见泡在泥水地里的那些人了吗？第
一批下水帮俺们掰棒子的，就是这些党员。”
临清市老赵庄镇后丁村村民周世平说，“我家
地多，心里急。镇上的党员先锋队帮着抢收，
人多力量大。一块儿挖排水沟，将掰的玉米放
在脸盆里，顺着水流往地头拉。装车后，运到
收粮点卖。今年玉米价格不错。”

齐河金穗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袁本
刚10月10日发了一条朋友圈，是齐河县关于实
施玉米收获补贴和深松补贴的公告，“凡是10
月15日前收完的玉米，每亩补贴20元，真金白
银帮我们。”袁本刚说。

记者在蹲点采访中，多次遇到一线的专家
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包县包乡、进村入户、
深入田间指导农民抢收抢种。在济阳采访时，
记者了解到济南市成立了6个“三秋”生产督
导组，分片包干区县，督导秋季作物“抢收”
和科学晾晒。

近期连绵降雨，是导致田地积水的主要原
因。东阿县农业农村局农艺师黄绪甲说，这些
年，的确没有见过这么多秋雨。东阿县9月的
降水量311 . 2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444%，截
至10月10日降水量达到了356 . 7毫米。济阳区
降水实况显示，今年9月降水量157 . 1毫米，
突破1962年建站以来9月历史极值，10月截至
10月10日14时降水量117 . 9毫米，突破1962年
建站以来历史极值。极端雨水天气，给农田排
水带来不少难题。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一些平原地带排水沟
等不畅通，也需引起重视。从往年气象数据
看，山东秋季较干旱，所以很多农户琢磨怎么
存水留水，却对排水困难估计不足。

有专家提出，应加强大田农业排水沟设施
统一规划设计、开挖维护，确保来年再遇到这
样的极端天气可以把更多水排出去。山东省玉
米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李宗新最近在全省多
地查看玉米受灾情况，德州市陵城区、齐河县
的高标准农田，由于水利设施完善、排涝给
力，全程机械化栽培管理到位，万亩玉米依然
高产在望。

履带式收获机成了“香饽饽”

10月13日中午，济阳区回河街道寺前刘
村，一台崭新的履带式收获机正在田里作业，
车后的拖斗不时把刚割下来的整穗的玉米倒入
运输机。

尽管雨过天晴，地里还是插不进脚，脚踩
上去就像被粘在了地上。正在作业的这台履带
式收获机却如履平地——— 这种看起来底盘像
“坦克”一样的收获机，成了农田里的“明
星”，不时有村民过来观看。

“刚买的新机器，轮式收获机没法用。”
济阳区五谷丰登专业种植合作社负责人刘承立
10月3日下单了一台履带式收获机，10月4日就
开始下田作业，从早到晚，十来天时间收了
400亩。

东阿县牛角店镇，青源家庭农场的1000亩
大田还有800多亩等着收割。“小户还可以找
人帮忙，大户必须有机械。”一天晚上九点
多，农场负责人张青收到刘传涛的微信，告诉
她刚刚协调了一批履带式收获机，需要的话抓
紧对接农机公司。“这么晚了，还在为我们收

玉米操心。”张青想起来就感到温暖。
“履带式收获机很抢手。”临清市老赵庄

镇王集村村民冯西俊为了找履带式收获机颇费
周折，“我先自己打电话联系，发现机器早租
出去了，最后找到我们村支书。村支书在朋友
圈发布募集通知，并且提供免费食宿，到高速
口去迎车入村。镇上也连夜统计机器需求。第
二天下午三四点，机器就下地了。”

履带式收获机由于可以雨天作业和稻田作
业，南方使用较为普遍，相对干旱的北方往年
则很少用到。田地泥泞，今年秋收，各地想方
设法调配履带式玉米收获机。到10月7日，临
清市调配各类玉米收获机2100余台，通过平台
发布等方式调拨履带式收获机33台。东阿县农
业农村局紧急组织调配了200台履带式收获
机，“有淄博的、滨州的，还有从南方协调来
的，有农机公司直接到淄博的一家农机生产企
业等着机器出厂。”刘传涛说。

济南市农业农村局9月底就下发紧急通
知，优先补贴履带式玉米联合收获机。“大型
机械最高能补到三分之一。”济阳区农业农村
局副局长张光煌介绍，济阳区还出台政策，直
接对履带式收获机作业进行补贴，自10月7日
至15日，对履带式玉米机械作业农业服务组织
给予每亩补贴50元，“这样能刺激大型合作社
尽快购置农机，也能帮助小农户降低收割成
本。”

“还以为履带式收获机要涨钱，结果不仅
没涨价，还抹了零头，政府帮着出面协调，就

是好。”临清一位农民说。不过，在一些地
方，履带式收获机租用价格因为市场紧俏也水
涨船高。“机收成本高，原来70块钱就能收一
亩地，现在履带式收获机最高200块钱收一亩
地。”有农民告诉记者。

为保证秋收，各地探索改装农机，也成为
一种办法。一家农机生产公司提供拖拉机改装
三角履带的服务项目，通过增大轮胎（履带）
接地面积，使收获机能在潮湿泥泞地面正常行
走作业。在济阳，五谷丰登专业种植合作社把
简单改装后的四驱拖拉机开进了田里，专门用
来运输玉米。

李宗新也在关注履带式收获机的情况，他
了解到有的厂家现在下单要到1个月后才能拿
到货。“宁肯备而无用，不能用而无备。”张
光煌认为，这种在北方并不常用的履带式收获
机，让种粮大户或合作社都采购并不现实。
如何完善细化农机应急机制，需进一步思
考。比如，可否以镇或县为单元，统筹好一
地应急农机分布情况，用好政府之手和市场
之手，便于在关键时刻调得出、冲得上，保
证紧急之用。

“火热”的烘干机连轴转

玉米收起来，晾晒和烘干成为一个关键问
题。

10月10日上午，东阿县牛角店镇胡庄村，
人们在赶制“玉米栈子”，一种用钢筋支架支

起来的晾晒架子，两三米高，网状的钢丝绳便
于通风透气。张青走到广场上查看正在晾晒的
玉米粒。“水分大，必须尽快晾晒好。”

秋收中，烘干设备也成了“香饽饽”。
在东阿县大桥镇赵庄村联创农服中心，3

台大型烘干机正在连轴作业，20多米高的烘干
塔组矗立在地上，一辆卡车上工人正在把烘干
好的玉米粒装车运走。工作人员介绍，这个中
心有一台湿塔，两台干塔，总容量150吨。烘
干塔单次作业60吨，需要6-7个小时，如果水
分比较大，作业时间8个小时。这样的烘干设
备东阿县共有36台。

“我们也想上设备，问了一下价格太贵
了，一台就要上百万元。”刘承立说，虽然有
农机补贴，但至少也要花费30万元，关键是一
年就用一次，长时间闲置，不划算。刘承立比
较自豪的是4000多平方米的大晾晒场。“我们
这个晾晒场是用农村闲置土地改造的，属于符
合标准的农业设施用地，上级很支持我们。这
个晾晒场，今年起了大作用。”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我省各地为了保证玉
米颗粒归仓，在烘干方面加强组织。有的地方
专门出台奖补措施，按照每烘干一吨玉米补贴
40元的标准，对烘干合作社、企业进行补贴，
种粮大户只需持身份证即可前往烘干；有的地
方组织召开玉米烘干现场会，对玉米机械化烘
干技术进行现场讲解和推广培训。

袁本刚下决心购买烘干设备，上3组120吨
的烘干设备。他希望补贴比例能有所提高，同

时烘干设备一般占地面积大，农业设施用地
比较紧张。

张光煌建议，一方面各地可探索加大粮
食烘干设备补贴额度，增加烘干设备保有
量，鼓励有实力的企业提供粮食烘干服务；
另一方面应研究小农户适用的小型粮食烘干
设备。“一般农户几亩地，几千斤粮食，应
聚焦这种小而美的服务设施研发。”烘干设
备也属于农业机械，但是对于北方而言应用
场景有限。记者采访中发现，章丘区一家庭
农场曾在3年前购买了一套烘干设备，这些
年一直没大用，今年的利用率最高。烘干设
备占地面积大、价格高，仅靠市场自发调节
恐难应对突发极端天气。如果能按烘干塔单
次加工量，测算出辐射区域面积，按储备农
机来进行政策引导和购置，既可防止一哄而
上，也能避免规模不足无法满足特殊情况需
要。

秋种背后的技术力量

往年这个季节，10月11日-13日左右，
小农户就已经把麦子种到地里了，种粮大户
一般在15日-16日前后播种，但今年小麦播
种要推迟了。“看地里的墒情吧，可能‘霜
降麦’，也可能‘立冬麦’了。”刘承立看
着正在收割的玉米地，若有所思。

省农科院作物研究所研究员张宾刚从邹
平等地指导回来，他发现有的农户在收割玉
米的时候一并粉碎了秸秆。他提醒要注意
“散墒”，就是让土里的水分充分蒸发，而
秸秆粉碎还田会抑制土壤水分的蒸发。他建
议秸秆先留到地里，不要直接粉碎还田。今
年底墒充足，有利于缩短播种到出苗的时
间。“晚播要注意浅播，差不多离地面2-3
厘米就能保证出苗。”

记者在田间采访中，多次遇到了各地派
出的技术专家服务队。“每亩要多种5-10
斤，注意预防茎基腐病，最好还是包衣拌
种。”10月13日，记者在济阳区回河街道，
就遇到了济阳区农业农村局的干部带队下田
进行技术指导。

秋种，种子选择是关键一环。
袁本刚算了一笔账：按照每亩地增加10

斤播种量计算，1000亩地就得多支出1万斤
种子，以一斤2 . 2元计就是2 . 2万元。“好
在供种不用操心，是县里统一供种。”

张光煌告诉记者：“济阳是统一供种
（团购），由区农业农村局种子公司负责统
一安排，老百姓享受批发价1 . 7元/斤，除
自己安排制种基地（制种村）外，还调进济
麦22、鲁原502、济麦44等优质小麦良种，
保证用种基本没问题。”刘承立说，由于是
连片大面积的育种地，他每年从济阳区种子
站接收种子，收获后直接卖给育种站，价格
比市场上高。“这样比较省事，包衣也是育
种站都做好了给我们。”

张宾建议晚播麦田可以适当增加播种
量，寒露以前播种的一般每亩播种15-18
斤，一般适播期之后每晚播种两天增加一
斤，但11月之前每亩地最多不要超过35斤。
对于品种的选择，可以考虑济麦44、济麦
106、济麦22等一些早发性强或者生产中综
合抗性强、产量潜力高的品种，也可以选用
一些早熟的品种，例如济麦17等。

秋种中，田间管理一定要跟上。
“麦子不怕草，就怕坷垃咬”，张宾也

用农谚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在小麦整地播种
期间要注意提高整地质量和技术到位率，做
到适墒播种，建议土壤暄松或地表裂缝较多
地块在早春小麦拔节前进行镇压划锄。

“农业的种植管理是一个精细化的过
程，也要有统筹思维。”李宗新认为，“如
果今年小麦种得晚，那么也会挤压明年玉米
生长期，所以明年的玉米品种就要考虑早熟
或者中熟的。”这次极端天气下的秋收也给
育种方向提了个醒，就是应该趋向多方向育
种，全方位储备多类型的种质资源和品种。
近些年来，玉米育种方向主要是面向高产、
耐密、抗倒伏、宜机收等性状，也选育出诸
如登海605、鲁单9088、鲁单510、立原296
等优良品种，相对忽略了综合性不错特别是
抗病品种的选育。“藏粮于技，根本上是
一种面向未来的技术储备，像受气候影响
较大的抗旱、耐涝、抗病等品种的选育和
抗逆减灾技术也都在我们研究的范围内，
储备在身，关键时候用之则有。”李宗新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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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毛鑫鑫 通讯员 杨茹莎 报道
本报济南10月17日讯 据省农业农村厅农

情调度显示，截至10月17日17时，全省秋粮已
收5869 . 4万亩，占89 . 8%，其中玉米已收5491 . 8
万亩，约94 . 2%。枣庄、济宁、临沂、聊城、
菏泽、济南、淄博、泰安、日照、德州玉米收
获基本结束，除青岛、威海外，其他市均收获
8成以上。

“三秋”生产事关今年粮食丰收和明年夏
粮生产，事关粮食、蔬菜等重要农产品稳产保
供大局。面对持续阴雨天气给秋收秋种带来的
不利影响，9月26日开始，省农业农村厅陆续
派出多个工作组，赴济南、济宁、德州、聊

城、菏泽等9个农田积水较重的市，指导各地
做好农田排水和“三秋”生产各项工作，做到
灾情不解除，督导不结束。

各地不等不靠，对于已成熟地块，抓住晴
好天气窗口期，组织机械及时抢收；农田渍涝
严重地块，一方面组织抽水机、水泵等机械上
阵，做好积水农田排涝工作，为收获机械进地
作业创造适宜条件，另一方面，迅速调集履带
式玉米收获机突击抢收。截至10月17日17时，
全省累计上阵玉米联合收获机12 . 31万台，玉
米机收4690 . 5万亩。

秋种方面，对墒情适宜地块，各地最大限
度加快播种进度，努力扩大适期播种面积。对

因田间积水、土壤湿度大造成播期推迟的地
块，各地根据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印发的《全
省小麦晚播技术指导意见》，合理选用早熟品
种，提高整地质量，视情加大播种量，播种时
施足底肥，抓好种子包衣等，为小麦丰收打好
基础。

为着力解决“三秋”生产中存在的技术困
难和问题，打通技术服务“最后一公里”，10
月11日起一直到秋种工作全面结束，省农业技
术推广中心派出8个专家指导组，采取驻地蹲
点方式，分片包干到各地进行技术指导，协助
当地制订与当地生产情况相适应的生产技术方
案，助力打好“三秋”生产攻坚战。

山东秋粮已收5869 . 4万亩
各地正积极加快小麦播种进度

□记者 李丽 报道

图①：在济南市济阳区回河街道寺前刘村，履带式玉米收获机正

在作业。

图②：临清市党员干部在田间帮助农户抢收玉米。

图③：济阳区回河街道寺前刘村广场上堆满了正在晾晒的玉米。

1100月月1133日日，，沂沂南南县县苏苏村村镇镇槎槎头头村村，，农农民民驾驾驶驶农农机机在在田田间间播播种种小小麦麦。。（（□□记记者者 卢卢鹏鹏 通通讯讯员员 王王彦彦冰冰 报报道道））

②②

③③

①①


	0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