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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南双向发力确保粮食生产安全
加大扶持力度 开列限制清单

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提高复垦积极性

根据《洛南县粮食生产扶持办法》，
县财政列支1000万元，对种植小麦的农
户，每亩给予种子、农资和耕作费补贴
200元。对农户种植玉米实行整县投
保，保费由县财政予以全额补贴，并将
自然灾害和野生动物致害纳入保险范
围，优化定损理赔服务。对种植马铃薯
的农户，每亩补贴马铃薯脱毒种薯原种
100元。对当年新购置山区川道适用的
机耕、脱粒、烘干机械等农机具的，在享

受国家农机购置补贴的基础上，再按国
家农机具基准价补助20%。对开展粮
食作物良种法高产示范点创建的，对示
范点种子、化肥等生产资料和土地流转
费予以全额补贴。同时，该县的《促进
农村撂荒地复耕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
转大力发展粮食生产奖励扶持办法》，
在享受上述政策的基础上，对农业新型
经营主体或集体经济组织一次性流转
10——50亩的，每亩奖励扶持 70元；
50——100亩的每亩奖励扶持100元；
100——200亩的每亩奖励扶持150元；
200亩以上的每亩奖励扶持200元，从
而提高群众复垦撂荒地的积极性。

集成关键农业技术
稳定粮食生产形势

在全县开展小麦高产示范点创建
活动，集成“小麦新优品种、配方施肥、精

量播种、氮肥后移、绿色防控、农机农艺
一体化”等六项技术。开展小麦新品种
示范450亩，示范点小麦平均产量376.3
公斤，比大田平均产量 190.3公斤高
49.4％。集成“玉米新优品种、一早三
赶、一增四改”等三项技术，全县玉米单
产稳定在450公斤以上。集成马铃薯

“间作套种、脱毒种薯、垄沟种植、配方施
肥、地膜覆盖、水肥一体、绿色防控、种薯
繁育”等八项技术，全县马铃薯平均亩

产达1450公斤以上，从而有力稳定了粮

食生产形势。

洛南是商洛唯一列入省级复合种植

千亩核心示范区，县财政拿出100万元实

施物化补助，购置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
植一体机3套，调运大豆良种18吨，玉米
良种6吨，化肥125吨，在全县建立玉米
大豆带状复合种植200亩以上连片核心

示范点8个1650亩，各镇（办）建立100亩
以上连片示范点14个1500亩，全县完成
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4.1万亩，可实现

“玉米不减产、增收一料豆”的目标。

补齐基础设施短板
开列限制清单

该县针对农田基础设施配套不全
等问题，积极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
技”战略。完成了2019年度1.715万亩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建设任务，耕地
产能评价提升 40 公斤/亩。2020年洛
南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新建高标
准农田6.9万亩，目前正在进行项目验
收。积极实施2021年度高标准农田项
目，治理面积6万亩，已完成土壤改良
工程。通过项目实施，有力地夯实了
粮食生产基础。

严格落实国家支农惠农政策，改变

国家粮食地力补贴按土地承包证面积
发放的方式，种粮的兑补，不种粮的不
补，对弃耕撂荒连续两年以上的，停止
农户享受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把政策用
到刀刃上。古城镇周岭村2019年招商
引资栽植碧根果504亩，因发展产业失
败，连续荒芜两年，后经多方协调，对其
进行复垦整理，建成了省级烤烟规范化
生产示范基地。

以粮食安全责任制为抓手，压实粮
食生产和耕地撂荒问题整治责任，建立
奖惩机制。对各镇办粮食生产任务完
成情况进行严格考核，并按130分权重
纳入年度目标责任制考核总分。经考
核为前三名的镇办，分别给予10万元、5
万元、2万元一次性奖励。对依法收回
撂荒地的发包方（村或组），按每亩100
元予以奖励。 张正平 闫鹏飞

洛南县是典型的旱作农业大县，
耕地67.3万亩，其中常用耕地面积
48.4万亩，划定粮食功能区39万亩，其
中小麦15万亩，玉米24万亩，临时性
耕地18.9万亩。县委、县政府针对大
量劳力外出务工、农业基础设施薄弱、
土地撂荒普遍、种粮效益差等问题，加
大政策扶持力度，集成关键农业技术，
强化农机农艺配套，补齐基础设施短
板，开列限制清单，严格考核追责问责，
粮食生产实现了恢复性增长。

￥ 走近新职业

宠物摄影师是个体力活

9月19日，记者在西安市科技路
“读宠于你”店见到巫莎莎的时候，她
正拿着相机给一只狗狗拍“生日
照”。布置场景、给狗狗“梳妆打扮”、
用小道具和声音引导并吸引宠物的
注意力……在某一个瞬间按下快门，
一张最美狗狗“生日照”被定格，整个
拍摄流程，她做得熟练而自然。

随后，在给一只调皮的宠物猫
拍纪念照时，过程就没那么顺畅
了。为了吸引猫咪的注意力，巫莎
莎先是设法与猫拉近距离，等猫咪
放下戒心后，利用逗猫棒，引导猫咪

摆出动态的姿势后，快速用相机抓
拍猫咪的最美瞬间。

巫莎莎告诉记者，和普通的拍
摄不同，给宠物摄影是个不折不扣
的体力活。有些宠物不太容易沟
通，有的脾气“倔强”，连主人的命令
都不太愿意服从。在正式拍摄前，
她经常要花些时间跟它们磨合亲
近，还要观察宠物的状态和情绪，判
断它们能不能配合摄影的要求。进
入拍摄阶段，巫莎莎经常要端着沉
甸甸的相机，跟着宠物的节奏不停
变换姿势，一场拍摄下来往往是腰
酸背痛。“要是遇到不顺利的情况，
会出现很多废片。不管是先期的磨

合，还是正式的拍摄，都需要耗费不
少精力和时间。”巫莎莎说。

第一次成功拍摄让她信心大增

“现在养宠物的人很多，对于他
们来说，宠物也是一种情感的寄
托。”巫莎莎说，很多宠物的主人都
跟她有着类似的共鸣，而这也成为
了她入行的契机。

2013年，本来就喜欢宠物的巫莎
莎，在微博刷到了“中国专业狗狗摄影
第一人”张天航拍摄的宠物照片，瞬间
迷上了。当年只有26岁的她，在没有
任何摄影经历的情况下，只身前往北
京拜师学艺，用七天时间熟练掌握了
宠物摄影的技巧。回到西安，就尝试
在爱人经营的宠物店开展宠物摄影。

“记得当初接手的第一单拍摄
生意，是给一只‘泰迪’拍纪念照。
第一次以宠物摄影师的身份拍摄，
心里挺忐忑的。商定 400元拍 9张
照片，我前后拍了1000多张，最终挑
出了 9张，主人对我的拍摄很满意，
让我信心大增！”说起自己的第一次
拍摄经历，巫莎莎感慨万千。

在巫莎莎的宠物摄影相册里，
记者看到了不少表情搞怪、活泼有

趣的宠物照片，看上去颇为治愈。
这些宠物照片，都是她从事宠物摄
影师至今9年时间的作品，也是她付
出心血的见证。

认真敬业让更多人慕名而来

做事认真，拍摄敬业，再加上旺
盛的市场需求，9年来巫莎莎接到的
订单越来越多。有的是朋友介绍来
的顾客，也有慕名而来下单的，9年就
拍了数万张供宠物主人选择的照片，
收入自然也越来越高，越来越稳定。
仅在工作室里随性拍摄，一年最少也
有10万元的纯收入。如果有单就接，
且兼顾出去拍外景，收入就会翻倍。

当天，在巫莎莎的宠物拍摄场
地记者看到，不大的房间里布置了
10个拍摄场景，再配上专门的拍摄
灯具等，就是一个完整的摄影工作
室，她每天在这个空间里给宠物们
拍照、修片……巫莎莎告诉记者，现
在给宠物拍照，收入很不错的。给
一只宠物拍摄纯色单张照片（拍三
张精修一张）收费 108元，布景单张
158元，给一只宠物拍 50张、精修 9
张的套餐收费498元，外景拍摄的费
用可以收到2680元……

据巫莎莎讲，其实宠物摄影这
个行当，对想自主创业的人来说是
不错的选择。目前市场前景不错，
而且开个宠物摄影工作室投入也不
多，租个小点的房子，布置些拍摄场
景，购置相机和灯具，再加上摄影师
培训费用等，一次投入也就5万元左
右。有了摄影工作室，除了室内拍
摄外，还可大量接外拍，这时候可以
定点和几家宠物店搞合作，由宠物
店提供拍摄资源，所得利润按比例
分成，是相当不错的选择。

解码新职业

宠物摄影师，顾名思义，专门
为宠物拍摄照片的摄影师。他们
要善于捕捉宠物的瞬间，以便拍到
好看的宠物照。宠物摄影师必须保
持足够的耐心，
利 用 动 物 的 好
奇心 与其互动，
从而更好地记录
它们。

只要妻子在就是一个完整的家

9月 19日下午，记者来到铜
川新区傅氏阳光小区王乐新师傅
的家。王师傅正在为妻子进行按
摩，屋内窗明几净，干净整洁。

今年69岁的王乐新，中等个，
黑黑的脸庞，有着煤矿工人开朗豪
爽、快人快语的性格。说起近5年
照顾植物人妻子的经历，他没有长
吁短叹，而是觉得就和平常过日子
一样，妻子虽然不能动、不能说话，
但只要她人在，就是一个完整的
家，自己心里就有一个寄托。

王乐新与妻子王守珍同是安徽
阜阳人，从小就认识。1975年，22
岁的王乐新招工成了当时的铜川矿
务局徐家沟煤矿一名井下工人。第
二年，他与王守珍在老家成亲，婚
后，王守珍跟着丈夫来到煤矿。期
间，两人先后养育了两女一儿。
2006年，王乐新退休后和妻子来到

陕北的煤矿，并于 2016年回到铜
川。本打算含饴弄孙享受天伦之
乐，可天有不测风云。2017年，王守
珍突发脑溢血倒地昏迷，经医生全
力施救，王守珍的性命是保住了，
但却成了植物人。先是在医院
ICU病房住了 58天，后又转到西
安一家康复中心一住就是 7 个
月。这期间，王乐新一直就在西
安陪伴着妻子。

照顾妻子精确到每一分钟

第二年7月回到铜川后，没了
医生、护工的医治看护，照顾妻子
的重担全落在了王乐新的身上。

“结婚这么多年，家里的大小事都
是妻子操持，我总觉得亏欠了她
很多。现在她病成这样，我说啥
也不能放弃。”

提起记日记的事，王乐新说：
“最早是在西安的康复医院治疗
时，就开始记录妻子每天的情况，

好让医生看了掌握病情。回到家
后，我觉得还是要坚持记下来，一
来可以系统地安排每天的作息时
间，二来能够督促自己不能偷懒，
而且也可以排遣寂寞。”

说着，王乐新拿出他这几年来
记的日记，整整有10大本。他说基
本上是一年记两本，没有停过一天。
记者从头看起，最早的一本是从
2017年11月8日开始：几月几日、几
点几分喂药、几点几分喂饭、几点几
分翻身、几点几分按摩……事无巨
细，时间安排到分钟。记者粗略算了
一下，10本日记约有40万字左右。

“每天的4次按摩活血一次都
不能少，每次要按摩一个半小时左
右。”他说，“为了照顾好妻子，近5
年来我几乎没有出过门。由于长
期待在家里，可以说脱离了社会，
智能手机都不太会用，和过去的老
同事老伙计几乎断了来往，时间长
了，也就习惯了现在的生活。”

这样的坚持让儿女敬佩同事称赞

大女儿王海燕说：“我爸伺候
我妈就像是军事化管理，太让我
们敬佩了！”

王乐新说：“三个娃都有自己的
工作和事情，我基本上没让他们管过
他妈的事，宁愿自己累点，也不让他们
影响工作。但孩子们很懂事，只要回
来，都是大包小包给母亲买营养品，为
母亲按摩，帮我干一些家务活。还请
了一个护工帮我一起照顾他们母亲，
我现在也能轻松不少了。”

不少矿上的老同事、老工友听
说了王乐新照顾妻子的事，都对他
称赞不已。

王乐新说：“通过这几年的照顾，
妻子已从最初的没有一点知觉，到现
在见了熟人能眨眼睛，还想说话。
今后她活多少年，我就伺候她多少
年，最大的愿望就是盼她能够好起
来……” 黄宪明本报记者王锋

80后宠物摄影师巫莎莎：

9年定格“毛孩子”数万个最美瞬间

每天坚持写护理日记 5年记录40万字

退休矿工细心呵护植物人妻子

布置场景、用食物和小
道具吸引宠物的注意力，等
待合适的契机，用相机定格
它们最美的瞬间……作为
一名专职宠物摄影师，巫莎
莎已经有着9年的从业经
验。为什么她会选择这个看
似冷门的职业？给宠物摄
影有着怎样的不同？三秦
都市报全媒体记者采访了
这名80后宠物摄影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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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川矿业公司徐家沟煤矿退休矿工王乐新为照
顾因病成为植物人的妻子，5年几乎未出过门，而且
每天坚持写护理日记：几点该打针吃药、几点喂饭喂
果汁、几点进行按摩……都记得清清楚楚，写了有
10大本40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