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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学升曾经是一家家电企业的技术

骨干，年薪50万，如今，他是潜山市一名新

型职业农民，潜山市无人机植保服务的领

头人。两年多来，他先后培养了近200 名

无人机飞手，为潜山市科技植保充实人才

力量，他也完成了高级白领到职业农民的

身份转换。

“注意一点，别飞太远，航向要直。”“小
心脚底下，注意安全。”……8月 16日晚上6
点多，在潜山市余井镇天圣村种粮大户程长
青的稻田里，彭学升正在指导无人机飞手肖
如强开展作业。每年6月到9月，是农作物植
保的关键时节，如今，采用无人机植保的农
户越来越多，凌晨4点就要开始工作，而彭学
升则经常对飞手进行指导。

彭学升是潜山市一家植保公司的负责人，
今年刚满36岁，在此之前，他是一名工程师，在
浙江一家大型家电企业从事大型机械设备自
动化软件编程。作为企业的技术骨干，他曾前
往非洲肯尼亚参与企业新厂的建设。“那时候
国内的年薪在20万，国外达到50万。”

年薪50万的技术骨干，缘何来到潜山，
成为一名职业农民？这还要从2016年一次农
业展览会说起。

2016年初，彭学升在合肥参观了一场农
业展览会，展会上，他被无人机的现代化所
吸引，作为常年从事设备自动化编程的专业
人士，彭学升认定无人机有很大的市场空
间。刚刚辞职的他，便立即投入到新公司
的准备中。

在彭学升看来，干，就要干出气势，干出规
模。第一次便向无人机厂家打款80万，预订50
台无人机。但他对农业不了解，最终在听取很

多专家的建议后，尝试性地订购了5台。
信心满满，却被2016年夏天的雨水浇得

透心凉。“到了植保期，雨水整整下了一个
月，等雨停了，稻子都没了。”彭学升说。

此外，彭学升也没想到无人机的更新换
代的速度那么快，最初购入的5台无人机中，
有3台还没有拆封，就已经淘汰了。数万元的
无人机成了一堆废铁，收废品的人连花10元
钱回收都觉得贵了。

投入40多万，亏损27万，彭学升萌生了
退意，可依然心有不甘。

“当时潜山也有无人机，但是不多，会操
作的人就更少。我的专业让我有先天优势，
而且我确信这是一个朝阳产业。”彭学升说。

正在此时，政策的春风来了。“2017年和
2018年，国家和潜山相继实行无人机补贴，
到2019年，国家又大力支持农业生产社会化
服务，这些政策我都赶上了。”彭学升说。

如今，通过订单式服务，彭学升的服务
农户达12000余户，服务面积达11万亩次，每
年还能卖出30多台无人机。

随着潜山市选择无人机植保的农户越来
越多，培养专业的无人机飞手则是当务之急。

“每台无人机上都有一红一绿两盏灯，这
就是无人机的航向灯，左红右绿，通过航向灯
判断航向，此外，飞行的速度、高度、间距都有
讲究，才能保证植保效果。”彭学升说。

为了更好地开展服务，让更多农民掌握
无人机植保技术，彭学升作为潜山市第一个
开展无人机植保服务的领头者，成为潜山市
无人机操作教师，不断培养无人机操作者。
据了解，彭学升通过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班，
先后培养了120余名无人机从业人员，使其掌
握了无人机植保技术。此外，40余人获得了
无人机植保操作证书，8人拥有民航局颁发的
无人机驾驶员电子执照证书。

职业农民与“无人机”
本报记者 常 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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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市打造“六尺巷”政德教育基
地加强文化传承。“一训”，拍摄“六尺巷
礼让为先、笃素堂廉俭传家”桐城张氏
家训专题片，宣传“廉、俭、礼、让”精神，
已被中纪委网站刊发。“一片”。拍摄《廉
官留痕、百姓铭记》视频公益广告，被安
徽纪检监察网刊发，并推荐至中纪委网
站。“一邮”，借助迎接建国70周年中国
邮政总公司发行一套特色廉政主题邮
票契机，积极争取推出一套“六尺巷”廉
政题材邮票。“一书”。组织编纂《桐城家
风人品官声录》，汇集历代先贤掌故、红
色基因精神、当代良好风尚等内容，预
计年底出版发行。“一厅”，在六尺巷核
心区规划建设廉政文化展厅，以史喻
今，以案说法，彰显“崇德重礼、克己清
廉”的历史文化传承。 桐 办

桐城
加强文化传承

迎江区做好耕地保护确保粮食安
全。加大农业补贴力度，去年发放稻谷
补贴25万元、中央财政农业支持保护补
贴332万元、棉花目标价格改革补贴151
万元。今年发放中央财政农业支持保护
补贴280万元、统防统治作业补助9.3万
元。加强耕地流转监管，构建农地非农
化“早发现、早制止、严查处”常态化监
管机制，对“大棚房”专项行动中发现非
农化的2.36亩耕地，立案查处并复耕恢
复农业生产功能。多项目提升耕地质
量，实施“两区”划定、高标准农田建设、
耕地质量等级评价等项目，建立健全激
励和约束机制，做好项目建设管护工
作，确保建得好、管得了、稳得住，促进
耕地质量良性发展。 迎 江

迎江
确保粮食安全

大观区着力打造专业园区平台推
动绿色发展。打造现代物流园，伊斯特
威尔、普洛斯等龙头企业先后签约，中
通分拨中心一期投入运营，供应链云
仓、韵达物流即将启动建设，现代物流
体系加速形成。打造绿色环保涂料产业
园。积极融入化工新材料、新能源汽车
两大千亿产业体系，总投资11.5亿元的
新型涂料等4个项目三季度可进场施
工。打造环保绿色建材基地，按照规范、
提升、整合要求，集中入驻博信达等5家
企业，年底前竣工投产。打造环保智能
制造产业园。力争在年内形成净地300
亩，保障杭萧钢构等首位产业项目用
地。打造环保科创平台，与中国环保产
业协会、南京理工大学、省招标集团合
作，共同建设集环保科技孵化、环境检
验检测工程技术中心和环保教育、培训
为一体的服务平台，提供人才技术支
撑。目前，常州磐诺仪器仪表等5个孵化
项目已签约入驻。 大 观

大观
打造专业园区平台

太湖县多手联抓推动村集体经济
“破茧成蝶”。抓观念转化，通过培训、学
习、考察，破解村干部“缺思想”难题。去
年以来，共举办村干部专题培训班5期，
培训学员1500余人次。抓能人领头，抓
住村级换届选举之机，把思想素质高、
热忱为民谋事的能人“吸纳”进村班子，
带领发展村级集体经济。抓资金撬动，
积极争取国家各级财政资金“输血”，大
力开展“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
变股东”三变改革“生血”，积极吸纳社会
资本“充血”，多渠道筹措资金。截至去年
底，累计投入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资金2
亿余元，村均120万元。抓严格监管，构筑
好村级监管平台，设立规范、严格的资金
监管机制，乡镇、村委、村民代表共同参
与监督管理。建立村级集体经济公示制
度，广泛接受社会监督。 太 办

太湖
集体经济“破茧成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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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炎夏日，高温、干旱、强光照及多发的病虫害等，都会对蔬菜生长造成不利影响。7月~9月，是人们常说的蔬

菜“伏缺期”，产量、供应量减少，菜价一般会上扬。

今年蔬菜“伏缺期”内，市民的菜篮子如何保供？记者走访部分菜农、蔬菜批发市场和菜贩了解到，虽然地产蔬

菜产量有所下降，但外地蔬菜源源不断供向安庆市场，全市菜篮子市场总体呈现货源充足、运行平稳的态势。

伏 缺 问 菜
本报记者 查灿华

8月 19日早7点，大观区湖滨
农贸市场内一片繁忙景象。

“西红柿多少钱一斤？”“3.5
元。”“苋菜呢？”“5 元。”“茭白？”

“9元。”
市民胡春芳麻利地挑了1把苋

菜、3根茭白，又让店主切了一截冬
瓜，“夏天我喜欢买些时令菜，如茄
子、豆角、辣椒、黄瓜、茭白等。”

胡春芳说，现在什么菜都能买
得到，每天换着种类买，一个星期
都能不重样，就是觉得最近菜价每
天都在涨，“叶类菜比以前贵了些，
天气炎热，菜贵点也可以接受，好
在都很新鲜。”

“最近半个月，菜价是涨了
些。”卖了近20年菜的何韩英告诉
记者，相比7月，菜价普遍上扬了一

点，每斤涨幅在0.7元到2元。叶类
蔬菜普遍比茄果类贵一些，叶类蔬
菜每斤4~7元，茄果类每斤3~4元。
本地的茄子、黄瓜、豇豆等快下市
了，但蔬菜品种依然丰富，她的菜
摊上至少有三四十种蔬菜。

记者在湖滨农贸市场走一圈
发现，在卖的蔬菜不下六十余种，
除了应季的水生蔬菜，莲藕、鸡头
菜、藕心菜等，时令的叶类蔬菜，南
瓜藤、苕尖、空心菜等，还有非时令
蔬菜，莴笋、胡萝卜、卷心菜等。摊
主告诉记者，这些菜多是他们从三
义蔬菜批发市场拉来的。

当日下午5点左右，记者来到
三义蔬菜批发市场，市场内正是
一天最忙碌的时候，运菜的货车
来来往往。

在南区一家商贸公司店面前，
工人们正在从大型货车上搬运从
合肥运来的蔬菜，有卷心菜、洋葱、
冬瓜、胡萝卜、小青菜等十多个品
种。“一件油麦菜、一件黄白、一件
西兰花，放这边。”该公司老板张
先生正拿着单子指挥工人卸货，

“这是今天到的第三车，还有两车
等着卸呢。”

张先生告诉记者，他公司销
售的伏缺期蔬菜品种有100余种，
每天交易量大约40吨。目前外地
菜占到 80%，每天从武汉、合
肥、杭州来的菜，固定有3车。“7
月 15日到 10月 15日，地产菜少，
我们会从外地调运蔬菜过来，每
年这段时间都是最忙的。”张先生
说，只要安庆市场缺了什么菜，

他们一天之内就能调过来。
“水生蔬菜基本是本地的，苋

菜、空心菜、豇豆、青椒也有部
分是本地的，从大渡口、江南、
石牌那边来的。”三义蔬菜批发市
场经理彭宝云介绍，平时市场上
地产菜能占到近一半，这段时间
高温、干旱，地产菜产量下降，
供应量仅占5%，但由于流通渠道
畅通，从外地调运的蔬菜品种齐
全、供应充足，保证了市民伏缺
季节不缺菜吃。

彭宝云说，三义的蔬菜来自湖
南、兰州、内蒙、山东等地，像娃娃
菜、西兰花、芹菜、西红柿等蔬菜大
多是外地运来的，除了供应安庆市
场，还会销往池州、铜陵、江西市
场，每天交易量达15000多吨。

流通畅了
伏缺菜供应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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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应对伏缺、保证蔬菜供
应，市农业农村局也有谋划，如
及时了解全市蔬菜基地情况，落
实种植计划，保证蔬菜供应充
足。伏缺期本地蔬菜主要为叶类
蔬菜、水生蔬菜，还有来自高山
的辣椒、茭白、豇豆、西红柿等
也大大丰富了菜篮子品种。

“今年我还没有接到种植‘伏
缺菜’供应安庆市场的通知，应
该是市场不缺菜。”8 月进入下
旬，在大观区海口镇红星村一蔬
菜种植基地内，公司老板张思
年正在张罗工人种新一季的蔬
菜，“刚种的有西兰花、甘蓝、
辣椒、小白菜等，预计到9月下旬

就能上市。”
张思年的基地有300多亩，几

十个大棚，每年种两季半蔬菜，
主要供应安庆市场。

“上一波蔬菜在6月中旬收完
的，有辣椒、瓠子、西红柿、小
白菜等，高峰期每天能产十几吨
蔬菜。”张思年说，7月、8月，基
地基本不种菜，高温天气，人工
成本高、蔬菜种植的成本也高，
而且病虫害多，种菜不挣钱，“夏
天高温，蔬菜怕晒，大棚顶上得
铺上黑色的遮阳网，而且，天气
热，工人也不愿意出门干活，找
不到工人。”

如果“伏缺期”安庆市场缺

菜，他们会接到市菜篮子办公室
的通知，种一些“伏缺菜”供应
市场，“前年‘伏缺期’我们就种
了几十亩苕尖。”

“‘伏缺期’蔬菜供应，我
们一直有应急措施。”市农业农村
局市场与信息化科科长程贺胜告
诉记者，像张思年这样的蔬菜基
地，安庆城郊有 11个，平均面积
皆在300余亩，作为“伏缺期”储
备和节日供应。也就是说，每到

“伏缺期”和节日期间，基地都会
有大量蔬菜供应安庆市场。尤其
在“伏缺期”，若城区蔬菜供应紧
张，他们会通知基地种些伏缺菜
（通常是生长快的叶类蔬菜），补

充市场，平抑物价。而且，基地
用药、用肥都在监控之下，蔬菜
质量安全有保障。

此外，每到“伏缺期”，农业部
门还会从岳西调高山蔬菜供应安
庆市场。“伏缺，是因为气温高，不
适宜蔬菜生长。而岳西高山地带，
气温低，蔬菜可以生长。”程贺胜
说，岳西有14万亩高山蔬菜（茭白、
四季豆、辣椒、西红柿等），太湖等
地还有几万亩高山蔬菜，蔬菜供应
充足。目前，全市有50万亩在地菜，
正常年份，地产菜供应能达到50%
以上。而且，蔬菜基地每年还在以
2%的速度增长，地产菜供应量在
逐年增加。

基地多了
地产菜比重增加

持续晴热高温天气，导致怀宁县各乡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旱情，全
县作物不同程度受灾。面对严峻的旱情，8 月 17 日以来，怀宁县各乡
镇、防汛抗旱指挥部各成员单位不遗余力、干群齐心协力、多措并举做
好抗旱工作。 通讯员 檀志扬 潘 邦 摄

围堰取水抗旱

近日，宿松县北浴乡“白玉杯”首届农民篮球赛开幕，掀起全民健身
热潮。在紧张比赛之间，廖河村美丽姑娘还为观赛人员献上节奏欢快、
动作优美的广场舞表演。 通讯员 张 炫 摄

山区篮球赛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