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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4日，我市各地夏收进
入高峰期，记者在濉溪县孙疃
镇采访时随处可见，多台小麦
联合收割机在麦田里进行收割
作业。高温下，当地村民在抢
收小麦确保颗粒归仓的同时，
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也在
同步推进。村庄里、田野间，流
动着一支支特殊的禁烧队伍，
他们是贫困户家庭成员自发组
成的秸秆禁烧小分队，他们主
动请缨，身先士卒，连续奋战在
禁烧一线，成了秸秆禁烧队伍
中独特的风景线。

在孙疃镇郭集村常西自

然庄禁烧值守点，贫困户代长
红认真地监视着收割机作业
留茬高度，只要留茬高度超过
12厘米，她就会立刻要求收割
机手重新进行调整。每天早
晨不到 7 点，代长红就早早来
到值守点，开始她一天的值
守，只有轮班的人来到时，她
才能利用换班的短暂时间回
家吃点饭，操持一下家务，但
也是急匆匆的。就这样一呆
就是一整天，直到晚上11点才
结束。代长红今年已经 57 岁
了，是郭集村已脱贫贫困户，
知道今年的禁烧时间要到了，
她就提前好多天找到村党总
支书记要求参加禁烧工作。
今年已是她连续参加禁烧工

作的第4个年头。“党和政府能
帮我这么多，让我脱贫致富，
我心里有数，我能做点小事回
报社会，也是应该的，更不需
要任何报酬。”代长红抖抖身
上的灰尘，摆一摆长满老茧的
双手，憨厚地笑道。

在代长红带动下，郭集村
另有5名贫困村民要求主动参
与禁烧工作，村里经过统筹考
虑，分别把他们安排在合适的
禁烧值守点，共同参与村里的
禁烧工作。

和代长红一样，孙疃镇大
田村的贫困户戚恩典早就准
备好了自己的电动三轮车，他
也要为禁烧工作出点力。戚
恩典是大田村 2017 年脱贫的

因病致贫贫困户，村里知道戚
恩典要参与禁烧，便专门给他
配备了一顶小红帽，一个红袖
章，一只喇叭，一面小红旗。
他用绳子把红旗固定在车座
上，带着小喇叭，在禁烧开始
的前几天，进村入户进行流动
宣传。虽然当天气温高达 37
摄氏度，但是戚恩典全然不
顾，趁着宣传间隙，他还到值
守点帮着他人值班。

“我现在能做的事，就是
尽自己最大能力帮助别人。”
在孙疃镇大田村，任涛一边帮
着无劳力贫困户把收割后的
小麦装上车，一边羞涩地说。
任涛也是大田村贫困户，他自
己的几亩小麦已经收割完毕，

就寻思着帮助弱劳动力和无
劳动能力贫困户进行午收。
就这样，任涛每天一大早就跑
到地里，村里的贫困户他都熟
悉，连续帮忙了好几天。看着
收割机里一缕缕金黄的麦粒
倾泻而下，任涛的脸上露出了
笑容。他感慨地说道：“等到
秋季丰收时节，我还要帮助更
多的人。”

据统计，今年午收期间，孙
疃镇共有135名贫困群众主动
参与秸秆禁烧工作。“贫困群众
积极助力‘三夏’，壮大了禁烧
队伍力量，脱贫后的他们能够
反哺社会，积极服务家乡、服务
村民，彰显了人间真情。”孙疃
镇扶贫工作站站长李拉说。

初夏的相城大地，麦浪滚
滚，麦粒飘香，处处都在勾勒丰
收的壮丽画卷，全市 248.56 万
亩小麦丰收在望。5月31日上
午，记者来到烈山区宋疃镇，看
到田间地头村民们正在紧张抢
收。

“我这两亩的小麦，预计
能收到一千多斤。”来不及和
记者多聊上几句，村民吴胜利
迅速在地头铺好防水布，等待
接收联合收割机倾泻下来的
麦粒。

在位于东外环的宋疃镇费
寨村夏收地头，村民们正忙碌
地利用电动三轮车、拖拉机等
农机农具往家里运送着“金粒
子”，激荡在脸上的幸福溢于言
表。麦田深处，大型联合收割
机敞开了肚子“吞吐”着麦秸秆
和麦粒，被粉碎的秸秆顺势铺

散在垄垄低矮的麦茬内。不多
时，大型旋耕机怒吼而至，伴着
尾部扬起的阵阵尘土，麦茬和
碎秸秆瞬间被翻滚到了地下，
再次用来孕育脚下这片肥沃的
土壤。

“我们不仅要严格控制收
割时麦茬的高度，还要检查麦
秸秆的粉碎程度。”费寨村禁烧
巡察员费晓龙顾不上擦拭脸上
的汗水，紧张地对自己负责的
区域进行不间断“诊断”，为接
下来的播种打下坚实基础。

“上午刚打出来的小麦还
有点潮湿，我要等到下午再来
收。”善于精打细算的“地头经
纪人”李明运带着测量水分的
仪器离开费寨村的夏收麦地，
继续寻找下个小麦收购点。

记者从宋疃镇获悉，该镇
各村(居)在夏秋两季重点时段，
实行全天候驻守、巡查和值班
制度，对重点时段重点区域实

行24小时不间断巡查检查；严
格落实机械收割留茬高度控制
在12厘米以内，秸秆粉碎长度
控制在8厘米；实行跟机监控，
逐田验收，由镇、村安排人员跟
踪作业，做到“一机一人”全程
监控，确保做到收割一块，及时
还田或离田一块。

另外，宋疃镇村（居）设置
临时收储（堆放）点，围墙高度
不低于 2 米，加装大门和监控
摄像，配有防火安全牌和禁止
吸烟警示牌，3名以上看护人员
24 小时值守，各秸秆收储（堆
放）点靠近水源，配有喷灌机和
灭火器等消防设施；堆垛高度
不超过8米，宽度不超过12米，
堆垛之间的安全距离不小于6
米，秸秆水分不超过25%。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今年
宋疃镇小麦种植面积 65106
亩，截至 5 月 30 日下午已收获
6945亩且秸秆全部还田。

本报讯 6 月 2 日，孙疃派
出所民警来到田间地头巡查秸
秆禁烧工作。自从小麦收割开
镰后，孙疃派出所党支部充分
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督查
防火隐患，及时消除风险苗头，
确保丰产丰收，当好蓝天碧水
忠诚卫士。

孙疃派出所的党员民警坚
持 24 小时值班，全员在岗在位

值守，发挥特别能吃苦、特别能
战斗的精神，深入田间地头，宣
讲防火知识，落实防火举措，着
力查验联合收割机防火设施，
尤其对收割机械没有装备防火
罩的现象，勒令制止或停止作
业。

他们还有计划地帮助缺乏
劳力农户的收割事宜，并深入
田间及时化解午收期间的矛盾
纠纷，确保午季收割安全有序
进行。

“杏子黄，麦上场。”麦浪
滚滚，机声隆隆，又是一个丰
收年。当前，正值“三夏”生
产的关键时期，紧张的夏收、
夏种、夏管已全面展开。各
地都积极行动起来，抢收抢
种，坚决打好“三夏”生产这
场硬仗。

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内
外形势下，打好“三夏”生产
硬仗，实现夏粮丰收、颗粒归
仓，对夺取全年粮食丰收、确
保农民增收、维护经济社会
稳定，具有“定心丸”“压舱
石”的重要作用。尽管丰收
在望，但夏粮尚未最终到手，
丰产丰收还需要做出艰苦努
力。打好“三夏”生产硬仗，
做到颗粒归仓，一要有库容，

二要有资金。各地要在粮食
安全责任制下，积极腾仓备
库，加快仓储设施维修改造，
统筹粮食储备轮换吞吐，千
方百计扩大收储能力；多元
筹措资金，搭建银企对接平
台，不断拓宽企业融资渠道，
保障夏粮收购需要。要坚持
抢收和抗旱两手抓两手硬，
为夏种工作奠定坚实基础。

“ 三 夏 ”大 忙 ，犹 如 战
场。各地区、各部门要增强
责任感和紧迫感，以对国家、
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全
力投入“三夏”工作，确保夏
粮生产取得好收成，打牢全
年粮食生产稳定发展基础，
为推动我市高质量转型发展
作出应有贡献。

本报讯 “希望同学们积极
向自己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
和邻居宣传秸秆禁烧重要意
义，影响和带动家庭‘不烧一把
火’‘不冒一处烟’，以实际行动
当好环保小卫士……”5月20日
上午，杜集区石台实验中学举
行升旗仪式，学生代表向全体
师生发出了《禁烧秸秆保护环
境》的倡议，随后全体师生依次
走到禁烧条幅前，郑重地签下
了自己的名字。

“小满后，芒种前，油菜已收
割、小麦将开镰”。当前正值午
季农作物收获时节，石台镇4万
多亩小麦、油菜相继开镰收割，
为切实做好秸秆禁烧和综合利
用工作，保护生态环境，该镇党
委、政府高度重视，提前谋划，积
极行动，多措并举抓好秸秆禁烧
工作，确保午收“零火点”。

“农民朋友听我言，夏收夏
种到眼前；小麦收割结束后，切
记莫把秸秆点……”这几天，在
杜集区石台镇窦庄村，村民董
建法用朗朗上口的“顺口溜”宣
传秸秆禁烧工作，用喜闻乐见

的方式影响教育广大人民群
众。

为使“不要烧”行政命令逐
步转为“不能烧”理性认识，石
台镇成立以镇党委书记、镇长
为组长，镇环保、农业、公安等
部门工作人员为成员的禁烧秸
秆工作领导小组，下设两个督
查组、巡查组，负责统一指挥、
部署、调度全镇禁烧工作。要
求镇、村、组干部上下联动、日
夜坚守，在全镇形成镇包村、村
包组、组包块的工作机制，构建
了政府主导、部门联动、人人参
与的秸秆禁烧工作格局。并通
过会议、广播、宣传车、标语横
幅和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在
全镇 8 个村（居）广泛开展农作
物秸秆禁烧宣传，村村形成墙
上有通告、进村有标语、入户有
资料的良好局面，真正做到禁
烧秸秆工作家喻户晓、深入人
心。

同时，该镇还与8个村（居）
签订禁烧目标责任书，真正做
到不留空白、不留死角，引导农
民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生态文明理念，自觉不烧秸
秆，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共建美
丽家园。

坚决打好“三夏”生产硬仗
首席记者 王守明

政府主导 部门联动 人人参与

石台镇吹响秸秆禁烧“集结号”

孙疃派出所党员民警坚守午收一线

勇当蓝天碧水卫士

禁烧工作人员认真巡查。

脱贫不忘本 反哺显真情
——孙疃镇贫困户助力“三夏”生产

宋疃镇组织志愿者帮助村里的老人收小麦。

夏收禁烧两不误
——宋疃镇多措并举做好“三夏”工作

费寨村的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 。 禁烧巡查员查看麦茬留茬高度是否合格。

联合收割机在费寨村田里作业。

■ 首席摄影记者 岳建文

■ 记者 吴永生
通讯员 李天功 范雪君

■ 记者 刘露 通讯员 徐平

■ 记者 朱冬 通讯员 张启民
摄影 记者 梅月

■ 通讯员 陈顺林 赵丰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