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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2日将迎来第3个中国农民丰
收节。为什么要在此时庆祝丰收？丰收
节体现的传统农耕文化内涵有哪些、其现
实意义何在？记者日前采访了农业农村
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委
员卢勇。

以农为本、以节载道

从2018年起，我国将每年秋分节气
设为中国农民丰收节。卢勇表示，这是我
国首个在国家层面专门为农民设立的节
日，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对“三农”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对广大
农民的深切关怀。

卢勇也是南京农业大学和中国农科
院联合共建的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研究
员。这个研究室是我国成立最早、规模最
大的以研究农业文化遗产为宗旨的国家

级科研机构。
丰收节为什么选定在二十四节气的秋

分？他解释说，传统概念里秋分既是秋收
冬藏的起点，也是春耕夏种的终点。华北地
区有农谚“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当
时”，秋分之日庆丰收恰逢其时、符合传统。

“丰收节不仅是庆祝农业丰收，也是
通过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等方式实现群众
精神和物质双丰收，潜移默化地增强我们
的文化自信。”卢勇表示，丰收节具有对内
促进文化认同、对外彰显民族身份的独特
功能，能起到凝聚传统文化、促进城乡融
合的作用。

勤俭节约是丰收节的永恒主题

上个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制止餐
饮浪费行为作出的重要指示中指出，尽
管我国粮食生产连年丰收，对粮食安全

还是始终要有危机意识，今年全球新冠
肺炎疫情所带来的影响更是给我们敲
响了警钟。

卢勇对此表示，在全社会营造浪费可
耻、节约为荣的氛围，正是开展丰收节活
动的一个题中之义。“即使我国农业已连
续多年丰收，但勤俭节约的中华民族传统
美德不能丢。”他说。

他进一步说，《左传》中说“俭，德之共
也；侈，恶之大也”，在丰收节活动中大力
宣传勤俭节约，不仅是落实中央精神的具
体举措，也契合传统文化理念，使人们居
安思危、未雨绸缪。

在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中不
断创新

卢勇说，弘扬祖先的农耕文化应当成
为丰收节活动的精神内核。中华传统农

耕文化中最为世人称道的就是天人合一、
道法自然，形成了以“用养结合”实现“地
力常新壮”的传统农耕精髓，并在数千年
实践中不断升华。

“白色塑料污染、黑色畜禽养殖污染、
土壤重金属超标等农业生态环境问题，不
仅是当前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
的严重隐患，也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一
大障碍。”他认为，破解这些难题需要汲取
传统智慧力量，古为今用克服化学农业弊
端，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绿色、环保、安
全、高效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卢勇同时表示，在丰收节活动中重视
挖掘农耕文化要素并非回归过去，而是要
在弘扬农耕文化的同时更加依靠科学技
术，不断探索创新、深化农村改革，促进农
民增收和农业农村发展，助力推动乡村振
兴战略的实施。

（新华社北京9月21日电 记者董峻）

我们为什么要庆祝丰收节？
——访农业农村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委员卢勇

关注中国农民丰收节

后稷故里话丰年
黄河滚滚，中条巍巍，位于山西省

南部的运城市地处晋陕豫黄河“金三
角”地区，相传农业始祖、五谷之神后
稷曾在此教民稼穑，是中华农耕文明
的发祥地之一。

今年以来，运城市统筹抓好疫情防控
和粮食生产，通过一系列政策举措，挖掘
科技丰粮新路。眼下，这片大地一派繁忙
的秋收景象，这里的农民处处话丰收、享
丰收、庆丰收。

黄河岸畔新“丰”景

奔流在山西省中南部的汾河，是黄河
的第二大支流，滋养着两岸人民。临近中
秋，汾河滩上的庄稼成熟了，清风徐徐，映
入眼帘的是一片一片金黄色，粗壮的玉米
秆上挂着硕大的玉米棒，仿佛也在为农民
丰收节增色添彩。

在运城市万荣县荣河镇庙前村，村民
陈国峰站在地头的树阴下，看着联合收割
机在自家的玉米地里驰骋。“去年因为干
旱，玉米受灾严重。今年雨水不错，从种
到收我只浇了一次水，从已经收获的几亩
地看，平均一亩地能产玉米1600多斤，比
去年要好得多。”陈国峰说。

据陈国峰介绍，今年春耕期间，遭遇
了新冠肺炎疫情，镇上封路了，汽车停运
了，眼看到了播种期却买不到种子和肥

料，自己着急得睡不着觉。后来镇上领导
听说了，主动上门帮助协调，及时买来了
种子，赶在4月底终于种下了。

“汾河在我们村汇入黄河，村里有一
座后土祠，传说是轩辕黄帝扫地为坛祭祀
大地的地方，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在后
土祠举办庆丰收活动。这段时间乡亲们
农忙之余都在排练节目，要在丰收节上表
演哩。”陈国峰说。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在这一年
中最值得骄傲的季节，河东大地处处是醉
人的丰收图景。

有机旱作添“丰”火

仓廪实，天下安。今年夏粮迎来了
“十七连丰”，给国家粮食安全、老百姓端
牢饭碗增添了信心和底气，而这金色的丰
收画卷背后，是农业科技的“硬核”支撑。

连日来，在运城市夏县胡张乡王学家
庭农场有机旱作农业示范片，4台卷盘式
喷灌机正在田间进行灌溉作业。

王学家庭农场负责人谷王学说：“我
这1500多亩地过去都是靠天吃饭的旱田，
风调雨顺的年头亩产小麦四五百斤，遇到
干旱的年份亩产二三百斤甚至绝收。去
年以来通过引进喷灌设备、增施有机肥，
全面推广有机旱作新技术，‘望天收’的旱
田竟然也变成了旱涝保收的高产田。”

“今年在我的家庭农场，部分地块的
小麦亩产量超过了1000斤，取得前所未
有的好收成。”谷王学说，他在小麦收获后
及时硬茬播种玉米，这种新的种植方式不
仅能节约成本，还能减少化肥施用量。“再
过10来天，玉米就能收了，今年玉米长势
非常好，亩产起码能上1300斤。”

人努力，天帮忙，这里的有机旱作农
业犹如星星之火，点燃干旱地区粮食丰收
的燎原之势。统计显示，今年山西省夏粮
总产47.4亿斤，同比增长4%；单产588.6
斤，创历史新高。

据山西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站长乔
日红介绍，目前山西省已有长治市、朔州
市、晋中市3个有机旱作农业示范市，翼
城、闻喜等10个有机旱作农业示范县以及
70个有机旱作农业示范片，有机旱作农业
正成为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新动能。

小康路上沐“丰”光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走进运城
市夏县南大里乡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犹
如一幅美丽的画卷映入眼帘，只见广袤的
田野绿意葱葱，干净整洁的房屋错落有
致，宽阔平整的乡间道路伸向远方，安居
乐业的群众脸上挂满了笑容。

在距离安置点不到500米的南大里
乡易地扶贫搬迁后续产业园的蔬菜大棚

里，脱贫户王兆国正在这里采摘第一茬成
熟的尖椒。

“大棚种植的尖椒8月初种下，9月下
旬开始采摘，一直持续到11月份。”王兆国
一边清理尖椒树上的老叶一边说，这几天
天气好，气温高，尖椒生长快，要抓紧采摘
外运。

今年 48 岁的王兆国是南大里乡于
家村村民，家里4口人只有他一个劳动
力，过去因为缺少技术，没有稳定收入来
源，2015年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在驻村干部的帮扶下，我在产业园
里承包了两个蔬菜大棚，全部种了尖椒，
今年是第二年了，去年一个棚收入3万
多元，除去成本，两个大棚纯收入4万多
元，比外出打零工强得多。”王兆国说，

“有了稳定收入，小康就不成问题了！”
产量高、销路好的大棚尖椒让村民

获得了实惠，增加了收入。记者在采
访中了解到，当地越来越多的贫困户
加入了大棚蔬菜种植的行列，村里原
本外出打工的年轻人也陆续回到村子
里，发展大棚种植，在自家门前走上致
富路。

金秋时节，各类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
期，丰收的喜悦与幸福弥漫在空气中，也
洋溢在农户的脸上，如沐“丰”光。

（新华社太原 9月 21 日电 记者
柴海亮 王飞航）

22 日是秋分节
气，我国迎来第三
个 中 国 农 民 丰 收
节。在克服新冠肺
炎疫情和严重洪涝
灾害影响后，夏粮
生产实现了“十七
连丰”、早稻也获丰
收，秋粮生产整体
看 好 ， 也 丰 收 在
望。今年这个丰收
节注定不一般，沉
甸甸的丰收更是令
人欣慰和振奋。

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我国粮食产量
年均超过6亿吨，我
国粮食生产能力跨
上新台阶，粮食安
全的综合保障能力
全面提高。截至去
年，我国粮食生产
已经实现“十六连
丰”。中国人的饭碗
始终牢牢端在自己
手上，饭碗里主要
装的是中国粮。农
业连年丰收为满足
人民群众日益提高
的消费需求，为夺
取脱贫攻坚战和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奠
定了坚实基础，增
强了在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中破浪前行
的底气，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保障本国
粮食安全提供了中国方案。我国粮食和
其他重要农产品的生产经验弥足珍贵，
值得好好总结。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这句老
话蕴含着中华民族延续数千年的治国理
念。连年丰收并不代表可以“高枕无
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一个永恒课
题。应当看到，我国人多地少、水资源
有限的基本国情仍然是农业面临的长期
制约因素。更要看到，一方面人民群众
对农产品需求不断提升，种类需求更加
丰富、品质需求更加健康绿色；另一方
面，种粮农民“增产不增收”的老问题
仍待破解，城镇化过程中劳动力转移引
发的“谁来种粮”难题仍然存在，这些
都是粮食生产和农业农村发展中亟须破
解的课题。而农业之外，“舌尖上的浪
费”、经济发展和城乡绿化等侵占耕地的
问题也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
品供应提出挑战。

端牢中国人的饭碗需要发挥全社会
合力。各级政府要大力实施“藏粮于
地、藏粮于技”战略，更多依靠科技的
力量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也要将农村
改革进行到底、不断深化，推动农业更
高效集约、更绿色发展。社会公众也应
继续弘扬珍惜粮食、杜绝浪费的好传
统，而农民朋友们还要发挥主观能动
性，精准把握市场脉搏生产出更多绿色
健康、适销对路的农产品。只要上下同
心，继续把好政策落实好、把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推进下去，中国人就一定
能继续端牢手中的饭碗！

（新华社北京 9 月 21 日电 记者
董峻 孙亮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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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时评

9月21日，农
民在扎赉特旗好力
保镇五道河子村参
加采摘万寿菊比赛
（无人机照片）。

当日，内蒙古
自治区兴安盟扎赉
特旗在好力保镇五
道河子村举办第二
届农民丰收节活
动。收割旱稻比
赛、采摘万寿菊比
赛等活动吸引村民
参与其中。

(新华社记者
徐钦 摄)

内蒙古扎赉特旗举办农民丰收节活动内蒙古扎赉特旗举办农民丰收节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