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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东大地，熬过了连续晴热高温，连片
的水稻陆续成熟。近日，3台收割机正快速穿
行于一片稻田中。不到1小时，6亩新打的稻
谷倒入粮车，被拉回晾晒场。望着金灿灿的
稻谷，安徽省马鞍山市含山县正前水稻种植
专业合作社理事长付正前感慨道：“今年虽
然遭遇高温干旱，但全年效益还是稳了。”

付正前之所以有这样的底气，在于马鞍
山市推进的“农田四变”，即小田变大田、
闲田变忙田、差田变良田、蟹田变稻田。马
鞍山市农业农村局局长陈鹏说，近年来，马
鞍山市通过不断调整农业生产经营方式，不
仅找回了耕地，还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增加
了群众种粮效益。

马鞍山市地处丘陵地带，水网密集，耕
地细碎，平均地块面积仅1 . 3亩。9年前，付
正前来到这里流转耕地种粮。

“田块零碎，拖拉机进不去，收割机转

不开，效率比较低。”付正前回忆说。2015
年，他通过申报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将原
有的1016块田块合并为286块，块均面积从
近1 . 5亩提高到3 . 7亩，道路通达率100%，全
程机械化生产得以实现。

付正前说，通过“小田变大田”，不仅
节约种粮大户亩均生产成本，农户也获得更
多土地流转收益，种粮大户和农户实现“双
赢”。

不仅如此，去年夏种时节，含山县依托规
模经营实体推行良种单种单收，通过种植订单
粮，延伸产业链，打造区域品牌大米。含山县农
技推广服务中心副主任杜雄鹰表示，今年全县
品牌粮种植面积达10万亩，秋季收购时节，县
里国有粮食企业按照行情每斤加价0 . 1元进行
回购，像付正前这样的种粮大户亩均效益提高
约200元。

马鞍山市“农田四变”专班负责人李淼告

诉记者，“小田变大田”是经营方式和生产要素
的组织化过程，带来的效益将实现质的变化，
但同时也要算好技术账、效益账。“马鞍山地处
丘陵地带，若田块水平面落差超过50厘米，不
宜刻意追求连片作业，不仅效益低，还可能破
坏耕作层。”李淼说。

在马鞍山市当涂县塘南镇，种养大户于银
生正在田间查看粳稻长势。“粳稻播种晚，抽穗
期避开了高温，预计产量能和去年持平。”于银
生说。他曾是镇上的养蟹能手，但由于市场变
动效益出现下滑，两年前，他将蟹塘埂土回填
改种水稻，搞起了稻虾连作，今年龙虾销售高
峰时节卖到每斤约90元，稻虾连作亩均效益
预计超过1万元。

塘南镇副镇长晋刚说，经过测算，年亩
均效益低于1000元的，改蟹田为稻虾连作
等，不仅能找回耕地，还能实现经营主体增
收。据了解，经过摸排，当涂县年亩均效益

不足1000元的蟹田有10260亩，根据群众意
愿目前已复耕6100亩。

记者还注意到，含山县陶厂镇兴园家庭
农场通过使用农机深耕深松、测土配方施
肥、增施有机肥、种植绿肥等，耕地质量提
升到三等以上；含山县、和县组织村集体并
鼓励农户复耕冬闲田，对50亩以上的种植大
户复耕复种油菜、小麦等给予不等补助……
“差田变良田”“闲田变忙田”正在马鞍山
市当地不断推进。

据介绍，马鞍山市近期出台了实施“农
田四变”支持多种粮种好粮若干扶持政策。
付正前说：“我希望利用这些政策，加大高
标准农田提升改造，降低人力成本，提升现
代化农机效率，让种粮更有效益、增收更有
底气。”

（新华社合肥9月22日电）

田 块 大 了 效 益 好 了
——— 安徽马鞍山推进“农田四变”一线见闻

新华社记者 水金辰

两年前，汪洋结束了
十余年的北漂生活，来到
家乡潜心搞起虾稻米种
植，用他的话说，成了一
名“职业农民”。在父辈
们耕种的土地上，他勤耕
不辍，播种下儿时的记
忆。金秋时节，丰收的喜
悦和快乐在稻田间漫溢流
淌。

40岁的汪洋老家在湖
南省益阳市南县，该县有
“中国虾稻米之乡”的美
誉。“农民稻田趣味运动
会”21日在南县麻河口镇
举行，环田跑步、收获水
稻、稻田捉鸭……当地民
众用这样的方式迎接中国
农民丰收节到来。

“村北村南脱谷声，
收来新粒几仓盈。”一声
令下，汪洋熟练地拿起镰
刀，割下一捆稻谷。在组
员们的配合下，他迅速抱
起稻穗，在简易的稻桶檐
边用力地拍打，稻谷在力
的作用下落入桶内。队员
们配合精准，动作行云流
水。

汪洋从小就跟着父母
种植水稻，稻米丰收前，
他需要每天到田间进行肥
料和水利管理。“到了农
田就是找问题，问题解决了产量自然提高了。”

从 碧 绿 到金黄， 春 来夏往 ，秋收冬 藏 ，
“籽——— 秧——— 稻——— 谷——— 米”的循环演绎他都
铭记于心。

“小时候父母在田间辛劳耕作，劳作一天晚上
都直不起腰来，现在我们下地干活更多的是一种儿
时的回忆，这样有趣又能体现团队合作的趣味运动
会让我们对乡情有了更深的理解，也让我们对脚下
的土地有了更多敬畏。”汪洋的队员、在南县农业
农村局工作的李颖说。

李颖介绍，随着种子改良和种植技术手段不断
改善，当地虾稻米亩产明显增长，机械收割也大大
减轻了农民田间工作量。有了更多自由时间的村
民，在水稻地旁健身甚至搞起网络直播推介农产
品，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正在变为现实。

随着一场久违的秋雨，50名队员参与的环田跑
步引来不少围观者，按照赛事，参赛者需绕着稻田
完成2 . 5公里的赛程。52岁的易爱辉是麻河口镇东胜
村的村民，平日农闲时节，除了跳健身舞和打乒乓
球，伴着村里远处的狗吠声和鸟鸣声，她也喜欢在
村里慢跑。

“绕着田间慢跑让我们心情很舒畅，只有身体
好了，我们才有更多时光享受田园生活。”易爱辉
说。

当日“引爆全场”的应属稻田捉鸭。随着一声
令下，参赛者从起点径直扑向场地中间的一群鸭
子，看到人群，受了惊的鸭子扑腾着四处乱飞，为
了快速“达到战绩”，参赛者在有些湿滑的地上追
着鸭子满场跑。“人仰鸭翻”的场景逗得观众直跺
脚，欢快的笑声在稻田间回荡。

“人欢畅，粮满仓。在乡村振兴路上，我相信
会有更多年轻人回到田野，感受乡村巨变。”汪洋
说。 （新华社长沙9月2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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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2日，合杭高铁湖州至杭州段首趟列车旅客在杭州西站站台合影留念。
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杭州亚运会重要配套工程——— 合杭高铁

湖州至杭州段（简称合杭高铁湖杭段）于2022年9月22日开通运营，沿线杭州西站同步投
入使用。 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 摄

合杭高铁湖杭段建成通车

湖南省益阳市南县明山头镇新村社区
村民夏新华前几天收获了新一季的中稻，
留足一家人的口粮后，他打算把剩下的
3100公斤卖掉。夏新华给同社区的杨四海
打了个电话，当天，杨四海就派车来收走
了全部稻谷，付给夏新华7102元。

杨四海是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
人，也是一名新型“粮经纪”——— 凭借日处
理稻谷数百吨的烘干设备、条件先进的仓
库和更高的收购价格，他和当地农民实现

“双赢”。
夏新华说，以前卖粮，要先在自家院

子或者路边把谷子晒干，但车压、风吹、鸟
食等原因，会让稻谷有至少2%的损耗，遇
到下雨天，损耗会更大。一些家中缺少劳
力的农户，还得花钱请人帮忙晒谷，折合
下来，每斤的人工成本要5分钱左右。

杨四海告诉记者，和农户自己晒谷动
辄需要三五天不同，烘干机只需要14个小
时就能把同样的工作完成得更好。烘干后
的稻谷被存放进安装有通风地槽、恒温空
调和高压风机的仓库，能大大减少损耗。

“有些储粮条件不好的农户，稻谷放上几
个月，发霉变质的比例能达到40%。”杨四
海说，“在我们这种仓库里存放一年都不
会有问题。”

杨四海2020年开始收粮，去年全年共
收粮6000吨，辐射半径30公里，覆盖了周

边4个乡镇。他说，希望今年全年能收到1
万吨粮食。

近年来，新型“粮经纪”已成为湖南各
地农村常见的一个职业群体。在100多公
里外的常德市鼎城区镇德桥镇，新型粮食
经纪人李杰刚刚把前几天从农户手中收
来的33吨优质稻谷用大卡车发往广东湛
江。“量多质高不愁销，我价格卖得高，所
以给农民的收购价也不低。”李杰说，每斤
稻谷自己的收购价要比别人高出2到5分
钱。记者注意到，在卸粮、烘干等环节，总
有工人拿着扫帚将散落的稻谷归拢。

李杰的公司24小时营业，农户随到随
收，而且他从不以量定价，同样的品种不
管是几百斤还是上万斤，都是一个价。粮
款支付方式也很灵活，根据农民需要选择
现金、转账等，不会“打白条”。

“我们只有依靠农民才能做大做强，
农民的丰收就是我们的丰收。”李杰说，新
型粮食经纪人都需要一批稳定的粮源，而
自己的市场已经拓展到长三角、珠三角等
地，也需要收到更多粮食。

李杰已经开始尝试保底收购和订单收
购。他认为，像自己这样的新型“粮经纪”
除了能让自己和农民都赚到钱，还有更重
要的社会责任，那就是让农民能增加信
心，安心种粮。

（新华社长沙9月22日电）

从田间到粮仓：

湖南多地新型“粮经纪”助农民增收
新华社记者 周勉 李琳海

延龄君诗词结集，嘱我作序。我对诗词涉
猎不多，顶多也就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正儿
八经地写序，怕是说了外行话贻笑大方。但
是作为40多年的同窗老友，面对延龄字字沾
风带露、句句泥土芬芳的心血结晶，东拉西
扯地闲叙还是有话可说的。

就从40多年前同窗于大别山深处金寨
县双河中学叙起吧。延龄彼时身材瘦小，貌
不惊人，言行慢条斯理，举止少年老成，虽是
农家子弟，却自带书卷气息、夫子腔调，说话
一板一眼，喜欢咬文嚼字。诗词讲究的就是
咬文嚼字，所以延龄喜欢诗词是有底蕴、有
缘由的。后来上大学学了果树专业，毕业后
回到家乡从事林业工作，倾注于板栗、油茶、
山核桃等经济林果，术业有成，建树颇丰。

大别山的灵山秀水滋养了延龄的诗心诗
兴、诗情诗趣。据说故土诗风鼎盛，诗刊诗社
诗赛诗研十分活跃，老同学中就有不少诗词
爱好者在金塞诗词圈里小有名气。言志寄
情，修身养性，此乃诗词之功效也。世人有各
式各样的兴趣爱好，诗词之趣是雅趣，诗词
之好是雅好。延龄对诗词的喜好由来已久。
家有《唐诗宋词三百首》、《唐诗宋词校注》等
藏书数十本，闲时捧读，爱不释手。古诗词寥
寥数言所状述、蕴涵的其情其景其意其境，
每每心向往之。延龄说，随着年龄增长，为了
锻炼记忆力，近年来开始背诵古诗词，前前
后后背了五、六百首。背的多了，久藏于心的
创作冲动便再度萌发、复活。

说到背诵，便不由想起当年的清晨或黄
昏，延龄和同学们在校园边的河滩上、桑梯地
里抑扬顿挫地背单词、背公式、背定理、背文
言文、背氢氦锂铍硼……想想真是有意思，那
时的背诵是为了高考，是功利性的，而如今的
背诵是为了延缓衰老，是功能性的。哈哈！无
论如何，背诵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诗词之于延龄，与其说是兴致爱好，不如

说是他最能愉悦心情的生活方式。扶贫路上，
下乡途中，足之所至，兴之所至。身边小事，眼
前小景，即情即感，偶拾偶得。远山近水，绿树
红花，拥山风入怀，邀明月对酌。闲暇时的边走
边看，且行且吟，独处时的自言自语、感怀感
悟，真的是诗意山水、快意人生！诗词是有趣的
文字，一个人爱上有趣的东西，生活便会有趣
起来，在推推敲敲中沉吟，在平平仄仄中陶醉，
时光和心情便一起被文字的馨香滋润了。

延龄诗词题材广泛，大到飞船升天、嫦娥
登月，小至采茶插秧、观棋钓鱼，皆可入诗。但
所写最多的还是脚下故土，故乡山水赋予延
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元素和灵感。

“远山如黛·天如染，彩霞耀眼云半卷”的天堂
寨，“置身绿水青山间，高路扶云上山巅”的马
鬃岭，“木笔乱繁花，花动一春色”的玉兰谷，
还有“玲珑拱桥溪上卧，游人观后赞叹多。建
得百载便民路，后世频为建者歌”的胡家边拱
桥，“谁持利剑深深裁，万丈幽谷一线开。遍观
卵石崖壁上，始知原自海中来”的皖西大裂
谷，“一水一山一叶舟，一亭一桥一钓钩。景满

目，眼尽收，流连忘返不自由”的油坊店西茶
谷……字里行间，情景交融，令人神往。

“将军故里，红军摇篮。”金寨人引以为豪
的红色基因，更使得延龄的诗词平添了深厚
的人文底蕴和精神内涵，“险峻巍峨大别山，
北边金寨南红安。同为革命星火地，一样将
军二摇篮。”豪迈之情跃然纸上。“少小离家
为报国，疆场纵横向兵戈。扫倭倒蒋驱尘雾，
抗美援朝促强和。伟男从来纨绔少，英雄总
是布衣多。为民自有民心在，今为将军视剧
歌。”崇敬之心溢于言表。

延龄在梅山工作生活40余载，对山城的
熟悉、眷顾和爱深入骨髓。这方山水是延龄反
复吟咏、百写不厌的创作源泉，长亭外，步道
边，田园里，水云间。小巷烟火气，长街市井
风。一湖碧波，半城烟雨。梅山老街的感怀，江
店新城的咏叹。“梅城春水慢悠悠，集入史河
静自流。”“风过史河起碧波，水边浅滩白鹭
多 ”“ 雾笼青山 风 拂柳，凭 栏 斜倚吟诗
翁。”……梅山湖畔、史河岸边、红军广场、龙
岗公园，时常有延龄久久徘徊、默默发呆的身
影，深深浅浅的足迹、曲曲折折的心路，满满
的山城之恋、浓浓的故土情怀！

浓缩的都是精华。在所有文学样式中，诗
词是最简约最凝炼的表达形式。律诗也罢、
绝句也罢，字词声韵都是有许多讲究的，所
以古人写诗作词才有了琢琢磨磨、推推敲敲
的纠结，甚或有“吟安一个字，捻断好几根胡
子”的焦灼。我读延龄的诗词，看不出这种痛

感。延龄写的轻巧灵动，随心所欲，读起来亲
切自然，朗朗上口。不是不讲究，而是不拘
泥，不是太随意，而是不刻意。写起来畅快、
读起来舒服就行。

延龄还嘱我给这本集子起个名字，其实
名字是现成的——— 延龄自己都没意识到，若
干年前他给自己起的饱蘸古风古韵、浸润书
香心香的微信昵称，就是为若干年后这本集
子准备的。

一介林夫，干了一辈子板栗油茶、粗枝大
叶的活计，长了一颗细腻婉转、多愁善感的
诗心。山野之人却具雅士风情、文人风骨。雅
士暮年，诗心不已，在青山绿水红土地上，播
种文字，深耕诗行。花香一缕，心香一瓣。人
生百味，世间万象，信手拣来，浅吟低唱。清
雅之歌，风雅之颂，是为雅颂也。

编者按 ：今年8月，金寨人冯延龄的诗词集《雅颂》由中华文化出版社出版，收录诗词有几百余首。毕业于安
徽农学院园艺系果树专业的冯延龄，现在金寨县林业局工作，长期从事板栗、油茶、山核桃等林业技术推广。由于工
作的关系，他常年奔波于林间乡野间，工作之余，就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作词赋诗，大都源于生活、取之于自然。

我每天是有固定阅读时间
的。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
是在晚上阅读，在晚饭后到就
寝前这段时间阅读。后来，因健
康需要，晚饭后的时间安排给
了去公园里散步，就把阅读的
时间安排到了午后——— 午睡醒
来后到晚饭前这段时间。

我一直有睡午觉的习惯。
大约在中午12:30分左右睡，
睡前，会先泡上满满的一壶茶。
午睡的时间控制在一个小时以
内，醒来，洗洗脸、精神精神，便
开始进入读书状态了。

家里有个二十多平米的露
天小院，我在小院里栽上了花
草树木、各种蔬菜，还特意在窗
前栽了一些竹子，搭了凉棚、吊
床，摆上了桌椅。春、夏、秋三个
季节，我就在这里读书。

泡好的茶端到小院的桌子
上，把当天所要读的书也拿到
桌子上，茶倒进杯子里，坐在椅
子上，翻开一本书，开始进入阅
读的世界。小院里轻风习习，阵
阵花香，竹影摇曳，间或会有几
只小鸟落到院子中觅食，一切
都显得如此宁静。我的心也是
宁静的，在书卷中游走，发千古
之忧思，阅百代之忧患，与大师
们隔空相聚，聆听他们的教诲；
在经典中畅游，体悟宇宙的辽
远和生命的短暂；于心气平和
中感知生命真谛，体悟生命之美……

边读书、边喝茶，不仅仅是为了解渴，还是一种意境。
壶里的茶快喝没了，就续上一壶，再接着喝。坐久了会累，
就站起来走动走动，伸伸懒腰、挥挥胳膊，或者给花和菜浇
浇水、拔拔草，等精力恢复了，再重新坐下来读书。总保持
一个姿势看书，会产生疲劳的感觉，这时，就躺到吊床上去
看，吊床摇啊摇啊，我的身体也跟着晃动，在这种状态下读
书，能感觉到一种逍遥的况味。

下午茶里的阅读时光，带给我的不仅仅是消遣，还有
精神层面上的提高。在悠悠的茶香中，体味唐诗的博大、
宋词的精深。有书相伴的日子是美好的，纵然生活中有万
千烦恼，但一沉浸到读书的乐趣中，所有的烦恼和忧愁便
荡然无存。因为书能让人的心灵变得洁静无瑕，使人的思
想纯净得如一汪秋水，人无求时品自高，没有了任何的杂
念和污浊，宠辱皆忘，只余一片纯净在心中。在读书行为
已被喧嚣、浮躁淹没的时代里，对阅读依然不离不弃矢志
不渝的努力与实践，就是一种可贵的文化精神。在一个意
义破碎功利滔滔的时代里，我依然愿意做一个精神家园
的守望者。

不知不觉，红日西沉、暮色四合，一下午的时光，在阅
读中流走了。流走的是时间，积淀下来的却是深厚的文化。

冬天的时候，天冷了，就不能在小院里读书了。于是转
到书房里读，整个下午的时光，也是边喝茶、边读书。时光
静静地流淌，
我 的 心灵也
渐渐地成长，
长 大 到 能 够
抵 抗 人世间
的诸多 不 如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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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丰富留守儿童课余生活，培养孩子阅读力、
创作力，9月18日，六安市图书馆联合六安恩三德
华公益组织开展“江淮读书月——— 绿色环保我先
行”全国科普日主题活动，邀请来自裕安区新安镇
的20余位留守儿童走进市图书馆，通过参观学习培
养孩子们良好的阅读习惯。
在参观过程中，馆内琳琅满目的图书给孩子们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纷纷拿起喜欢的书阅读起来。
当天，孩子们还体验了手工粘土创意课，利用闲置
的塑料瓶DIY粘土再创作，制作出了一系列生动活
泼的手工创意作品。
“我们了解到这群孩子因父母长期外出，缺乏

陪伴，通过开展这类活动，希望利用阅读的力量点
燃他们渴望知识的内心，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
市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表示。
上图：孩子们在馆内阅读书籍。
下图：体验手工粘土创意活动。 尹丹云 文/图

为助力乡村振兴，调动少年儿童的阅读积极性。近日，合肥市少儿图书馆、
合肥市包河区图书馆和六安市裕安区文旅局联合主办了“文化暖心·阅读推广
到你身边”系列活动之“绘本巴士进乡镇”活动。来自苏埠镇苏南中学和平桥乡
三里岗小学的80名学生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有序登上“绘本巴士”，寻找喜爱的
书籍。他们兴致勃勃地翻阅绘本，享受阅读带来的乐趣。 孟境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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