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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叶海慧 通
讯员 丁亮和 王溯/文 丁俊/
图）3 月 2日，市农业农村局农
机科技志愿者到东台镇卞团村
荣强农机专业合作社，为合作
社的各种农机具进行保养维
护，把农机科技服务送到基层
一线，助力春耕生产。

数据显示，目前全市农机
总动力105.5万千瓦，动力机具
保有量超12万台（套），其中大
中型拖拉机5183台、联合收割
机3670台、自走式喷杆式喷雾
机 680 台、无人植保飞机 267

台、乘坐式插秧机890台、育秧
机械 148 台（套）、烘干机 557
台。连日来，市农业农村局组
织技术人员到各镇、村指导农
机保养，确保春耕时有机可
用、随用随上。目前全市已保
养 春 耕 生 产 农 机 1.4 万 台
（套）。

眼下正是春耕备耕时，除
了农机保养外，我市各项工作
有序开展。

春播布局落实到位。预计
今年春播粮食面积稳定在131
万亩，其中水稻 68 万亩、玉米

48万亩、大豆 14万亩，总体呈
现“稳中调优”的态势。着力
推广南粳9108水稻品种，做优
做强“东台大米”地标品牌。
强化蔬菜保供，全市瓜果蔬菜
全年预计播种面积145万亩。

春播物资准备充足。截至
目前，全市种子经销商已备水
稻种子 200 多万斤、占市场需
求量的65%，玉米种子40多万
斤、占市场需求量的 80%，农
药 113 吨，虽然近期化肥价格
显著上涨，但市场供应总体充
足。

春耕信息发布全面。以信
息备耕技术为抓手，通过微信
公众号等服务平台，及时向农
民发布和提供生产、气象、技
术、市场等有价值、操作性强
的农业信息，已印发春播主推
品种等技术资料，创新培训方
式，通过微信、QQ群等线上多
种形式培训。同时，组织系统
内中高级职称技术人员到田间
地头开展技术指导。

小麦管护有序进行。据
悉，我市夏粮占全市全年粮食
的 4 成，小麦又占夏粮 80%以
上。据苗情考察，目前全市大
面积小麦平均叶龄6.8叶，总体
长势良好，为夺取高产打下了
有利基础。春节以来，种植户
对小麦进行除草、施肥等田间
管护，目前已全部完成。今
年，市财政落实63万元专项资
金采购防治小麦赤霉病的药
物，免费发放给百姓。

为保夏粮安全，实现粮食
稳产增产，连日来，市农业农
村局及时组织广大农技人员踏
田到村，因苗分类指导农户施
好拔节孕穗肥，实现攻穗数、
攻大穗目标；指导加强小麦病
虫害预测预报，加快采购进
度，落实赤霉病防控药剂，组
织开展小麦赤霉病为主的病虫
害防治总体战，切实降低病虫
害损失；组织小麦后期药肥混
喷多防，计划在小麦后期病虫
害防治中，实施药肥混喷，实
现防病治虫、防早衰、增粒重
的目标，努力提高小麦产量。

我市春耕备耕有序开展

本报讯（记者 张晨）2
月 27日，东台镇东关社区
的王桂英和五烈镇辞郎村
的梅秀英同日喜过百岁生
日，市老龄委一行来到两位
老人的现住地，登门祝寿。

王桂英被儿子接到溱
东镇居住已有多年，房屋
在一小胡同里，充满浓浓
的生活气息，屋内打扫得
很干净，空气中弥漫着一
股淡雅的清香。家里的晚
辈们只要有空，就会回来

探望她。老人很喜欢这里
的环境，经常坐在轮椅上
望着家门口，等着孩子们
的到来。

梅秀英跟土地打了一
辈子交道，年纪大了，虽然
不再忙田，但她仍然闲不
下来。老人与儿子们同住
在一个大院内，看儿孙们
忙，时不时还帮忙干些琐
事。梅秀英总是感叹现在
的好日子，时常把《东方
红》挂在嘴边哼唱。

百岁老人幸福享晚年

丁怀明 何国庭

日前，五烈镇振北村4
组洋葱种植大户金卫东的
洋葱种植基地里，10多名
工人正在给洋葱追肥、理
墒，极目远眺，百亩洋葱连
片种植，郁郁葱葱好不气
派。

今年59岁的金卫东开
过工厂，也办过规模养殖，
可算是村里头脑灵活的致
富能手。2019年秋，他从
东台镇某蔬菜经销商获
悉，种植洋葱效益不菲。
于是，满怀信心搜集有关
洋葱的购种、育苗、田管、
储藏、出售等方面的信息，
秋收后流转土地50亩，全
部种植了洋葱。经过精心
管 理 ，收 获 时 亩 产 洋 葱
12000 斤。去年受新冠肺
炎疫情影响，洋葱行情并
不好，价格每斤只有0.3元
左右，但金卫东算了算每
亩毛收入3600元，减去各
种成本2600元，一季洋葱
还是净赚了5万元。

而且洋葱收获后，利
用葱田肥沃松软的土壤，
全部种植水稻，由于葱田
投肥少，每亩与正常农户
比节约化肥支出 100 元，
收稻时 50 亩南粳 9108 和
糯稻亩均收入达2000元，
减去成本亩获利1600元，
秋季又净赚8万元。

尝到甜头的金卫东，
规模种植洋葱的步子更大

了。去年秋收后，他先后
在本镇甘港、镇中流转土
地 190 亩，种植总面积达
到240亩。技术上与陕西
杨凌育种中心和陕西杨凌
洋葱研究所保持联系，品
种上选用素称“水果洋葱”
的新品种秦红宝，该品种
亩产可达 2 万斤，比常规
品种早一周上市。

金卫东看好今年的销
售行情。由于去冬寒冷，
洋葱主产区山东、陕西、甘
肃等地洋葱苗大面积冻
死，最近全国洋葱集散地
山东济宁的经销商就向金
卫东打来电话，要以每亩
5000元的价格求购洋葱。

金卫东规模种植洋葱
也引来本村群众的效仿。
村民杨正贵放弃到苏南地
区务工经商的机会，回村
流转土地280亩种植特经
作物，其中种植洋葱 40
亩；凌佰所、张慧民、金长
兵等人也合股流转土地40
亩种植洋葱。

选准一种产业，致富
一方群众。金卫东说，洋
葱种植需要不少人工，全
年用工需要上千个，今年
春节前他就发出务工费15
万元，村民袁明珠、邹月香
等每人每年的务工费都在
5000元上下。自己在种植
洋葱增加收入的同时，也
为村里的群众带来可观的
务工收入，可谓一举多赢。

洋葱规模种植

鼓起农民“钱袋子”

记者刘进涛通讯员武桂成

近日，时堰镇五星村党总支、
村委会召开会议，对全村涌现出的
十大敬老孝亲先进典型进行表彰，
号召全村村民向他们学习，为建设
文明和谐的五星村作贡献。

五星村地处泰东河右岸，这
里民风淳朴，敬老孝亲蔚然成风，
李龙观就是其中一位。记者见到
百岁老人赵年英时，她正躺在藤
椅上美美地晒着太阳，72岁的李
龙观在一旁削着苹果递给她吃。
20年前，李龙观的父亲去世后，母
亲赵年英的日常生活照料就落在
他的身上。为了让母亲安享晚
年，李龙观用尽了心思，老人胃口

好，喜欢吃荤菜，李龙观就经常做
骨头汤、猪蹄汤；老人喜爱吃肉
包，李龙观就到十里外的集镇去
买；家里水果、零食也是常年不
断。冬天气温低，李龙观一日三
餐送到床前，打水洗脸，洗衣做
饭、端茶倒尿，体贴入微。赵年英
87岁那年患股骨头坏死，无法行
走，李龙观硬是背着她访遍多家
医院，做手术期间，李龙观始终陪
伴在老人的身边。手术很成功，
老人能自己下地行走，心里别提
多高兴了。

侯立新今年68岁，父亲今年
92岁，母亲91岁。他原先在时堰
集镇照顾外孙读书，两位老人在村
里单独居住，侯立新隔三差五回老

家照料。随着两位老人年龄的增
长，加之父亲患了老年痴呆症，让
侯立新放心不下。三年前，侯立新
决定，让妻子照顾外孙，自己收拾
行李回老家住，24小时全天候照顾
两位老人。母亲有腿疾，不能站
立，生活也不能自理，侯立新一日
三餐送到床前，洗脸、擦身子样样
干。父亲经常大小便失禁，侯立新
不厌其烦地收拾脏衣服去洗。因
为老父亲患有老年痴呆症，发作时
什么都不记得，有时候让侯立新受
委屈。但他从来都是笑脸相迎，

“照顾老人要有耐心，尊老敬老是
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我们吃点
苦、受点累那是应该的。”

10年前，伍红英的丈夫去世

后就一人寡居，身体一直不好。
大女儿沈月桂和大女婿伍吉松放
心不下，因为三个弟妹又都不在
身边，于是两人商量着把母亲接
回家住。沈月桂为此辞去张郭镇
一家工厂的工作，到村里一家纸
箱厂打零工，伍吉松也是一下班
就回家，给老人端茶送水。10年
的贴心照顾让老人脸上常挂着笑
容，逢人便夸女婿好、女儿好。现
在老人已经95岁高龄，身体还不
错。沈月桂的儿子在湖南衡阳做
生意，希望她能过去帮忙照顾孙
子，沈月桂对儿子说：“你外婆在
我这里一天，我就要好好照顾她，
一天也不能离开。”

五星村里敬老孝亲故事多

记者 张莉琳
通讯员 邹琴 许春华 文/图

近日，走进唐洋镇新元村的
田间地头，春日劳作场景处处呈
现，春耕备耕分外忙碌。

在新元村五组，一垄设施大
棚边，5、6个男女劳力开塘的开
塘、移苗的移苗，个个忙的浑身
冒汗。万德平正拉着薄膜，准备
给幼小的大白菜穿上“防护
服”。

去年，唐洋镇成功创建“江
苏省绿色优质大白菜基地”，加
上年前大白菜行情不错，今年该

村种植户们早早的就在大棚里
培育了菜苗，眼前这垄大棚就是
万德平的苗棚，虽然很辛苦，但
是收益比种传统农作物好很
多。“人勤地不懒！”万德平说完
继续忙碌起来。

新春以来，该村两委会将
全村农业生产摆上重要位置，抓
紧推进。全村 480多户农户以
种植大白菜为主，春大白菜种植
面积近 2000亩。为此，村里主
动邀请镇农业部门技术人员到
户到田指导，及时提供技术支
持。

新元村民劳作忙 春早人勤农事旺

2 月 28 日下午，经济开发区滨河社区新春文艺汇演在幸福小广场
浓情上演。活动现场，旗协开发区分会、开发区太极拳推广中心等群
众文化群体的激情表演，引来阵阵掌声。

记者 唐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