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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袁野 张大鹏

阳春三月，六安市金安区横塘岗乡黄
墩村，有着 800 年历史的抱丝柳树又抽出
了几棵新芽。 树下河道旁彩砖铺设的亲水
步道沿河延伸，与远处山上石坎梯田里的
油茶林相映成趣。

行走在金安区小流域水土综合治理
项目区域内，随处可见如此美景。 2013 年
以来，金安区共完成官塘、黄墩、龙王岩、
金花堰等 11 条小流域水土保持综合治理
项目，完成中央、省、市级投资总计 11054
万元， 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224.29 平方公
里。 2021 年，该区横塘岗乡小流域综合治
理项目成功入选“国家水土保持示范工程
（生态清洁小流域）”。

修复生态保平安

在金安区南部的张店镇洪山村，记者
看到沿路溪水潺潺、鸟语花香，处处充盈
着春天的气息。 在洪山小流域项目治理现
场，一台小型挖机在河中翻动着大大小小
的碎石，几名工人熟练地将镀锌的格笼安
放在模具之中，随后填入大块碎石，扎紧
装满的格笼，将模具拆去，一块一米多长
的生态护岸就安装完毕了。

“金安区小流域治理近年来多采用这
种‘石笼护岸’技术，尽量少用、不用混凝土
浇筑。 采用‘石笼’生态环保，利于草木、小
鱼小虾的生长，同时施工条件宽松，不受天
气影响，能有效降低成本、减短工期。 ”金安
区水土保持中心主任高兵向记者介绍。

金安区涉及长江和淮河两个流域，南
部位于大别山余脉、中部多为低岗丘陵，属
桐柏山大别山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
区。 “在开展小流域综合治理之前，我区水
土流失情况严重，很多小流域河道淤积，一

到汛期，洪灾频发，严重影响当地居民的生
产生活。 ”高兵告诉记者，2013 年金安区纳
入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建设县 （区），近
年来该区以小流域为单位， 实施山丘区水
土保持综合治理，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说起小流域综合治理的成效，横塘岗乡
水利站站长马同余深有体会：“我们这河流
多，以前疏于治理，每年夏天一下大雨，水就
掺着泥沙涌进河里，只要大雨必遭灾。 ”横塘
岗小流域总面积 103平方公里，位于大别山
南麓丰乐河源头，包括三大片区、三条主要
支流，为坡面型小流域。近年来，该乡因地制
宜，采用水平阶、坡面截排水与沉沙一体化
综合治理水蚀坡林地技术体系， 以山塘、堰
坝联合运用的水资源拦蓄径流工程结构体
系，以及嵌入式路沟一体、节约占地的经济
林坡面排水体系， 累计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7547.8 公顷，封育保护 7228.8 公顷，河道疏
浚工程 10.8 公里。 “仅以横塘岗小流域为
例，这里年可保土 4.15 万吨，年蓄水总量达
到 39.80 万立方米，项目区内水土流失综合
治理度达到 90%以上，小流域水土保持率达
到 96.98%， 有效地减少了地面径流和土壤
流失。 治理之后，近几年横塘岗乡基本没有
出现灾情。 ”高兵说。

保持水土产业兴

在横塘岗乡黄墩村，趁着上游龙潭河
水库放水，龙潭湖水产养殖有限公司负责
人吕自成将一袋袋蟹苗放入河中。 “现在
的水质好多了，多亏了有这好水，咱们公
司的大闸蟹越养越肥，这几年销售情况越
来越好。 ”吕自成说。 吕自成早年在外闯
荡， 这几年看到家乡实施小流域综合治
理，动了返乡创业的念头，依靠清澈的水
源，他饲养的龙潭湖大闸蟹逐渐打响了品
牌，年销售额已突破百万元。

同样受益于小流域综合治理的还有
油茶基地，该村油茶基地已达 3500 余亩，
产值 500 余万元。

如今的黄墩村，村集体经济已突破百
万元，是远近闻名的富裕村。 然而，就在几
年前，当地受限于自然因素，产业发展颇
为困难。 “黄墩村地势高、陡，多为灌溉困
难的岗地，很难开发。 ”黄墩村党支部书记
黄刚说。

2018 年， 黄墩小流域综合治理启动，
生态环境发生巨大变化。 “石坎梯田修起
来之后，荒山终于能利用了。 没有了水土
流失，咱们村发展产业就有了基础，目前
已形成包括粮食种植、油茶种植、水产养
殖、禽畜养殖、农资服务、工程建设在内的
‘1+6’总体产业布局。 ”黄刚说。

通过综合治理，金安区小流域沿线纷
纷发展起了特色产业。 金花堰、毛岭河、古
埂等小流域利用水质清澈、环境优良的特
点，通过整修梯田、修建生产道路、整治沟
渠水系等，发展优质水稻、稻虾养殖、精品
脆桃等产业。 张店镇洪山小流域综合治理
项目在今年完工之后，当地的葡萄、脆桃、
樱桃等果园的农业基础设施也将会得到
升级。

改善环境人居美

在金安区毛坦厂镇的东石笋景区，青
山苍翠，溪水奔流，时不时看到游客徜徉
在石笋河岸边，欣赏美景。

“别看这里现在这么漂亮，几年前的一
场洪水差点让景区毁于一旦。 ”东石笋村小
山头组村民朱章宏告诉记者，自 2020 年石
笋河小流域治理项目开展以来， 当地政府
实施了河道整治、面源污染治污降解、封育
治理等三项工程，还修建了 2.5 公里人行步
道及各类景观。 “通过小流域治理，咱们东

石笋的景色比以前更漂亮了， 我家的农家
乐生意也恢复了往日的热闹。 ”朱章宏说。

黄墩村也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河岸
边原本杂草丛生、 灌木密集令人难以下
脚，如今亲水步道、沿河公园已成为当地
一景。 高兵告诉记者，在黄墩小流域综合
治理中，做到“三个结合”，即生态修复与
人工促进相结合、沟道治理与景观休闲相
结合、 径流拦蓄与面源污染防治相结合。
在治理水土流失的同时，综合配置沿河植
物保护带、小型湿地、生态护岸。 在沿河植
物保护带上，立体配置樱花、垂柳、紫薇、
红叶石楠等林木，让黄墩小流域成为该区
生态治理的一张亮眼名片。

“小流域综合治理并不是简简单单治
理好几条河流，要综合考虑生态修复、农业
产业提升、人居环境改善、特色旅游发展等
方方面面。 ”高兵告诉记者，金安区在开展
小流域治理中， 始终把设计工作摆在突出
位置，在全面掌握小流域区域位置、地形特
点、优势条件等基础上，设计单位通过与乡
村干部座谈、实地走访群众等方式，充分征
求意见建议，坚持山、水、田、林、路、渠、村
庄全面治理， 推动小流域综合治理与乡村
振兴紧密结合，形成“一河一景观、一丘一
品相、一村一特色”，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
益、社会效益的显著提升。

题图左： 洪山村已修建完成的石笼
护岸。

题图右：工人正在安装石笼护岸。
本报通讯员 蒋国婷 摄

“高标农田”促转型
■ 本报记者 丁贤飞

本报通讯员 杨晓华

3月 22日，在濉溪县韩村镇双沟
村高标准农田示范区，种粮大户赵志
伟正在用新型植保无人机防治小麦
病虫害。 伴随着轻微的发动机声，几
架携带着农药的植保无人机缓缓升
空，有序地向田间喷洒农药。 仅半个
小时，几十亩麦地的农药喷洒工作就
已完成。

“田间基础设施的完善，让田间
管理越来越便利。”赵志伟是双沟村
种地能人， 承包了 1000 余亩地，对
于高标准农田建设带来的好处深有
感触。他认为，高标准农田建设不仅
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 更促进了农
业生产方式的转型。

近年来，濉溪县把建设高标准农
田作为提升粮食产能和乡村振兴的
重要抓手， 在高标准农田建设中，结

合项目区地质、田块、水流及产业布
局等实际，合理配套路、桥、电、井、沟
渠等基础设施，并针对项目区内的主
导产业，配套相适应的灌排设施。

“大雁沟治理前，沟里全部是淤
泥、石块、芦苇等，旱不能浇，涝不能
排。 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把我们村
的几条沟渠整治好了， 今年小麦都
得到了及时浇灌。 ”韩村镇双沟村村
民李伟峰说。 双沟村党总支书记赵
礼夫向记者介绍， 经过近一年时间
的努力，该村已建成 1.4万亩高标准
农田，按亩均增收 100 元计算，村民
因此增收了 140多万元。

“目前，韩村镇累计建成高标准
农田 4.89 万亩 。 高标准农田整治
后 ，渠相通 、路相连 、旱能灌 、涝能
排，种粮大户集中流转土地，实行标
准化、机械化生产，农业种植正在向
规模化、品牌化、科技化迈进。”韩村
镇党委负责同志说。

·记者博客·

“设施农业”富农家
■ 本报记者 何雪峰

本报通讯员 张祖北

3 月 20 日，萧县白土镇张村葡
萄产业示范园， 省农科院的专家正
通过视频， 线上指导园里的技术工
人对葡萄树进行滴灌。园里，从棚温
的测定到整园的监控， 都努力实现
数字化、智能化，这种环境下葡萄收
益是普通葡萄园的 3 倍。

“园区全部配备节本高效的现代
化设施，通过肥水一体化控制系统
对葡萄树进行精准滴灌，这样既提
高了生产效率 ， 又保证了葡萄品
质。 ”张村党总支书记陈波说。

在萧县闫集镇刘店村羊肚菌大
棚里，合作社负责人陈海粟在认真地
察看羊肚菌。他承包了村里 130亩产
业大棚，按照 25万只菌棒测算，预计
能采收羊肚菌 26000 公斤，收入 260

万元。 羊肚菌收完，这个大棚还要种
西瓜，一茬接着一茬。 “有了这些大棚
设施作保障， 又有县农技人员的指
导，俺和合作社里的社员们干得可有
劲了。 ”陈海粟乐呵呵地说。

近年来， 萧县加大现代农业基
础设施建设力度。 2019 年至 2021
年，全县每年新建 10 万亩高标准农
田，到 2021 年实际建成面积 123 万
亩，占耕地总面积的 76.6%。 今年，
宿州市批复萧县新建高标准农田 3
万亩，计划 4 月份开工。该县还先后
投资 30 余万元建成人工影响天气
地面播撒系统 2 套、 乡镇自动气象
站 2 座；投入 2.76 亿元实施特色种
养业项目， 建成特色产业扶贫园区
87 个，形成了以“橙色”胡萝卜、“绿
色”芦笋、“白色”山羊、“紫色”葡萄
和“红色”辣椒为主导的“五色”农业
发展新格局。

用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振兴
■ 李跃波

手机“掌控”蔬菜大棚内的
温湿度 ， 直播带货让土特产
“飞 ”出大山 ，互联网政务服务
让农民兄弟少跑腿……自 2018
年以来， 中央一号文件已连续
五年对数字乡村建设作出部

署，并取得显著成效。 建设数字
乡村，其意义不仅在于“蓄水”，
吸引带动资金流、技术流、人才
流、物资流等向农村集聚；更重
要的是 “出新 ”，为农村带来全
新的发展方式和治理方式 ，助
力乡村全面振兴。

加快推进数字乡村 “新基
建”。总的来说，农村信息化设施
基础较差， 信息化水平依然偏
低。要在农村地区加快布局 5G、
物联网等设施，建设智慧水利、
智慧农业、智慧物流等，筑牢数
字乡村的发展基础。 同时，还应
在“软件”方面下功夫，通过有力
有效的培训，提升农民的数字素
养，提高他们应用数字化“新农
具”的能力水平。

聚力打造数字农业 “新业
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让
农民“丰产又丰收”，要推动农业
生产向规模化、集约化、智能化
转变，不断提高农业生产的质量
和效益；要着力构建数字农业流
通体系， 推动线上线下融合营
销，培育本地特色农产品和文旅
产品；要拓展涉农数字技术应用
服务，促进乡村新产业、新业态
发展。

积极探索乡村治理 “新模
式 ”。 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水
平，要持续推动智慧旅游、智慧
教育 、智慧医疗 、智慧养老 、智
慧交通等在乡村的延展与应

用， 提高乡村公共服务智能化
水平 ；要探索 “数字网格+智慧
治理”等模式创新，提高村级综
合服务信息化水平，让数据“多
跑路 ”、群众 “少跑腿 ”，努力实
现诉求在线直达、 服务在线落
地、办事就近就便。

随着数字乡村建设的稳步

推进，我们必将在广袤田野奏响
数字时代的田园牧歌。

··一线扫描··

地处江淮分水岭的六安市金安区通过对小流域
进行综合治理，，促进生态修复、、生产发展、、生活改善。。
该区横塘岗乡小流域综合治理项目，，成功入选““国家
水土保持示范工程””——————

小流域““治””出大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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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控”种地提质效
■ 本报记者 罗宝

本报通讯员 朱士凯

“自从用上了农业物联网系统，
种田养虾变得轻松了许多， 动动手
指在手机上就能掌握田里的情况。”
3 月 25 日，记者走进明光市明光街
道映山村高翔家庭农场， 农场负责
人高春勇告诉记者。

记者看到， 农场的田头有一个
综合检测站，风速、温度、水分蒸发
量、降雨量、病虫害等数据在这里都
能看到， 遍布农田的多个摄像头则
将作物的实时情况直接传输到手机
终端。 “前几天我在外地，通过手机
看到麦苗分蘖率不够， 及时安排人
打了一遍叶面肥和调节剂， 现在小
麦长势很好。 ”高春勇对记者说，数
字化应用后， 农场先后对近千户农
户进行了培训， 使得小麦单产提高
了 １５０ 公斤、 水稻单产提高了 ２５０
公斤左右。

“明光市建立了 21 个农业物联
网应用点、148 个益农信息社和 18
类涉农数据库， 有效提高了农业生
产效益。”明光市农业农村局高级农
艺师蒋浩勇说。

在省级数字乡村试点镇滁州市
南谯区章广镇， 该镇以 1 个乡村大
脑和 1 套运营体系为核心， 共设置
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等
10 大模块，通过合理布置摄像头和
相关监测设备等汇聚数据资源。 除
了推广食用菌智能大棚建设外，该
镇还基于 “铁塔+5G+VR”系统 ，采
用高清摄像头、 红外成像、 烟雾识
别、火点定位等技术，有效助力森林
防护、秸秆禁烧。通过给老人佩戴智
能手环、安装应急广播、产业园区温
湿度及土壤成分控制系统、 域内景
点解说系统等，建立全方位、立体化
多级监控联网管理体系。

荨 3 月 26 日，涡阳县气象局工作人员
在观测场检查气象信息收集基础设施。
本报记者 武长鹏 本报通讯员 蒋庆章 摄

灌区治理保“安丰”
■ 本报记者 柏松

闸门一开， 安丰塘的清水便引入田
块，一棵棵席草如饮甘露。 在寿县板桥镇
毕墙村， 席草种植户代军道正在田里施
肥，今年他种了 70 亩席草，按照每亩 3000
元计算，年底能收益 20 余万元。

“古称芍陂的安丰塘是我国古代四大

水利工程之一， 至今已有 2500 多年的历
史，水面 40 平方公里，灌区涵盖了 12 个乡
镇、44.9 万亩耕地。 ”淮南市水利局农村水
利科科长王伟告诉记者。

走进安丰塘镇葛店村，种粮大户顾广
银看着眼前长势喜人的麦苗，不由自主地
感叹：“今年托管的 2000 多亩耕地， 全靠
安丰塘自流灌溉，农田水利就是咱庄稼人

的命脉啊。 ”相比于冬小麦，夏季水稻的用
水量更大，他种植的 300 亩稻田画 ，每年
都吸引不少游客前来参观。

近年来，淮南市高度重视安丰塘灌区
的基本设施建设，先后安排投资 1.5 亿元，
对淠东干渠、杨西分干渠进行除险加固和
现代化改造， 投资 3000 余万元对新华门
支渠、团结门支渠、新开门支渠农业用水

基本设施进行标准化建设，完善了灌区的
供水体系，提高水利用率。

“安丰塘灌区覆盖堰口镇大约 7 万
亩耕地。 ” 堰口镇水利站站长朱继磊告
诉记者， 当地政府利用农田水利最后一
公里项目 1600 余万元衬砌渠道 1.24 万
米 ，治理面积 2.3 万亩 ，通过高标准农田
建设项目 9075 余万元衬砌渠道 4.65 万
米 ，新建李郢泵站 5 座 ，治理面积 5.3 万
亩 ，已形成 “以自流灌溉用水 ，水库 、塘
坝调节用水， 泵站提水补充用水 ” 的灌
溉格局。

荨 3 月 26 日拍摄的黄山市徽州区西溪南镇高标
准蔬菜基地。 本报记者 潘成 摄

茛 3 月 24 日， 来安县雷官镇举办春季
田间管理暨暨植保无人机飞防小麦纹枯

病现场培训会， 来自全镇的种粮大户、农
技人员等 30 余人参加了技术培训。
本报记者 周连山 本报通讯员 李晓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