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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级级大大风风刮刮倒倒了了大大片片玉玉米米
多个乡镇玉米受灾，农业部门称可申请保险理赔

八级大风说来就来

成片玉米遭了殃

21日商河的天气说变脸就
变脸，中午还艳阳高照，下午就
开始狂风暴雨，降水过程中，风
力达到8级。8级大风过后，商河
不少地方的玉米遭了殃。还
有一个月就要成熟的玉米在
这场狂风暴雨中，纷纷匍匐
在地，有的甚至被连根拔起。

2 2日上午，记者来到商
河县贾庄镇苏家村的玉米田
里，看到成片的玉米倒伏在
地里，玉米已经有两根手指
般粗细。记者低头发现，不少
倒伏的玉米已经从根部直接
折断，玉米棒上的红缨穗有
了枯萎的迹象。村民苏先生
看着倒了一地的玉米，心疼
地说：“还有一个月就熟了，
这一场大风，把今年的粮食
都带走了。”

谈到 2 1日的那场大风，
苏先生现在还心有余悸。苏
先生说：“我在家里，听到风
把 我 家 的 大 门 吹 得‘ 吱 吱 ’
响，雨停了急忙去田里看，一
下子傻了眼，玉米全倒了。”
据了解，此次玉米倒伏主要
发生在玉皇庙、贾庄、张坊、
怀仁等乡镇（街道），苏先生
家周围是此次玉米受灾的重
灾区。

扶不扶都是难事

农业部门建议别扶

苏先生看着倒了一地的玉
米，陷入了两难，这倒伏的玉米
到底扶还是不扶？一旦将玉米
扶起，如果再遇大风一吹，玉米
90%以上得折断。如果不扶，三
五天玉米自己不能恢复，大晴
天就能被晒蔫。苏先生说：“扶
还是不扶，都是难事。”

记者在田地里看到不少农
户也在尝试将没有折断的玉米
扶起。农户王女士说：“那些折
了的，肯定不能长庄稼，这些没
折的，扶起来也许多少还能长
点粮食。”王女士说，扶玉米也
是一件难事，两个人一天扶不
了一亩地，再加上现在玉米根
部较脆弱，一碰就折。

对此，记者咨询了商河县
农业局种植科的工作人员，工
作人员解释道，倒伏玉米不建
议扶正，应任其生长。商河县大
部分玉米已进入灌浆期，倒伏
后扶正易造成二次伤害，可喷
施叶面肥促进玉米生长，并喷
施甲基托布津、多菌灵等杀菌
剂预防病害发生。

玉米减产一半以上

农户急着卖嫩玉米

玉米倒伏后，即使扶正产

量也会受到影响。据玉皇庙镇
的刘先生介绍，此次玉米倒伏，
他家的玉米至少减产50%，20
亩地得损失1200元。刘先生说：

“还有一个月玉米就能收获了，
今年长势不错，每亩地收1500
斤应该没问题。现在折的折，倒
的倒，能收到六七百斤就不错
了。”

在刘先生眼中，像这种天
灾人祸在所难免，目前最让他
棘手的是，那些折掉的嫩玉米
该怎样处理。刘先生说：“这些
玉米都能煮着吃了，最近很多
农户都开始将嫩玉米分给亲戚
朋友，有些不能煮的玉米就直
接喂猪了。”

近日，城区里摆摊卖嫩玉
米的小贩增多，记者打听发现，
很多摊主来自玉皇庙、贾庄等
乡镇。在田园路附近摆摊的张
女士说：“没办法，有时候一块
钱卖俩，拉了一车来也卖不了
多少钱。真希望能有养殖公司
来我们这儿收购一下。我听说
沙河乡的不少乡村就直接将没
有成熟的玉米卖给奶牛场。”

随后，记者在商河县农业
局了解到，农业局正在积极与
养殖业户联系，尝试将部分玉
米作为青储玉米销售给企业。
农业局的工作人员说：“希望有
收购嫩玉米意向的企业能够及
时联系我们，这样一定程度上
会降低农户的损失。”

各乡镇统计受灾面积

玉米受损可理赔

据了解，早在8月2日前后，
商河县玉米政策性农业保险承
保签单工作就已经完成，全县
玉米参保面积达90 . 28万亩，
玉米参保面积再次实现全覆
盖。参保时，每亩玉米保险费为
15元，保险费80%（12元）由各
级财政给予补贴，参保农户承
担3元。农户想问：“是不是交了
这3元钱，我们此次受灾保险公
司会进行赔偿，能赔偿多少钱
啊？”

商河县农业局的工作人员
提到，在玉米参保过程中，明确
雹灾、风灾、涝灾和重大流行性
病虫害为理赔范围，此次风灾
在理赔范围之内。工作人员说：

“21日受灾后，我们就已经和保
险公司去实地考察。目前各乡
镇政府、村委正进行受灾面积
核定。面积核定后上报我们和
保险公司，保险公司会进行后
期理赔工作。”

对于农户关心的赔偿金
额问题，农业局的工作人员
谈到，目前还没有确定金额。
如果玉米绝产，会根据绝产
的标准赔偿。而减产的部分
会根据全县的平均玉米产量
来确定减产百分比，进而确
定理赔金额。

本报8月26日讯（见习记者
马芳 通讯员 李鹏） 近日，沙
河乡黄金梨品牌基地工作人员正
在忙碌着给黄金梨装箱。颗颗金
色的黄金梨，阵阵浓郁的香气，沁
人心脾。目前，沙河乡黄金梨已喜
获丰收，并进入采摘季，后期将陆
续进入各大超市。

据了解，沙河乡黄金梨生产
基地位于大沙河沿岸，种植区域
主要集中在卢家、潘家、后邸等
村，种植面积达3000余亩，总收成
可达20万斤，是济南市黄金梨特
色品牌基地，所产黄金梨被誉为

“梨中之王”。
“黄金梨每亩产出效益达

6000元，总产值可达4200万元，人
均增收近3000元。”工作人员介绍
说。据了解，为做大做强黄金梨特
色产业，沙河乡还成立专业合作
社，对黄金梨实行统一种植、统一
管理、统一销售，着力打造黄金梨
品牌。

沙河黄金梨

进入采摘季

本报8月26日讯（通讯员
于涓 记者 李云云） 越临
近开学，孙集镇袁窦村、刘庵
村、高仙庄村的小朋友们越激
动。过完了暑假，他们就要搬进
新幼儿园了。据了解，孙集镇今
年实施教育均衡化工程，投资
百万元完善幼儿园教学设施，
300名农村娃娃将在新幼儿园
中迎来新学期。

“老师，新的幼儿园快开学
了吧。”袁窦村的小朋友袁哲每
天都要去本村的幼儿园“监工”
几次，他说做梦都希望早点去
漂亮的幼儿园里上学。在袁哲
的带领下，记者参观了孙集镇
袁窦村的幼儿园。幼儿园占地
1200多平方米，10间砖瓦房从
外面看与周围农房差别不大，
但走进教室内别有一番天地。
多彩的墙面设计，先进的多媒
体教学设备，外加各式各样的
儿童玩具，整齐地堆放在教室
一角。

在教室外面，记者看到500

平方米的活动场地全部铺设了
塑胶草皮；“变形金刚”全包塑
系列大型滑梯坐落于幼儿园中
央，三五个学生在老师的照看
下正玩得起劲。在幼儿园南面
是80平米大型户外沙池；动物
饲养角、果蔬种植园在东西角
落中。幼儿园靳老师说：“这些

教学设施都是我们今年新增加
的，仅仅这一所学校的前期投
入就超过了20万，我们是按照
济南市一类示范幼儿园标准打
造的。”

据了解，孙集镇之前有五
所基础设施较差的幼儿园，老
师缺少教具，孩子们缺少玩具，

学生的课余生活相对匮乏。今
年年初开始孙集镇决定实施教
育均衡化工程，投资百万元完
善幼儿园教学设施。在孙集镇
从事教育工作的李若敏说：“像
我们农村，留守儿童较多，我们
希望能给他们提供更好的教学
环境，教育才是农村的根本。”

330000名名农农村村娃娃将将走走进进新新幼幼儿儿园园
孙集镇投资百万元改造5所幼儿园

21日下午的一场狂风暴
雨，让商河县不少地方的玉
米遭了殃。成片的玉米被连
根拔起，几近绝产。眼看还有
一个月就要成熟的玉米一夜
间倒伏在地，农户在连喊“心
痛”的同时，更面临颗粒无收
的绝望。记者在商河县农业
局了解到，目前乡镇正在进
行受灾统计，经核实后，保险
部门会根据实际受损情况进
行相应赔偿。

本报8月26日讯（通讯员 刘
国燕 记者 刘慧） 为引导广
大妇女抓住机遇、勇创新业，怀仁
镇进一步优化创业环境，面向全
镇留守妇女开展“送信息、送项
目、送技术”等致富活动，引导和
帮助留守妇女自主创业致富。

怀仁镇农技服务队、妇联、计
划生育协会针对妇女就业愿望和
自身条件的不同，从实际出发进
行不同层次的培训，比如有的妇
女想自己进行创业，有的想学点
技术去企业上班，还有一些家务
缠身、年龄偏大的妇女想学习手
工技巧等，怀仁镇针对不同类型、
不同需求的妇女进行培训。

“农村人的观念中，妇女是不
准外出工作的，所以我们想了很
多方式来引导妇女走出家门就
业。”工作人员说，比如积极宣传
女性创业典型，来带动更多的妇
女加入到就业的行列中，“还通过
多种渠道广泛收集、精心筛选适
合农村妇女、就业门槛低、投资额
小、具有良好市场前景的新信息，
组织学习培训，实现家中就业。”

据了解，今年以来怀仁镇共
举办涉及畜牧养殖、大棚蔬菜管
理、纺织加工等各类培训班3期，
培训留守妇女800多人次。目前，
怀仁镇已有100余名留守妇女办
起了家庭工厂、家庭加工作坊、家
庭养殖等创业项目，真正打开了
留守妇女的创业致富天地。

怀仁镇办培训班

帮留守妇女创业

在不少农田里，玉米倒了一地。

文/片 本报记者 李云云

幼儿园
室内环境整
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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