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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济南 9月 12日电（记者 邵

琨）粮食丰收后，如何再增产？记者从

日前在山东济南举行的国际粮食减损

大会上了解到，与会各方认为通过开源

与节流并重，增产与减损并举，将“节粮

减损等同于粮食增产”的理念贯穿到生

产、收获、储存等多个环节，可以增加粮

食有效供给的“无形良田”。

当前，全球粮食需求刚性增长，淡

水等资源环境约束日益加剧，粮食增面

积、提产量的难度越来越大。与会各方

代表认识到，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

更加重视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

粮食生产背后是大量耕地、水、农

资等要素的投入。农业农村部国际合

作司司长隋鹏飞介绍，生产减损依然是

大 范 围 的 、需 要 任 重 而 道 远 的 行 动 环

节。特别是要建设旱涝保收的高标准

农田，提升机械化、标准化作业水平，做

到生产过程减损。

据山东省农业农村厅调查统计，山

东省建成的高标准农田粮食亩产量可

提高 10%-20%，平均每亩可增产 100 公

斤以上。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区亩均

节水节电率分别可达 24.3%和 30.8%，农

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从之前的 0.5 提

高到了 0.64 以上，水土资源利用效率大

幅提升。

在此次会议发布的《国际粮食减损

大会济南倡议》中，来自世界 40 多个国

家、国际组织、企业、非政府组织共 150

名代表，倡议提升农业基础设施水平，

加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

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需要全方位

全链条发力。小麦机收是确保夏粮丰

产丰收的关键一环。农业农村部部长

唐仁健在国际粮食减损大会上表示，我

国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机收率分

别达到 97.49%、93.73%和 78.67%。今年

夏粮机收损失率若降低一个百分点，就

意味着增加粮食产量 125 万吨。

新冠肺炎疫情和气候变化等挑战，

使得全球粮食系统面临前所未有的压

力。2020 年全球共有 7.2 亿到 8.11 亿人

口面临饥饿威胁，全球近 1/3人口无法获

得充足的食物与营养，同时全球近 1/3的

食物被损失或浪费，为世界敲响了警钟。

在济南举行的国际粮食减损大会

上，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在视

频致辞中呼吁，各国群策群力、协调行

动，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

与会各方倡议，运用新技术、新设

备、新工艺，加强集约、可持续、低碳的

现代化粮食产后服务体系建设，实现产

后全过程、系统化节粮减损，建设“无形

良田”，实现“无地增产”。

在中储粮济南直属库，矗立着一个

个体积庞大的粮仓。人们即便不进入

粮仓，通过高清摄像头，也能清晰看到

粮仓中的颗颗麦粒。中储粮济南直属

库仓储管理处副处长安西友说：“粮仓

自带中央空调，还有智能通风等绿色储

粮技术。粮仓平均温度常年保持在 15

摄氏度及以下，最高粮温不超过 25 摄氏

度，有效延缓粮食品质变化。”

目前，山东中储粮系统共安装 4500

个高清摄像头，28万个温度传感器，实时

对粮情进行预警预测。中央储备粮综合

损耗率从 2%降至 1%以下。以济南库为

例，一个储存周期，粮食损耗减少 1600多

吨，相当于 3000亩良田一季的粮食产量。

除了“大粮仓”，适合千家万户使用

的“小粮囤”对节粮减损也很重要。会后

发布的《国际粮食减损大会济南倡议》中

专门提出，为农户提供科学储粮的技术

培训和服务，重点加强小农户储粮新装

具的推广和使用，提升粮食品质。

在实践中，“小粮囤”的作用已经发

挥出来。自 2007 年以来，山东省累计投

资 3.71亿元，为农户发放科学储粮仓 98.8

万个。据测算，这些储粮仓全部投入使

用后，比传统方式储粮损失率降低 5个百

分点，每年可减少粮食产后损失4.9万吨。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粮食损失

率降低 1 个百分点，就相当于增产 2700

多万吨粮食，够 7000 万人吃 1 年。面对

粮食损失和浪费这一全球共同的挑战，

各个国家为此都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

有的国家出台了专门的法律打击食品

浪费，有的国家加大了资金投入。

我国已经以法律形式规范消费者

和餐饮行业行为，节约资源，促进经济

社会可持续发展。未来，节粮减损还需

要社会公众共同参与，弘扬中华民族勤

俭节约的传统美德，倡导文明健康、节

约资源、保护环境的消费方式。

他带领村民，历时 30 余年，在悬崖绝壁

上开凿出一条主渠长 7200 米、支渠长 2200

米的“生命渠”；他用实干兑现誓言，为改善

山区群众用水条件、实现脱贫致富作出突出

贡献；他一心为民、埋头苦干、百折不挠……

他是“七一勋章”获得者黄大发，贵州省遵

义市播州区平正仡佬族乡原草王坝村党支部书

记，被誉为“当代愚公”。

“作为一名普通的基层党员，我什么困

难都不怕，带领村民们开渠取水。水过不

去，拿命来铺！”“七一勋章”颁授仪式现场，

86 岁的黄大发心情格外激动，“新时代，共

产党员更要知重负重，越是艰险越向前。”

一心为民：报答父老乡亲

【从孤儿到村支书】

黄大发出生在旧社会，小小年纪就成了

孤儿。他滚草窝、睡牛棚，靠给地主放牛过

活，靠远亲近邻的救济长大。

“ 我 是 吃‘ 百 家 饭 ’、穿‘ 百 家 衣 ’长 大

的。党来了，分给我土地，让我不再受饿挨

冻。”黄大发说。党的关怀和远亲近邻的帮

助，让黄大发感受到温暖。他发誓，今后一

定要为草王坝做点事情，报答父老乡亲。

黄大发性格朴实刚毅、大公无私、敢想敢

干，23 岁就当上了草王坝大队大队长。1959

年，黄大发光荣入党。此后几十年里，他先后

担任村主任、村支书，直到 2004年退休。

【立志为缺水村通水】

草王坝村山高岩陡，是典型的喀斯特地
貌，雨水落地，顺着空洞和石头缝流走，根本

留不下来。村民去最近的水源地挑水，来回

需走两个小时。

村民用水，第一遍淘米洗菜，第二遍洗

脸洗脚，第三遍喂猪喂牛。县里的干部到草

王坝考察，村民递过来的水杯里，满是浑黄。

地里也打不出多少粮食。因为缺水，当

地只能种一些耐旱的苞谷。苞谷粒炒熟去皮

再磨成粉，蒸熟后就成了当地人餐桌上的主

食，这种“苞沙饭”难以下咽，在喉咙上直打转

转。村民一年四季连饭都吃不饱。

然而，距离草王坝几公里外，就有充沛

水源。但是，高山成了险阻。

村子不通水、不通电、不通路，黄大发看

在眼里，急在心上。当上村干部后，他撂下

“狠话”，要为村民干三件事：引水、修路、通

电。村里人都觉得他“疯了”。

“穷就穷在缺水上，一定要想法通上水，

让大家吃上大米饭。”黄大发下定了决心。

埋头苦干：30多年只为这条渠

【为修水渠百折不挠】

20 世纪 60 年代，草王坝人在政府的支

持和黄大发带领下，第一次大规模修渠，却

因技术等原因，耗时 10多年也没修成。

不少人打起了退堂鼓，但黄大发不肯服

输。1989 年，年过半百的他到附近的水利

站，一边帮工一边学习。3 年多时间里，只有

小学文化的他从基础学起，下苦功夫，硬是

掌握了许多水利知识。

1990年腊月，天寒地冻。为了修渠资金，

黄大发赶了两天山路。等找到原遵义县水利

局领导时，已满身是泥，一双旧解放鞋磨破

了，露出冻得发紫的脚趾。“草王坝大旱，地里

颗粒无收，我要带领群众修渠引水。”黄大发

从破烂不堪的挎包中掏出立项申请报告。

当时，遵义县一年的水利资金不过 20万

元。据初步测算，从水源地取水到草王坝要经

过大小 9处悬崖、10多处峻岭，水渠需要从离

地几百米高的大土湾岩、擦耳岩和灰洞岩的悬

崖峭壁上，打出半幅隧道，需要五六万个工

时。草王坝才一两百个劳力，怎么完成这么大

的工程量？

黄大发撂下一句话：“一年修不成，修两

年；两年修不成，修三年。哪怕我用命去换，

也要干成！”

【“大发渠”全线贯通】

1992年春，引水工程终于开工，57岁的黄

大发带领 200多名乡亲，浩浩荡荡奔赴工地。

有次炸山出现哑炮，黄大发准备前去查看，有

人突然大喊“要炸了”。情急之下，他用随身的

背篼罩住自己，碎石块刹时满天飞。万幸的

是，碎石只击破了背篼，擦破了他的手臂。

1993 年，工程进行到异常险峻的擦耳

岩，垂直 300多米高，放炮非常危险。黄大发

第一个站出来，带几名党员上到山顶，把绳

子拴在大树上，再系到腰上，顺着石壁慢慢

往下探，寻找放炸药的合适位置。

“共产党员怕牺牲能行吗？先烈们拿身

体去堵枪眼，我们做事就要有这种精神。”黄

大发说。

1994 年，水渠的主渠贯通。清澈的渠水

第一次流进草王坝，村里的孩子跟着水流

跑，村民们捧着渠水大口地喝：“真甜啊，真

甜……”从没见过黄大发流泪的村民发现，

老支书躲在一个角落里，哭了。

1995 年，一条跨三重大山、10 余个村民

组，总长 9400米的水渠全线贯通，草王坝彻底

告别了“滴水贵如油”的历史。村民以黄大发

的名字命名这条渠，叫它“大发渠”。

凝心聚力：带领村民走上致富路

【实现“三件事”诺言】

“大发渠”通水后，黄大发马不停蹄地带

领村民“坡改梯”。村民徐国树记得，自家

“坡改梯”后有了 4 亩梯田，全部种上了水

稻。1996 年，亩产达到 1000 多斤。和徐国

树一样，草王坝的村民从此吃饭不愁。

接下来，是修路、通电。黄大发每天带

领 100 多名村民上工，大家齐心协力，4 公里

的通村公路很快铺通。1996 年，村里通电工

程启动。黄大发带头拿出 100 元，村民凑钱

1 万元。一圈上百斤重的电线，村民挽在肩

头往前拉……草王坝村，终于亮起了电灯。

黄大发又商量着修学校。没有老师怎

么办？黄大发要求村里几个上过中学的年

轻人回来当代课老师，其中就包括他在外打

工的小儿子黄彬权。拗不过父亲的黄彬权

回村里教书，一干就是十几年。迄今，草王

坝走出 30多个大学生。

昔日的草王坝，如今已更名为团结村。

近年来，在黄大发的精神感召下，团结村两

委班子带领村民发展起中药材、有机稻米、

有机高粱、精品水果，养起了肉牛、生态猪和

蜜蜂，解决就业 1100 多人，人均年收入突破

万元大关。2019 年底，团结村顺利脱贫出

列，全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清零。

在团结村，民宿、露营、农旅基地等旅游

项目陆续入驻。预计 2022 年 7 月通车的仁

遵高速在团结村设了下道口。届时，从遵义

城区到团结村只需半小时车程，团结村的致

富路将越走越宽。

【共产党员就是要干一辈子】

1959 年初冬，黄大发在入党志愿书上郑

重写道：我要求入党是为人民全心全意服务

到底，帮群众当好勤务员，不怕牺牲，不怕困

难，不怕流血……

“共产党员就是要干一辈子，不干半辈

子。”有着 62 年党龄，当了 46 年村干部、38 年

村支书的黄大发说。

如今，早已退休的他每天佩戴着闪亮

的党徽，仍在为村里的事忙前忙后。“思想

齐不齐，想想大发渠”，已成为团结村干部

群众团结奋进的精神动力。

2018 年，团结村建成“大发渠党性教育

陈列馆”，黄大发的老屋成为党员政治生活

馆。来自全国各地的党员干部到这里聆听

黄大发讲党课。同时，他也被邀请为各地领

导干部讲党课。

“愚公移山就是为人民服务，让我再活

一次，我还做‘愚公’。”黄大发说。

（据新华社贵阳电）

“当代愚公”黄大发：

绝 壁 天 渠 映 初 心
新华社记者 李惊亚 郑明鸿

环 境

“七一勋章”获得者

粮食丰收后，如何再增产？

节粮减损可再造“无形良田”

时下正值重庆酉阳县板溪镇叠石花谷景区粉黛乱子草的观赏期。这个包

括浪漫花海、乡村艺术等主题的生态文化旅游景区吸引众多游客到此游览。近

年来，板溪镇挖掘辖区内优势资源，将原本撂荒的石漠化荒地打造成生态文化

景区，大力发展乡村旅游。

游客在重庆酉阳县板溪镇叠石花谷景区里观光游玩（9月 10日摄）。

新华社记者 黄伟 摄

据新华社太原电（记者 王劲玉）

“要想办法把周边县里的‘废水’也接

过来，这样咱们县里的工业企业就再

也不需要用地下水了。”刚刚完成了

县里的中水水权有偿出让，山西省晋

中市灵石县副县长刘斌奇就开始谋

划如何扩大“废水”利用范围。

刘斌奇所说的“废水”，是城镇生

活污水经过处理后得到的中水。之

所以叫“废水”，是因为这里的中水过

去大部分都直排进河道，无法创造更

多价值。

今年 8月，灵石县水利局与山西聚

源煤化有限公司等 3 家用水企业采取

协议转让的方式，达成每年 720万吨再

生水供水协议。双方通过中国水权交

易所水权交易平台签订协议、达成交

易并完成价款结算。政府负责水资源

配置，授权中水生产企业负责水资源

管理经营，工业企业获得水资源。

近几年，随着水资源利用政策进

一步收紧，企业用水已经基本告别了

“挑肥拣瘦”，地下水不让用，地表水

来不了，中水成了企业的新选择。山

西聚源煤化有限公司过去曾有每年

480 万吨的用水指标，但空有指标没

有水源。经过再生水水权交易，这家

企业在缴纳了数百万元交易款后取

得了 380 万吨中水 5 年的使用权。“企

业想要继续干下去，用更环保的方式

生产是唯一的选择，而且仔细算账的

话，用中水便宜得多。”企业负责人桑

丽萍说。

经过水权交易，中水买卖双方都

被戴上了“紧箍咒”。污水处理厂生

产的中水有了稳定的“下家”，便开始

着手修建从污水处理厂到工业园区

的输水管道。“这下不怕他们不用了，

这一吨中水能卖 4 元多，管道成本不

到 5 年就能收回来。”灵石县保净污水

处理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泽民说。

李泽民算了一笔账，过去灵石县

每年需投入 3800 万元进行污水处理。

实施再生水水权交易后，县里将集中

处理后的中水出售给用水企业，既化

解了水资源短缺和企业用水难题，每

年还可创造 3000余万元的经济收益。

过去的“废水”一下成了“宝贝疙

瘩”，灵石县也开启了再生水水权从

“无偿取得、有偿使用”到“有偿取得、

有偿使用”的市场化交易先河。

“用发展的方式解决问题，不光

‘废水’不够用，以后还有太多东西能

变废为宝。”刘斌奇说。

重庆酉阳

荒地变身生态文化景区

山西灵石

这里的“废水”为啥不够用

据新华社成都 9月 12日电 记者从国家原子能机构获悉，

2021 年 9 月 11 日，我国首座高水平放射性废液玻璃固化设施在

四川广元正式投运。这标志着我国已实现高放废液处理能力

零的突破，跻身世界上少数几个具备高放废液玻璃固化技术的

国家，对我国核工业安全绿色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

在广元的项目联合指挥部经验证评估认为，自 8 月 27 日工

程启动热试车、生产出第一罐放射性废液固化而成的玻璃体以

来，产品质量可控，设施运行稳定，相关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

水平，设施已具备运行条件，可转入正式投运。

放射性废物处理是核能安全利用的最后一环，放射性废液

玻璃固化是在 1100 摄氏度以上将放射性废液和玻璃原料混合

熔解，冷却后形成玻璃体。玻璃体浸出率低、强度高，能够有效

包容放射性物质并形成稳定形态，是目前国际上先进的废液处

理方式。因需要强大的工业与制造业基础做支撑，此前世界上

仅美、法、德等国家掌握了相关技术。

据新华社北京 9月 12日电 记者从中国华能集团获悉，12

日，华能石岛湾高温气冷堆核电站示范工程 1 号反应堆首次达

到临界状态，机组正式开启带核功率运行。

有关负责人表示，临界是反应堆带核功率运行的起点，相当于

发动机点火。这是该示范工程继今年完成双堆冷试、双堆热试、首

次装料后取得的又一重大进展，向着年内并网发电目标迈进。

该示范工程装机容量 20万千瓦，于 2012年底在山东荣成开

工建设，是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具有第四代先进核能

系统特征的球床模块式高温气冷堆。

据介绍，高温气冷堆固有安全性好、发电效率高、环境适应

性强、用途广泛，在核能发电、热电冷联产及高温工艺热等领域

商业化应用前景广阔，是我国优化能源结构、保障能源供给安

全、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路径。

科 技

华能石岛湾高温气冷堆成功临界

我国首座高水平放射性

废液玻璃固化设施正式投运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达孜区的农田秋景（9月 11日摄）。

新华社记者 沈虹冰 摄

高原秋日景色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