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未来农村怎么办？
现代化——

““土地集约化是大趋势土地集约化是大趋势，，
因此农机大有作为因此农机大有作为。”。”

土地太多怎么办？
智能化——
农机具让农民农机具让农民
从艰苦的劳作中从艰苦的劳作中““解放解放””出来出来

国庆前，54岁的宜宾农民王前树忙了
100吨稻谷的收割后，又马不停蹄赶到几十
公里外参加农机驾驶培训——他跟土地打
了一辈子交道，从成家时分到的8分地到现
在一年种了183亩地，从刀耕火种木犁牛拉
到现代化机械耕作，从自制稻种到在旱地种
出水稻，一年收获上百吨稻谷。躬耕土地近
50年的王前树见证了农耕文化的变迁。

王前树是宜宾市叙州区普安镇凉井村
人，54岁的他从记事起，就没有离开过脚下
的土地。王前树记得自己在三四岁时，就跟
着母亲下地。当时家里孩子太多，吃饭是个
大问题。王前树结婚分家时，家里只有8分
地，无论怎么种，都不够吃。

老伴罗家容记得，1988年，她娘家哥哥一
家的地不想种了，王前树以极低的代价租种
了舅哥的土地。当年粮食收回家，才开始有
饱饭吃。“粮食才是生命线，没有粮食一切都
是空谈。”20岁出头的王前树，有了对土地和
粮食最深刻的领悟。

王前树只有8分地，年产稻谷不足500斤，
难以糊口。不得不在饭里放进红著、玉米，才能
勉强过上一年。90年代，在大量农村劳动力涌
入城市打工的时候，年富力强的王前树坚决留
守在了农村。随着大量人口外出，农村得不到
及时耕种的土地也越来越多。

罗家容还记得，自己分配到承包土地是
在1998年，她和自己的一双儿女，同时“进
地”。经过此番土地调整，王前树家的土地从8
分，增加到了3亩多。可是如今，王前树家事实
上已经没有一分地是自己的了。“修公路、房
舍、仓库，已经占完了。”王前树变了一个没有
土地的老农民。

没有土地的王前树，全靠代耕代种别人的
土地。普安镇凉井村支书王强告诉记者，王前
树种植的稻谷地，分布在仙山、光荣、土主、致
益及凉井五个村。“最远的地方，距离王家五六
公里。”据王强推算，王前树对土地的投入，每
年每亩300元左右，而人工工资还要占去收益
一大半。

到了2018年，王前树耕种的土地已达183
亩，年收获水稻、旱稻100余吨，产值近30万元。
宜宾市叙州区农技站副站长彭洪告诉记者，在
有着百余万人口的叙州区，单种稻谷，王前树
是种稻规模最大的农户；排名第二的，可能不
足其规模的三分之一。

“能租到的土地，条件一般都不太好。”王树
前告诉记者，如果土地条件好、交通便捷，水源
丰富肥力高，承包人会自己耕作；即使没人耕
作，租金也高，王前树付不起。而能租到的土地，
要提高产量就必须进行整理、改良。

通过30多年的租地种粮，王前树的种
植规模越来越大。规模越大，投入也越大。
王前树有一本流水账，2017年他全年雇工
1000人次以上。其中栽秧、收稻约600余个
工，农闲修堰筑路、补漏锄草等400多个工。
王前树“捡”来的土地，往往是抛荒多年的
荒地，需要砍草烧荒增加肥力，至少翻耕三
至四次，把荒地耕成熟地。

“开荒”只是王前树对土地改良的一个方
面。王前树还要对“捡”来的、分散的土地进行
整理。丘陵地区的土地，一半都在山坡上，抛荒
后土地长草不说，常有水毁情况。王前树要正
常耕作，就需要对水毁的田边地角进行修补，
人工抱来石块，垒砌成牢固的堡坎。为了便于
将来实现机械化种植，王前树把有条件整理的
小田，挖成平顺的大田。

目前王前树代耕的土地分两种形式，一是
出钱租的，每亩100元至300元；二是“捡”的，不
用支付费用。“村民外出，土地一年没人耕就长
草，两年就成沼泽荒地。再回来想耕作，难度极
大，所以他们也愿意有人年年翻地深耕，他回
来才是熟地。”凉井村主任陈昌林告诉记者。

吃不饱怎么办？
多种地——

““粮食才是生命线粮食才是生命线，，
没有粮食一切都是空谈没有粮食一切都是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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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8日，纪录电影《二十二》通过官方
微博进行捐款公示，影片资助人张歆艺、导
演郭柯、出品方四川光影深处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摄制单位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研
究中心共同决定向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发展
基金会捐资10086003.95元，并在基金会内设
立“慰安妇研究与援助”项目专项基金。成都
商报记者采访了该片导演郭柯，他直言，这
是一个良性循环。

导演捐出400万个人收益

在捐款公示中，郭柯捐出导演个人收益
400万元，兑现此前做出的捐献承诺。演员张
歆艺也捐出了100万元的资助影片拍摄资
金。“慰安妇”题材纪录电影《二十二》自去年
8月14日公映以来，排片、口碑持续走高，最
终以1.7亿票房问鼎国产纪录片票房纪录，

同时也引发社会的强烈关注。
据了解，该片的制作成本只有300万元，

其中川籍演员张歆艺曾资助100万元。张歆
艺表示，“我只是《二十二》的一个资助人，也
不参与票房分账，但对我来说，这是我和郭
柯两个人的承诺，答应帮他做这件事情。”至
于该片的发行费用，来自众筹的100万元，有
32099人参与众筹，他们的名字都出现在影
片片尾。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影片导演郭柯
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四川人，1980年出生在成
都，毕业于四川的一所大学，2002年开始到
北京打拼。

“我本来就没想拿这个挣钱”

谈及为何捐出个人收益，郭柯表示，“我
本来就没想拿这个挣钱，这都是大家的钱
啊，这是关注老人的钱，所以我们把它退出

来嘛，我们本来成本已经收回来了，所以就
是两全其美。”郭柯直言，这是一个良性循
环，“大家捐款来供片子，片子过亿了，然后
让（钱）循环到事情上面。”

《二十二》创造了票房纪录，其众筹的形
式获得成功，问及类似的片子操作流程对于
以后电影来说是不是可以有借鉴的方法，郭
柯表示，“我觉得这可能不是一种方法，它可
能是你走到这一步自然而然发生的……”

郭柯导演还提到了自己的新片计划，“还
是会侧重去拍人性和社会的片子，下一部片
子也会关注社会事件，是讲述临终关怀的一
个片子。”据悉，郭柯新片片名为《小天》，依然
以纪录片的形式呈现，将镜头对准一位音乐
治疗师。郭柯表示，“已经拍了一段了，可能今
年还会继续拍，争取在2021年和观众见面。”

成都商报记者 张世豪 实习生 陈雅慧

10月7日下午2点半左右，达州市达川区东
环南路一医院门口人行道地陷，疑似4名人员
被困，通过达州消防的连夜救援，截止到10月8
日晚上8点，消防队员挖出两名被困人员，经抢
救无效身亡。据达州市消防支队介绍，在地陷
下方两名人员被困，抢救还在继续。

10月7日下午2时30分左右，达州市达川区
东环南路103号人行道路面发生塌陷。街对面
一女士介绍，当时听见“轰”的一声，听见大家

说塌陷了，“我们都去现场看的”。5分钟后，消
防官兵赶到现场展开救援。后经达川区公安分
局民警现场调取监控视频，人行道塌陷时，疑
似发现有4人被困。附近居民称，消防官兵在下
去搜救时，发生第二次坍塌。

达州消防介绍，因险情发生时正在下雨，
加之地下管网复杂，给救援工作带来了巨大困
难，第二次坍塌之后，不得不加派大型机械消
除塌陷土石方。7日下午5点过，成都商报记者
在现场看到，交警对东环南路事发地施行交通
管制，连夜救援。

昨日上午，达川区宣传部工作人员介绍，8
日凌晨救援现场找到一名女性被困人员，经抢
救无效死亡。8日上午11点过，达川区委宣传部
官方微博发布消息，又有一名被困人员被找
到，送医院后抢救无效死亡。

达州市消防支队政委高明月介绍，通过了
解，地下面原来是河沟和涵洞，涵洞距离地面11
米左右。昨日下午2点过，有6名救援人员进入地
下涵洞侦查。涵洞高4米宽3米，可以容纳一人正
常站立，如果被困人员被困在涵洞中，还有存活
的可能。 成都商报记者 张杨 摄影报道

王前树在普安镇甚至整个叙州区
农业系统眼里，都是个“奇人”。他坚持
做了几十年的常规稻种选育，但由于王
前树没有取得相应的育种资质，制稻种
只是“自娱自乐”，有种子之实，却产生
不了种子的价值。

王前树的奇还在于他用了几十年
时间，发明“旱稻”。“种在旱地的水稻，
不用蓄水就能结实，我在农村生活了几
十年，没见过。”当村主任陈昌林和村民
们看到王前树把水稻秧栽进旱地时，大
家都嘲笑王前树“是不是疯了”？

王前树告诉记者，有一年当地天
干，旱情严重，水稻大面积减产甚至绝
收。“就琢磨这个事，为什么稻谷必须在
水田里种植，要是能种在地里，不就不
怕干旱了么？”

王前树的第一批试验稻果然很快失
败；第二年，王前树又把水稻栽进肥力强
的旱地，结果稻秧疯长，到收割的时候长
成比人高的茅草，仍然颗粒无收。在大家
的嘲笑声中，王前树第三年继续试验，这
次他把秧苗种在贫瘠的原土中，结果成
熟期时他竟收获了一批原种。

如此反复十几年后，王前树的旱稻
种子品质越来越稳定。9月4日，宜宾职
业技术学院和叙州区农业局相关技术
人员，对王前树的两个旱稻品种进行挖
方测产，结果有些意外。“表现最好的大
穗型旱稻品种，亩产达750公斤；另一个
表现一般的，亩产达到550公斤。”宜宾
职业技术学院生物与化工工程系教授
周黎军告诉记者，王前树的旱稻，仍然
属于水稻品种。

周黎军认为，今年王前树的旱稻之
所以高产，跟风调雨顺的气候有关。周
黎军说，如果气候条件恶劣点或者普通
气候，其产量就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

“但旱稻易于实现有机栽培，农残可以
通过深翻解决，一切可控，品质更有保
障。”周黎军说。

叙州区农技站副站长彭洪认为，王
前树发明的旱稻和水稻比，具有一定优
势，在无水田或少水田地区、高榜望天田
区域种植，既可增加稻谷粮食产量，也有
利于有机稻米生产，降低农村劳动强度。

村民和专家们一致认为，王前树对于土地和庄稼
的热爱，造就了他对种地的热情。“他每天都在干活，
没有闲耍的时间，也没空跟人吹牛。”在村主任陈昌林
眼里，王前树是凉井村的大忙人，他不是在干活，就是
在干活的路上。

王前树家的农活太多太重，以至于罗家容的娘家哥
哥姐姐们相当不满。“回去一回就被骂一回，嫂嫂们喊我
赶紧跟他离婚，不然要累死在地里。”罗家容说。邻居陈仁
秀帮了王前树十多年，她印象最深的是几年前，王前树盖
房子从楼顶摔下来摔断腰，大家要送他去医院，王前树
担心自己一走没人干活。坚决不去，最后自己砍竹片做
夹板撑腰，历半年才恢复。这期间，王前树仍然在干活。

王前树家有三处建筑物：一处住房，一座常规库
房，一座采光库房。在常规库房下的地下室，是专用的
农机具房，百多平米的房子里摆满了各种农用机具。
王前树说，目前他最主要的农机有0.8型手扶式联合
收割机1台，手扶式栽秧机2台，半喂入式打谷机5台，
手扶式旋耕机4台，抽水机4台，粪灌机1台及其他小、
微型农机，总价超10万元。

王前树告诉记者，中国广大平原地区农村，机械
化、自动化程度很高，但在丘陵及山区，实现完全自动
化还有困难。“以前犁地靠牛，农忙时用牛一月，但这牛
得一直养着，至少每天花半个工养牛。”王前树说，现在
犁地犁田，都是机构化，用旋耕机、微耕机。

农机具让农民从艰苦的体力劳作中“解放”出来，
这增强了王前树务农的信心。王前树相信，随着机械
化、智能化程度的提高，将会有越来越多的适合丘陵、
山区地貌特征的农业机械被发明出来，对土地的规模
化整理也将成为未来农业发展的趋势。

9月23日，秋分，中国首个丰收节，
宜宾县叙州区农机站在蕨溪镇黄金
村，启动了为期7天的“联合收割机驾
驶员培训”。来自全区20余个乡镇的62
名新型农民，参加了培训。王前树带着
老伴罗家容，放下手里的农活，脱产学
习联合收割机操作。经过考试后，这批
年纪从18岁到60余岁不等的农民，将
取得国家相关部门认可的“执照”。

“机械化程度高不代表耕作可以
简化，深翻细耕能提高黄谷品质。”王
前树的黄谷，每公斤比其他村民贵
0.20元。水稻专业出生的周黎军告诉
记者：王前树种的旱稻米品质比较好，
口感达到优质三级水平。稍加包装和
有机化，王前树的稻米价格每公斤完
全可以提高到8-10元。

成都商报记者从叙州区农业局了
解到，国庆节后该区将为60余名“职业
农民”颁发职业资格证。王前树是当地
认证的职业农民之一。54岁的王前树
不但拿到了农机执照、职业农民证书，
还熟练地玩起了智能手机，甚至会用
视频软件对小视频进行快慢编辑。几
年前，王前树申请注册了家庭农场。对
于自己发明的旱稻种子，王前树也在
考虑申请专利。

在叙州区农机站站长杨溢眼里，
54岁的老农民王前树无疑是当下的新
型农民的代表之一。王前树很早前就
参加了宜宾职业技术学院组织的新型
农民培训。

前些年，和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
的王前树一直比较担心，他们这批老
农民慢慢老去，而年轻人似乎并不愿
意留守农村。现在，王前树欣喜地看到
事情正在发生变化，返乡务农搞种养
殖、流转土地搞集约化生产的年轻人
越来越多。

在杨溢看来，农村确实大有作为，
很有前景。“农村劳动力减少，个体种
田的人越来越少，土地集约化是不可
避免的大趋势，因此农机大有作为。”
杨溢认为，丘陵、山区的农民，最终也
将实现机械化、现代化。
成都商报首席记者 罗敏 摄影报道

新型
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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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热爱种地，不是在干活就是在去干活的路上……
他发明旱稻，从此水稻种在土地里……
他自娱自乐，坚持做了几十年的常规稻种选育……

产出低怎么办？
“捡”土地——

至少翻耕三至四次至少翻耕三至四次，，
把荒地耕成熟地把荒地耕成熟地

水稻遇旱怎么办？
栽旱稻——

““稻谷要是能种在地里稻谷要是能种在地里，，
不就不怕干旱了么不就不怕干旱了么？”？”

王前树的奇不仅在于王前树的奇不仅在于
痴迷于种稻谷痴迷于种稻谷、、育种子育种子，，还还
在于他用了几十年时间在于他用了几十年时间，，
发明发明““旱稻旱稻”。”。

爱发明

现在现在，，王前树欣喜地王前树欣喜地
看到看到，，返乡务农搞种养殖返乡务农搞种养殖、、
流转土地搞集约化生产的流转土地搞集约化生产的
年轻人越来越多年轻人越来越多。。

盼未来

王前树结婚分家时王前树结婚分家时，，
家里只有家里只有 88分地分地，，无论怎无论怎
么种么种，，都不够吃都不够吃。。不得不在不得不在
饭里放进红著饭里放进红著、、玉米玉米。。

饿怕了

王前树耕种的土地已王前树耕种的土地已
达达 183183亩亩。。在有着百余万在有着百余万
人口的叙州区人口的叙州区，，单种稻谷单种稻谷，，
王前树是种稻规模最大的王前树是种稻规模最大的
农户农户。。

狂种地

纪录片《二十二》捐千万票房
设“慰安妇研究与援助”专项基金
成都导演郭柯：这是一个良性循环

达州一人行道地陷
两人遇难两人被困 救援还在继续

救援现场

王前树的稻谷丰收了

王前树展示稻种 王前树在地里劳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