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眼下，水稻已经由青转黄，
再过两三天，就能正式开镰收割
了！”这几天，珥陵镇大施村前头
庄自然村的种粮大户赵爱军异常
兴奋，他告诉记者，他种的 1300
亩水稻已经逐渐成熟，为不误农
时，他特地花了近二十万元新购
置了一台久保田收割机，准备大
干一场。

今年50岁的赵爱军是大施村
远近闻名的种粮大户，开展规模
化承包种田已有近 30 年的历
史。2013年，乘着政策的春风，赵
爱军成立了爱军家庭农场，先后
购入多台现代化农机具，既充实
了自己的农机库，解决了农场的
生产问题，也能利用它们在闲暇
时间为周边农户开展农机服务。
近几年来，赵爱军种植的水稻亩
产达到了 1300余斤，通过走“订
单粮”的方式，获得了不错的经济
效益，成为当地规模化种粮的领
军人物。

“因为种植规模适宜、机械化
水平高、经营管理有方，就在不久
前，我的家庭农场被评为省级示
范家庭农场。”说到这里，赵爱军
内心满是欣喜，他告诉记者，这一
荣誉离不开现代化农机的助力。

“我家的机库中摆满了种田所需
的一切农机，而且相同功能的农
机不止一台。”赵爱军掰着手指头
数道，“大型拖拉机有3台；收割机
算上刚买的一共是4台；植保机
有4台，其中3台是无人机；插秧
机有4台；烘干机也有4台……如
果没有它们，我的家庭农场无法

走向农业现代化。”
赵爱军表示，现在种田和过

去完全不一样，二十多年前农忙
的光景，他仍历历在目。“当时全
部是手工劳作，就拿收割水稻来
说，100多亩田需要我请外地的收
割队过来干1个多月。”赵爱军说，
由于全部是用镰刀收割水稻，每
天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劳作，晚上
睡觉时都直不起腰来。“割完的稻
子还要人工打捆，用板车运到专
门的开阔场地进行脱粒，哪像现
在，100多亩田用收割机两三天内
就全部搞定了。”

现代化农机带来的生产力变
革不仅让赵爱军实现了一手掌控
千亩良田的梦想，也让周边农户
受益良多。“不少小农户农机不
全，在农忙时节往往捉襟见肘，这
时我就会开着机器过去帮衬一
把。无论是收割稻麦、条播小麦、
水稻机插秧，还是育秧、旋耕、打
药、施肥，我都能够提供周到的服
务。”赵爱军说，在家庭农场成立
之前，他还成立了长岸农机服务
专业合作社，旨在团结周边有共
同志向的农机服务者，为有需要
的农户解决劳作难题。

说到这里赵爱军也十分感
慨，他认为，现在种粮效益明显下
滑，如果没有农机服务这一块收
入，仅仅靠种田，可能只够养家糊
口。为此他十分体贴其他农户，
尽管柴油价格一直在涨，但是他
的服务费一直都没有涨过。“这么
做，一方面是为减轻农户负担，另
一方面是让他们对种粮的前景保
持足够的信心。”赵爱军说，“我希
望国家能给我们农民带来更多好
的政策，能够让更多新农人出现
在田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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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须俊 通讯

员 董盛盛） 为切实做好农机购
置补贴实施管理工作，充分发
挥政策效益，推动农业机械化
向全程全面高质高效转型升
级，有效支撑粮食安全、重要

农产品有效供给和农民增收，
促进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助
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
业农村现代化，近日，我市根
据 上 级 要 求 ， 制 定 了
《2021-2023年丹阳市农机购置
补贴实施方案》。

据了解，新一轮农机购置补
贴范围共 15 大类 42 个小类 151
个品目，其中中央财政资金补贴

范围 15 大类 41 个小类 141 品目
（不含农机专项鉴定产品、农机
新产品），省级财政资金补贴范
围5大类 6小类 10个。补贴对象
为从事农业生产的个人和农业
生产经营组织，其中农业生产
经营组织包括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农业企业和其他从事农业生产
经营的组织。补贴标准为，中

央和省级财政农机购置补贴实
行定额补贴。一般补贴机具单
机补贴额原则上不超过 5 万
元；挤奶机械、烘干机单机补
贴限额不超过 12万元；100马
力以上拖拉机、高性能青饲料
收获机、大型免耕播种机、大
型联合收割机、水稻大型浸种
催芽程控设备、畜禽粪污资源
化利用机具单机补贴额不超过

15万元；成套设施装备单套补
贴限额不超过 60万元。个人和
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年度享受农
机购置补贴最高限额分别为 60
万元和100万元。

为保证政策实施衔接平稳有
序，补贴政策全面实行跨年度连
续实施，农机购置补贴申请办理
服务系统常年开放，切实稳定购
机者补贴申领预期。

我市实施新一轮农机购置补贴

农机生产力变革助爱
军家庭农场走向农业
现代化
本报记者 姚磊

金秋十月，稻谷飘香。随着
秋收秋种的临近，如何做好今年
秋播工作又成了广大农户和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关注的话题。
记者就此走访了市农业农村
局。专家表示，今年秋播，我市
在种足面积的基础上，仍要着力
于水稻早收割早腾茬，小麦早播
种，尽力压缩晚播面积，提高播
种质量，实现一播全苗和壮苗越
冬，为明年夏熟丰收奠定良好基
础。

推广优良品种 力争夏粮
面积稳定

优良品种的普及推广是夏
熟丰收的重要基础。秋播备种，
选啥品种？市种子站介绍，今年
我市小麦主推农麦 88、镇麦 12，
搭配镇麦 15、扬麦 23，示范种植
镇麦 18、扬辐麦 15，品种相比往
年有所增加，农户选择的余地更
广了。目前，市麒麟种业已准备
了350万斤麦种。

“夏熟面积落实充足，就能
争得全年粮食主动。”市农业农
村局要求各地进一步落实粮食
安全责任制，统筹考虑农业结构
调整，防止耕地“非粮化”，同时
对在耕地种植苗木等非粮作物
承包合同已到期的，要重新调整
到粮食作物种植，确保秋播生产
面积稳中有升。今年我市秋播
小麦面积要达到 37.43万亩，比
去年增 0.25 万亩，油菜稳定在
3.1万亩。各地要根据区域化布
局、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要
求，明确我市经示范种植表现优
异的主推品种，加大宣传推广力
度。充分利用我市面粉加工企
业众多的优势，加强与企业联
动，推进产销衔接，努力推动优
质专用小麦生产基地建设，扩大
订单生产。品种布局要强调一
镇一品，禁止“多、乱、杂”。

针对目前市场上小麦品种
繁多，鱼龙混杂的情况，种子专
家提醒，各地要引导好种粮大户
种植适宜本地种植的优质、多抗
品种，不要随意从外地引进抗病
性和适应性都不能保证的种子，
以免产量和品质受影响，从而影
响效益。

抓住关键技术，努力提高秋
播质量

小麦种植“七分种，三分
管”，播种质量一直是制约我市
稻茬小麦产量高低的关键因
素。市粮站专家指出，播期、播
量、土壤墒情、播种方式、耕整地
质量等都影响播种质量，播种质
量好，苗齐苗匀苗壮，小麦才能
高产高效。

适期适量适墒播种，努力压
缩晚播面积。我市小麦播种适
期在 11月上中旬。一直以来我
市的养老稻习惯让人以为小麦
适播期很长，可以从 10 月下旬
一直种到元旦后，忽视了小麦高
产高效。实际上水稻生产效益
因为高成本，收益已基本稳定，
而小麦生产成本低，产量高低可
以说决定了全年粮食生产的收
益高低。

“水稻腾茬迟易错过适播
期，遇雨、强降温等恶劣天气只
能晚播，播种质量差”市种子站
专家说，去年 12 月中旬晚播的
小麦出苗期正好遇强降温，导致
很多田块出苗率很差而失收，晚
播低产、降质、低效是我市在生
产中存在的最主要问题。因此，
规模种植农户要提早规划，关注
中长期天气预报，分期分批，抢
收水稻，早腾茬早播种，尽量避
免不利天气，努力在适期内完成
播种，压缩晚播麦，确保小麦能
在11月上中旬基本播种结束。

适量播种，关键是掌握好播
种量，建立适宜群体起点。市粮
作站专家认为，我市小麦一些早
播田块难以实现高产、超高产的
原因基本都是播种量太大，基本
苗过多，春季茎蘖数太多难控制
致后期穗形小、病害重、倒伏等
问题。11月 10日前播种的每亩
播量掌握在 8~10 公斤，基本苗
16万左右。11月 10~20日播种
的 12.5 公斤左右，基本苗 20 万
左右。迟播田块采用独秆栽培，
播种量控制在 15~20公斤，基本
苗不超过 25 万。同时，也要根
据墒情、秸秆还田整地质量等影
响出苗和成苗的因素适当调节
播种量。水稻田提前开好沟，收
割前 10 天断水，有利于创造合
适墒情播种小麦。水稻收割后，
要农机农艺结合，努力提高秸秆
还田和耕整地质量；坚持精准播

种，努力扩大机械条（匀）播面
积。

在施足基肥方面，要科学运
筹，控制总量，提高利用率。小
麦施肥推广配方施肥、高效施
肥、精准施肥，以提高肥料利用
率。小麦每亩施纯氮 15公斤左
右，五氧化二磷4.5~6公斤，氧化
钾 6~9公斤。氮素基苗肥、平衡
肥、拔节孕穗肥之比为 5~6：1：
4~3。基肥要施足，随播种机在
播种时施或旋耕前施，亩用“金
字牌”配方肥 30~35公斤。苗肥
要早施，亩用尿素7.5~10公斤，1
叶 1 心期即可施，促分蘖早发。
迟播田块可基苗肥一并基施。
示范应用缓释肥、生物有机肥等
新型高效肥料，减少施氮总量，
缓释肥采用一基一追模式，60%
氮素用缓释肥作基肥施，40%氮
素用尿素作拔节孕穗肥施。

针对秋播期间可能出现的
灾害性天气，农户要立足防灾减
灾，落实好抗逆应变技术措施。
在晚收且田间墒情差不适合机
械下田时，可采用零共生期稻套
麦方式播种，有利于争抢播种季
节和避免烂耕烂种。小麦播前，
要做好种子药剂拌种处理和化
控壮苗；清理好外三沟，做好沟
系配套，防涝降渍。“麦田一套
沟，从种喊到收”是我市小麦高
产稳产的重要保证，播后也要及
时开好田内沟，连通出水沟。此
外，还要科学化除，防止药害；加
强播后镇压与覆盖，防冻保苗。

强化各项服务，为秋播创造
良好条件

“秋收秋种期间遇不良气候
概率大，易造成秋收迟秋种慢，
影响秋播质量。”市农业农村局
提醒各地，要在抓好小麦种植面
积的基础上，努力缓解我市仍然
存在“双晚”情况。为此，各地在
秋收秋种期间，应切实做好督
促、组织协调和服务工作，特别
是对规模种植大户，要督促大户
抢抓晴好天气，成熟后即可收
割，改变传统养老稻观念和在田
风干脱水节本观念，要算好全年
帐，不能为了节本丢了小麦效
益。要组织协调好收种机械及
烘干、晒场、仓储和粮食销售等
工作，以解决规模种植户的后顾
之忧。

图为赵爱军展示他新购买的收割机。 记者 姚磊 摄

能人养种

提高播种质量，
夯实明年夏熟丰收基础
——专家为种足种好今年秋播小麦支招
本报记者 须俊 通讯员 玉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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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猜猜我今年多少岁？”
“50岁？55岁？不会有60岁了吧
……”12日下午，在丹阳万善为老
服务中心，七八位老人正在打牌、
喝茶、聊天，享受着晚年生活，今
年71岁的张瑞娟是其中之一。一
袭紫色长裙、青色丝巾，加上一头
乌黑的短发，张瑞娟并不像一位
七旬老人。

然而，说起过往，看似乐观的
张瑞娟收起了笑容。这些年来，
她的生活并不轻松，不仅老伴先
她而去，因为家庭原因，照顾孙子
也成为她肩上的重担。“这些年
来，我又是奶奶，又是爸妈。”张瑞
娟说，“虽说我今年已经71岁了，

可几个月前，我才算是真正退
休。”功夫不负有心人，如今，张瑞
娟23岁的孙子已经成为一名人民
解放军军人，并以飞行员的身份
加入了维和部队，这让张瑞娟十
分骄傲。可是，孙子参军后便难
得能够回来，空荡荡的房子让张
瑞娟感到了落寞。

孙子参军，自己又退休了，张
瑞娟一时间不知道该怎样打发这
晚年的时光，感觉极不适应。这
时候，离家不远的丹阳万善为老
服务中心开始营业，这让张瑞娟
的生活出现了变化。“我觉得，这
个为老服务中心就是一个明确的
信号，让我开始为自己而活。”张

瑞娟说，几十年来，她为家庭、为
子女、为孙子一直操劳，可自己的
兴趣爱好却没有时间去好好培养
一番，不能不说是个遗憾。现在，
她每天早早地来到中心，和同龄
人一起喝茶闲聊、打牌、唱歌、唱
戏。对张瑞娟来说，人生的新篇
章就此开启。

“早上睡醒后，如果天气不
错，我会去万善公园散散步，大约
8点来到为老服务中心，接下来的
一天都会在这里度过。”在张瑞娟
看来，老人最需要的无非两样，一
是子女的陪伴，二是健康的身
体。然而，由于子女要工作，老人
难免寂寞，这个时候，老人应该自
己去找乐子才行。张瑞娟爱唱
戏，各种戏曲都能唱上几句。在
为老服务中心，一些老人自发组
成了乐队，为爱唱戏的老人伴奏，
这让张瑞娟感觉像是实现了年轻
时的明星梦一般，开心极了。

说起现在的生活，张瑞娟用
“越来越好”四个字进行了概括。
“现在，我们这些老人能在环境如
此好的场所过着养老生活，真是
不敢相信。”张瑞娟说，“我们这代
人，年轻的时候经常连饭都吃不
饱。现在，我们这些老人讲究的
是健康饮食，是养生，意味着饮食
要适度，这变化实在是太大了。
感谢这个好时代，让我们这些老
人能够拥有幸福的晚年生活。”

张瑞娟张瑞娟：：七旬老人开启人生新篇章七旬老人开启人生新篇章
本报记者 马骏

莫道桑榆晚莫道桑榆晚 为霞尚满天为霞尚满天

刘菊仙刘菊仙：：发挥余热乐享发挥余热乐享
幸福晚年幸福晚年
本报记者 贺丽华 通讯员 丁玲

“刘组长，我们这栋楼旁边的
绿化树木长得太茂盛了，已经影
响到一些居民家里的采光，麻烦
帮我们向居委会反映一下。”“刘
组长，我们那栋楼的落水管坏了，
麻烦帮我们协调一下维修的
事。”……12日下午，记者来到公
园新村社区居委会时，看到今年
73岁的刘菊仙正忙着为一些居民
排忧解难。

刘菊仙是该社区的一名小组
长，也是居民眼里的热心人、知心
人。“她平时经常和我们聊天，还
时不时上门找我们谈心，了解我
们的困难和需求，并竭尽所能地
帮助我们。”社区居民李奶奶感叹
道，这些年，刘组长为大家解决了
不少烦心事。

但许多居民不知道的是，刘
菊仙此前其实是个比较孤僻、喜
欢安静的人。“在未进入社区工作
前，我每天在家时的活动范围基
本就局限于自己所住这一层楼的
三户人家。”她笑着对记者说，那
时的她沉默寡言，不爱与邻居唠
嗑，每天大部分时间都是窝在家
里看电视、做家务。直到13年前
老伴离世，家中只剩下她一人，她
才感到有些孤寂、冷清。

正当她不知如何安排自己
的晚年生活时，社区居委会的工
作人员突然上门找到她，希望她
能够发挥余热，服务居民。她几
经思考后决定答应下来，之后，
她便成了社区的一名小组长，负
责管理公园新村6栋楼房的140
多户居民。

社区琐事多，这些年来，刘菊
仙一方面要帮助解决和处理居民
间的矛盾问题，另一方面需要完
成社区交办的各项任务，因此她
一直很忙碌，但同时也收获了许
多快乐。“我家就紧挨着居委会，

每逢周末居委会工作人员休息
时，一些有急事的居民便会直接
到我家里寻求帮助，其中遇到最
多的是死者家属需要社区开具死
亡证明的情况，我在学习了如何
操作后，很快便能完成，省去了他
们再跑一趟的麻烦。”刘菊仙说，
帮助别人其实是一种幸福，只有
付出才能拥有更多，现在她有许
多知心朋友，她的生活不再单一
乏味。

除了社区工作，刘菊仙的生
活乐趣还有许多，如她和一些老
同学一起报名参加了老年大学的
课程，学习唱歌；儿子一家经常会
来探望她，孙子更是教会了她如
何使用智能手机，她在学会使用
微信、抖音等App后，不仅随时可
以和老同学聊天，还能看各种有
趣的短视频。此外，闲暇之余她
还会织毛衣。“我从小就擅长织毛
衣，过去每逢开春、暑假、入冬时，
我都会给兄弟姐妹还有儿子一家
准备一些自己织的毛衣，现在虽
然大家都买衣服穿了，但我还是
坚持着这个习惯，没事就织一些
毛衣存放在衣柜里，一来可以打
发时间，二来可以备不时之需。”
刘菊仙说道。

在刘菊仙看来，虽然这些年
她都是独自居住，但一个人的晚
年生活也能够过得很充实。每年
的重阳节，她还会和老同学们一
起外出旅游，二十多人聚在一起
很是热闹。“原本我们这次约定
好去浙南旅游，但因为有人临时
有事，所以需要推迟几天才能出
发。”刘菊仙认为，想要晚年生
活过得好，家人的陪伴自然是不
可或缺的，但更重要的是老人要
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多培养兴趣
爱好，让生活变得充实、丰富起
来。

张瑞娟（左）在丹阳万善为老服务中心练习书法。记者 马骏 摄

刘菊仙在织毛衣。 记者 贺丽华 摄

陆锦森陆锦森：：9494岁高龄岁高龄仍爱读书看报仍爱读书看报
本报记者 陈晓玲 通讯员 张从兵

陆老正在用放大镜看报纸。记者 陈晓玲 摄

俗话说：活到老，学到老。用
这句话来形容家住太阳城小区的
94岁高龄老人陆锦森可以说是再
合适不过了。因为他即使到了现
在这个年龄，还保持着一个爱好，
那就是读书看报。

昨日，记者来到陆锦森家里
时，这位白发老人正聚精会神地
坐在房间里的书桌前，一手拿着
放大镜，一手按着报纸，一字一句

地认真看着报纸。虽然今年已经
94岁高龄，而且其中一只眼睛视
力几乎为0，但陆锦森老人依然精
神矍铄，读书看报的劲头丝毫没
有受视力影响。陆锦森老人告诉
记者，为了方便他读书看报，女儿
给他买了各种各样倍数、大小的
放大镜。

陆锦森老人耳朵、眼睛都不
太好，不过他每天雷打不动地读

几份报纸，定时看几个电视频道
的新闻节目。在老人的身边，总
是放着一本《现代汉语词典》，在
遇到不认识的字时，或者是字义
不太明白的，他都会查一查，直到
搞清楚为止。

94岁高龄的陆锦森老人，一
直有着读书看报的习惯，坚持了
很多年。老人现在的生活很规
律，由于眼睛不好，加上腿脚稍有
不便，他每天除了读书看报看新
闻外，闲时会在家里打一会健体
拳，有时还会拉着女儿一起运动，
这已经成了陆锦森老人晚年生活
的主要内容。

陆锦森老人说，像《西游记》
《红楼梦》之类的书他都喜欢看，
为了打发时间，他现在几乎什么
样的书都看，最近更是迷上了社
区工作人员送来的《论中国共产
党历史》。陆锦森老人告诉记者，
他有两个女儿，都非常孝顺。老
伴去世后，他仍喜欢一个人居住，
两个女儿会轮流过来照顾他，所
以他现在可以心无旁骛地在家里
读读书、看看报，享受简单幸福的
晚年生活。

金秋十月，丹桂飘香，一年一度的重阳节来临。

自古以来重阳节有登高祈福、秋游赏菊、喝菊花酒等习俗，传承至今，又增加了敬老等内涵，1989年，我国把每年的农历九

月九日定为老人节，倡导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登高赏秋与感恩敬老是如今重阳节活动的两大重要主题。

据统计，截至目前，我市60周岁以上户籍人口约22.5万人，占总户籍人口约28.2%。近年来，我市通过加大居家养老服务

补贴力度、建立高龄老人尊老金制度、增加养老保障渠道等，不断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养老服务需求，全市老龄事业得到持

续发展，老年人幸福指数大幅提高。

随着养老物质条件的改善，老年人渴求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活。老年大学内，摄影、时装表演、智能手机、瑜伽等课程报

名火爆；广场上，身穿白色长衫的老者打太极，一招一式舒缓飘逸；公园里，举着相机的老者正在拍摄金秋夕阳下的菊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