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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保障高温供气安全

不浪费有门道

餐桌外的浪费，如何解决？
科学储粮仓，科学减损耗
——探访我省水稻收割存储环节如何减损增效
本报记者 徐黎明

高安市发放给农民的科学储粮仓。
（资料图）
又是一年收获时。我们在减少餐桌上浪费的同时，
餐
桌外的浪费也不容小觑。在我省，粮食从收割到仓储，各
个环节都存在浪费损耗。通过对农户发放科学储粮仓、
对
老旧粮库实行改造升级等，
我省粮食减损增效成效明显。

政府补贴推行科学储粮仓
高安是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市）。8 月中旬，记者来
到该市灰埠镇，农民夏德良正在用蓝色储粮仓存储刚刚
晾干的稻谷。
虽然只有 4 亩稻田，但储存问题容不得半点马虎。夏
德良说，过去，由于农户采用传统方法自制用具储存粮
食，物理隔离条件不好，粮食容易受到家禽、鼠雀、害虫侵
害。自从当地推广标准化储粮装置，夏德良有了自己的
“小粮仓”，
不再担心粮食损耗。
“粮仓便宜厚实，老鼠进不去。”记者看到，小粮仓是
由三圈直径超过一米、高度不到半米的彩钢板筒组成，可
储稻谷 1000 公斤。粮仓虽小，作用却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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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储粮仓首先解决了鼠害问题，其次可更好地防
霉，对农村各家储粮分散的情况来说，是个好举措。”高安
市发改委副主任谢宗权介绍，高安市先后分 3 批次向该市
农村推广使用科学储粮示范仓，共计发放科学储粮示范
仓 7000 余套，使用率高达 85%，每年可减少粮食产后损失
30 万公斤左右，减损增收近千万元。
在我省，仍存在部分农户储粮设施简陋、粮食装卸运
输抛漏等问题，粮食损失不容小觑。在鄱阳、万年等地农
户家里，记者了解到，拥有政府推行的科学仓储设施的农
户占多数，但仍有部分农户使用简陋的仓储设施。一些
农户将谷子堆在客厅和楼道下，晒干了的稻谷则用编织
袋装着，码放在屋子一角。
“老鼠很猖獗，夜里为了偷食谷子常常互相撕咬。”鄱
阳县饶埠镇农民齐火才指着墙角边老鼠吃剩的谷壳说，
由于缺少晾晒场，导致收割上来的稻子迟迟不能晾干，让
老鼠有机可乘。500 公斤谷子，老鼠要吃掉几十公斤。
为在仓储环节减少粮食损失，我省从 2009 年起向种
粮户发放科学储粮仓，采取政府补贴的办法，成本价为
400 多元的储粮仓，农民购买只要 160 元，目前，已向农户
发放了 30 余万套科学储粮仓。粮仓“上不漏，下不潮，能
密闭，能通风，既防虫，又防鼠，既隔热，又耐用”，使用年
限在 15 年以上，受到种粮户的欢迎。赣州市推广了近 6
万套这样的小粮仓，总仓容达到了 5000 多万公斤，相当于
新建了一个 5 万吨的粮食储备库。

提升仓储管理水平减少粮食损耗
近年来，我省国家粮食储备库以创建“四无粮仓”
（即
无害虫、无鼠雀、无变质、无事故）为目标，推行仓储管理
规范化、储粮科学化、设施现代化、环境生态化、队伍专业
化建设，仓储管理水平不断提升。
高安市建山国家粮食储备库仓房和仓储设施均是上
世纪八九十年代建设和购置的，设备老化，建筑陈旧，储
粮效果差。
“储粮技术是仓储企业的命根子。”谢宗权说，为提升
储粮技术水平，减少储粮损耗，延缓粮食陈化，确保库存
粮食质量安全，该市通过积极争取上级资金，先后整合资
金 400 余万元，对 28 座仓房墙体、门、窗、通风、防潮系统
等进行了维修改造，该库被授予全国粮食系统弘扬“四无

粮仓”精神先进单位。
我省通过对“危仓老库”维修改造和功能提升改造，
大大改善了库容库貌，提高了仓房储粮能力，实现了中心
粮库管理数字化、储粮技术智能化，绿色储粮技术覆盖面
明显提高。资料显示，
“十三五”时期，我省粮食行业粮食
仓储物流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拥有符合科学技术储粮
要求的粮食仓容不少于 1800 万吨。

及时烘干让粮食颗粒归仓
鄱阳县饶埠镇种粮大户黎春生，流转了 400 多亩土
地种水稻。到了早稻收割季，他请了几台收割机利用晴
好天气收割。
“ 机械化收割省事省力，但还是有一些浪
费，挺心疼的。”原来，由于早稻成熟前几场暴雨，导致水
稻秆倒伏，收割机碾压，一亩地大概损失 20 公斤左右的
粮食。
当地一名长期在农机部门工作的干部告诉记者，一
些收割机司机为了赶时间，收割时机器行进速度普遍高
于正常要求速度，往往导致稻粒还未与秸秆彻底分离，就
被抛出收割机外。同时，粮食熟透后，人工收割时可能会
造成脱粒，直接掉到地上。收割后晒在场院或者公路上，
风吹日晒都会造成浪费。
尽管田间水还没有退完，但这没有影响万年县石镇
镇低洼地段种粮大户的心情，他们将刚收割的湿漉漉的
谷子运往加工企业。当地合作社今年新购了不少粮食烘
干机，可大量收购湿稻谷。以前，遇到这种状况，种粮大
户收割的稻谷若不能及时晾晒，就会出现发芽霉烂。该
镇种粮大户汪文耀流转租种了 500 亩稻田。去年 7 月，稻
子收割后由于没有足够的晒场，又遭遇持续降雨，有 6000
公斤稻谷出现霉烂，仅此一项就损失近万元。因晾晒不
及时，其他没有霉烂的稻谷质量也受到影响，每公斤价格
比正常情况少几毛钱，有的谷子不得不以低廉的价格送
到饲料加工厂处理。经过此次教训，汪文耀下决心购买
烘干设备。自从有了粮食烘干机，他不用担心自家的稻
谷会霉烂了。
如今，在我省，随着粮食烘干机械数量大增，种粮大
户可大大降低恶劣天气带来的粮食发霉浪费风险。数据
显示，我省粮食烘干机保有量突破 1 万台，保有量增幅、现
有保有量、烘干能力等均位列全国首位。

大米加工环节是否存在浪费？记者深入企业走访，
发现
“跑冒滴漏”
等直接浪费现象已不常见，
最大的
问题来自部分企业为迎合市场过度加工，
消费者往往过于重视大米的卖相和口感而忽视其营养价值——

本报南昌讯 （记者余红举）8 月 19 日上午，南
昌燃气集团调度中心接报，新建区某小区燃气户
外立管“有异味”，随即，南昌燃气集团立即派出
抢险员前往处理，近半小时后，抢险员成功将立
管修复，解除了燃气安全隐患。入暑以来，南昌
燃气集团抢险队接险情达 257 次，抢险及时率达
100% 。 同 时 ，60 余 名 巡 线 员 对 市 区 范 围 内 3900
余公里管网及附属设施开展巡查，自查 40 起泄漏
隐患，并对 286 处施工工地加强监管，有效防止了
事故发生，保证了管网安全运行。
记者在天宁路采访时，负责该片区的高压巡线
员黄德金正在对附近的燃气管道进行巡查。因高
压管线大多在郊外，黄德金只能在草丛、山坡等地
徒步巡查。据了解，南昌燃气集团安排专人对全市
地下管网、调压器、户外管道、户外燃气表等设施进
行查漏，并加强应急队伍训练演练，做好应急物资
储备、应急装备配置工作；同时对各施工工地、燃气
场站、办公地点等安全规范执行情况进行检查，确
保安全工作平稳推进。

临床用血紧张局面待缓解

省儿童医院再次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记者黄锦军）为缓解临床用血紧张
的局面，8 月 20 日，省儿童医院联合省血液中心
再次开展无偿献血活动，当天有 122 人捐献血液
2.55 万毫升。这是省儿童医院今年以来第二次开
展无偿献血活动，两次献血活动共有 238 人参与。
活动现场，有些刚值完夜班的医护人员还没回
家，就直接从科室赶来献血。献血者中不仅有多次
献血的老面孔，
也有初次献血的年轻医护人员，
不少
病患家属得知消息后，
也主动加入到献血队伍中。

省疾控中心发布健康提醒

做好防蚊灭蚊措施谨防登革热
本报讯 （记者钟端浪 实习生肖智恩）日前，省
疾控中心发布健康提醒，重点防范登革热。据悉，
目前高温高湿天气有利于蚊媒孳生，蚊子可以传播
多种传染病，且目前东南亚地区疫情已经进入流行
季节，我省不排除因输入病例引起本地传播的风
险，因此要做好防蚊灭蚊措施。
省疾控中心专家介绍，登革热是严格的伊蚊媒
介传染病，人与人之间不会直接传播疾病。我国登
革热的传播媒介是白纹伊蚊和埃及伊蚊，俗称“花
蚊子”。
省疾控中心专家提醒，如果去登革热流行区，
要做好相关防范。在流行区要穿长袖长裤，尽量选
择浅色，外出使用蚊虫驱避剂等驱蚊产品，避免被
蚊虫叮咬；住地要安装纱门、纱窗，出门前可以在酒
店房间使用蚊香、灭蚊气雾剂等。哪怕是高档酒
店，也要注意室内灭蚊；如果在逗留期间出现可疑
症状，需要及时就诊并主动说明登革热可能；返回
本地后，如果两周内出现发热，要及时就诊并说明
外出史，同时要配合当地卫生部门，住院隔离治疗。

当心 大米过度加工既浪费又没营养
从农民到歌手

本报记者 朱 华 文/图
轰隆隆的生产车间里，10 多台加工设
备一字排开，一袋袋金黄的稻谷经历筛
选、脱壳、打糠、抛光等多道环节，最终变
成白色精米，直接打包装车发往各地经销
商……这是近日，记者在吉水县某粮食加
工企业看到的一幕。得益于生产线的换
代升级，如今吉水县粮食加工龙头企业纷
纷提高了科技含量，严格按照大米新国标
改善生产工艺流程，大米加工副产品也都
通过市场实现了再利用，几乎看不到粮食
“跑冒滴漏”
现象。
然而，记者了解到，由于对大米的营
养价值没有全面认识，大多数消费者片面
追求大米的卖相和口感，粗加工大米没有
市场，导致部分企业有过度加工倾向，造
成的浪费同样巨大，值得警惕。

龙头企业技术升级 坚决
杜绝“跑冒滴漏”
吉水县多次被评为全国粮食生产先进
县，
也是我省的大米外销大县，
去年稻谷产
量达 52.4 万吨，拥有加工企业 40 多家，加
工的大米多数销往广东、福建等地市场。
去年以来，该县实施“优粮优加”项目，将 5
家粮食加工龙头企业纳入其中，投入资金
1350 万元对生产设备进行技术改造升级，
当地粮食加工现代化程度大为提升。
8 月 20 日，记者来到位于吉水县乌江
镇的福寿米业。去年，在政府部门的支持
下，该企业升级改造了年产量 6 万吨的大
米加工生产线，大米的加工品质和出米率
都有所提升。
福寿米业负责人李建明介绍，要减少
加工阶段的粮食损耗，首先要调整厂区布
局，公司将仓库和加工厂建在一起，能够
让收购来的稻谷直接进入加工流程，这样
少了运输过程中的损耗。记者在该公司
的加工区域看到，加工设备全部为自动
化，只需要 4 个人即可完成全部操作，加
工过程中没有大米洒落的现象。
谷壳、油糠、碎米等大米加工的副产
品有没有被浪费呢？
“稻谷一身都是宝，我

本报记者 邹晓华

们基本上都能吃干榨净，不可能白白浪
费。”在井冈山粮油集团公司，公司质检部
部长曾金根介绍，大米加工剩下的谷壳可
以制成生物颗粒，给粮食烘干企业作燃
料；油糠可以压榨成米糠油，能直接作饲
料；筛选出的碎米可以酿酒，或者卖给食
品加工企业当原材料。

迎合市场需求 过度加工
现象仍存在
据了解，虽然大型加工企业很难看到
直接浪费，但因为市场导向造成的过度加
工 问 题 仍 然 存 在 ，造 成 了 不 小 的 粮 食
浪费。
业内人士介绍，50 公斤稻谷一般去壳
后会变成 40 公斤左右糙米，糙米磨成白米
再损失 5 公斤，再加上抛光、筛选又会损
失 2 公斤，这样就有 7 公斤左右原本能吃
的大米损失掉。如果加工环节再多一些，
出米率还会更低。
从营养价值的角度看，过度加工造成
的损失更大。研究显示，稻谷越靠近表皮
的部分所含的营养越丰富，为了更好的口
感而打磨掉的部分，虽然重量只占稻谷的
3%，但营养成分却能占到 50%。同时，每
增加一次抛光，生产一吨大米就要消耗约
10 度电，不利于节能环保。
过度加工不利于保留营养，成本也更
高，为什么部分加工企业仍盲目追求呢？
原来，抛光程序越多，大米就越白、越亮，
看起来晶莹剔透、光鲜亮丽，这种大米往
往在市场上被认为是高档米，可以卖到更
高价格。
“既要保证脱壳干净彻底口感更好，
又要避免营养价值损失过多，把握这个平
衡很难。”李建明表示，福寿米业生产的大
米都是收购价位较高的优质稻谷，所有的
加工程序只有 18 道，抛光程序只有两道，
符合国家要求的适度加工的标准。而行
业内有的企业本身稻谷品质一般，就会在
加工环节上动脑筋，有的加工程序多达 30
多道，其中抛光程序会达到三道甚至四

南昌市民在超市里选购大米。
道，这种明显就属于过度加工。
为了遏制这种过度加工的导向，去年
我国的大米新国标已正式启用。据了解，
新国标强调了碾磨的加工步骤，对精度加
工设置上限，突出了适度加工。业内人士
认为，新国标将大米加工精度下调，有利
于促使加工企业更加注重提升大米加工
质量，避免过度加工，
推动行业健康发展。

粗加工大米少见 部分市
民下乡买粮
对于精加工和粗加工大米，市场上的
经销商和消费者是什么态度呢？
在南昌青山湖万达广场的永辉超市，
记者看到大米销售区上架的大米足有 30
多种，绝大部分都是多道抛光的精加工大
米。记者试探性地询问有没有未抛光的
粗加工大米，店员表示只有一种东北产的
珍珠米符合要求，售价为 2.09 元/500 克，
是该超市所有大米中价格最低的。记者
发现，这种大米色泽和其他米比起来暗淡
无光，中间还有很多白色胚芽。
“这种米口
感一般，虽然便宜但卖得不怎么好，不如

你 买 其 他 的 。”店 员 不 断 推 销 其 他 高 价
大米。
记者发现，散装大米可以通过外观辨
别其是否经过多次抛光，但袋装大米却很
难识别。该超市的袋装大米大多标示为
“一级大米”，营养物质含量也都大同小
异，没有经验的消费者往往只能通过包
装、价格来猜测大米的好坏。
“如果市场上有粗加工的大米卖，我
也会考虑买，可是很难找到。”吉水县城居
民胡女士表示，她比较追求大米的营养价
值和原生态，因此每年都特意找当地种粮
大户买米，再委托加工厂进行脱壳、去糠
等简单加工，吃起来口感并不差。近年来
在南昌，也出现了不少市民下乡买稻谷，
再自行寻找加工厂进行粗加工的现象。
业内人士认为，要从根本上扭转大米
过度加工导致的浪费问题，一方面需要相
关监管部门加强对企业的监督，严格落实
相关技术标准；另一方面加强对市场的引
导，帮助广大消费者树立健康、节约的消
费观念和科学的膳食习惯，倒逼企业减少
过度加工，从而达到提高出米率保障粮食
安全的效果。

8 月 14 日，在大余县丫山风景区一间乡村酒
吧，罗名华正在给游客演唱自己谱写的客家民歌。
罗名华的酒吧很有特色，名字叫“千里走单骑”。酒
吧由一栋老屋改造而成，
门口挂着蓑衣和斗笠。
罗名华是一名地地道道的农民，年少时，他
的爱好是唱歌，梦想成为一名乡村歌手。中学毕
业后，他曾一边外出打工，一边寻找机会实现梦
想。2012 年，罗名华放弃漂泊回到家乡，开过拖
拉机、卖过石灰膏、做过泥瓦匠。
转机出现在 2015 年。A 哆乡村正式营业，听说
当地有一个农民罗名华不仅歌唱得好，还能自己写
歌，丫山风景区便邀请罗名华把老房子改造成单车
俱乐部酒吧，吸引单骑游山的年轻游客。
如今，罗名华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丫山景区的带动下，罗名华实现了梦想，成了一
名歌手，他还入股景区的一些项目。
“酒吧每天都有
游客来，有一定收入，另外我还入股了景区的几个
游乐项目，每年都有固定分红。”罗名华笑着说。如
今，罗名华不但解决了温饱问题，还实现了当歌手
的梦想。

近日，工人在赣深客专（江西段）信丰制梁场工
地紧张施工。连日来，赣深客专（江西段）信丰制梁
场全力以赴抓生产，
确保箱梁按质按量出场。
特约通讯员 陈地长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