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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8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
体记者董云平）“你走来，大步走向天
安门城楼……”充满激情的朗诵伴着
激昂的配乐。18日，黑龙江省第三届

“美丽家园·幸福生活”社区文化艺术节
暨龙江诵读第四季“百年辉煌”红色经
典朗诵比赛决赛，在省图书馆举行。

此次活动由省文旅厅主办、省图
书馆承办，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进一步推动基层文化建
设，丰富社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本次朗诵比赛于今年 3月份启
动，主要采取线上朗诵为主，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方式，面向社区、面向群
众。经县区普遍开展海选、市地组织
本地初赛，共推选出优秀作品 61个,
组委会组织专家对这些优秀作品进
行初评，最终评选出 24个作品入围
决赛。

决赛现场气氛热烈，鼓舞人心。
《红色航程》《不朽》《信念永恒》《百年
颂歌》……24 位参赛选手在充满激
情的朗诵中，追忆中国共产党走过的
百年历程，抒发对党、对祖国、对社会
主义的热爱之情，展现了红心向党、
锐意进取、砥砺奋进的精神风貌。

诵读红色经典
“百年辉煌”朗诵决赛举行

本报18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
见习记者张思宇）新闻发布会现场，演
出伴随乐队指挥挥舞的双手，一阵阵
气势磅礴的乐声袭面而来，时而亢奋、
时而激昂。18日，献礼建党100周年
原创歌剧《铁人三重奏》的新闻发布会
新颖别致，现场再现的一个歌剧片段，
深深感染和震撼在场的每一个人。

由省歌舞剧院创编的歌剧《铁人
三重奏》，首次将三代“铁人”同时立
于舞台，以他们的感人事迹为独立的
篇章。结构上采用穿越时空、纵横交
叉的手法，让三代“铁人”在三个不同
的时空里激情碰撞，通过塑造三代

“铁人”的歌剧艺术形象，艺术地诠释
铁人精神的核心内涵，填补了该题材

国内歌剧舞台的空白。舞台上，三代
“铁人”在诉说和吟唱中，一会儿将观
众带到上世纪60年代热火朝天的油
田大会战，一会儿将观众带到人头攒
动的油田试验区，一会儿又将观众带
到酷暑炎热、战火纷飞的苏丹打井基
地。三个场景既相对独立，又浑然一
体，三代“铁人”的英雄群像在穿越中
交相辉映、喷薄而出，他们的“铁人”
精神薪火相传……

发布会上，编剧谭博、导演沈亮
等主创人员分别介绍了此剧的创作
历程。

据悉，省歌原创歌剧《铁人三重
奏》6月 27日、28日将在哈尔滨大剧
院隆重上演。

省歌原创歌剧
《铁人三重奏》27日上演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桂英

秉承社会责任和精品理念，从大
学教师改行做编辑出版的梁昌，入行
以来一路优秀：“出版行业跨世纪专
业技术人才”，省优秀图书编辑，全
国优秀中青年图书编辑，省宣传文
化系统“六个一批”出版人才，2011
年获省政府特殊津贴，2019 年获第
二届黑龙江省出版奖（优秀出版人
物奖）。他策划并责编的图书也是
连获大奖——四次获国家图书大
奖，先后获 10项省部级奖励。其中
《中国当代科技精华》获中宣部“五个
一工程”奖和第九届中国图书奖；《中
国古代疆域史》获第二届中华优秀出
版物图书奖。

梁昌，现任黑龙江出版传媒股份
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编辑，兼出版业
务部主任。从大学到黑龙江教育出
版社、黑龙江出版集团，梁昌从事编
辑出版工作已有28个年头。学数学
出身，加上编辑出版工作的长期熏
陶，让梁昌虽踏入社会30多年，但仍
如学者一样，严谨内敛、恬淡理性。
谈及过去，他说，获得每个图书大奖，
都是精品思想和社会责任的体现，虽

然蕴含超人的付出，但回想起来还是
收获更大。

在梁昌心中份量最重的莫过于
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的《中国
当代科技精华》。他说：“那是1994年
的事。我刚从大学调到黑龙江教育
出版社担任编辑，在理科编辑室负责
理科教材教辅的编辑出版工作。《中
国当代科技精华》一共8卷本，我负责
的《数学与信息科学卷》是第一本。”

为了组到最有份量的稿件，陈景
润、吴文俊、王元等这些数学大家，梁
昌想方设法尽量约到他们的稿件，奔
赴全国各地，多次拜会他们的家人、
团队和秘书等。作为责编，从组稿、
编辑、排版、校对到出版、印刷、发行，
每一个环节都亲自把关。排版是在
阿城市的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进行
的，那个年代交通不便，正值严冬，从
哈尔滨到阿城往返，路上也要大半
天，为了节约时间，梁昌和校对人员
及技术编辑住进了印刷厂的职工宿
舍，条件异常艰苦，室内没有厕所不
说，连暖气都没有。北方的冬天，夜
里冷得没法形容，但梁昌一住就是一
周，硬是挺到工作结束。

这套丛书的出版，不仅让梁昌迅
速熟悉了编辑出版工作，业务能力在
短时间内大幅度提高，获得国家级图
书大奖，还联系到国内很多顶级的科
学家，建立了丰厚的专家资源库，并
据此出版了一批填补空白的高水平
的科技学术专著。

梁昌说：“实施精品出版战略，是
一个系统工程。要用精品构建自己
的出版特色，以精品书、品牌书带动
图书生产，实现出版的高质量发展。”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梁昌 矢志做精品

■书香满龙江•第二届黑龙江省出版奖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吴玉玺 孙铭阳

走进星火乡五良纯生态农业专
业合作社的稻田地里，仿佛来到了一
个小型动物园，鱼儿不时地翻腾出水
花，鸭子在稻田里畅游嬉戏……一派
和谐悠然的自然生态景色已经成为

“百里绿色稻米长廊”一道靓丽的风
景线。

“这是一种鱼鸭稻共育的立体栽
培模式。鱼和鸭子在稻田里活动栖
息，吃掉杂草、害虫，不仅可促进水稻
生长，排出的粪便还能当肥料。”星火
乡科技管理委员会主任孙立新介绍，
以往种地的时候，村民们随手把用完
的农药瓶、化肥袋扔在稻田旁，对土
地容易造成污染。现在我们这种模
式可以生产出不施化肥、不打农药的
绿色有机高端米。

孙立新算了一笔经济账，1公顷
“立体水稻栽培”的成本虽然是普通
水稻种植的2至3倍，但1斤有机大米
的市场售价在 18元左右，1公顷地的
总收入就在8万至9万元。

“相较于单一水稻种植，立体栽
培虽然投入多，但回报率也高。”孙立
新表示，去除生产成本，每公顷地纯
利润可达4万元，是普通种植的两倍，
这还不包括卖鱼鸭的赢利。每到秋
收的时候，鲤鱼能长到半斤，鸭子也
能长到两斤半，这些鱼和鸭子都是绿
色食品，能卖不少钱。

当前，插秧时期已经结束，在玉
成现代农机专业合作社的院子里，插
秧机、拖拉机等百余套大型农机具在
院子里“休养生息”。

合作社理事长李玉成介绍，“我
们合作社经营耕地 12000亩，为了更
好地提高产量，我们购买了大型农机
具 230 台套，机械化利用率达到了
99%。相比于小型农机，利用大型农
机耕种土地效率翻了一倍，节省了三
分之一的人工费用。”

为了提高产量，合作社在种地方
面上了科技“手段”，合作社花费了
100万元购买了北斗系统，联合无人
插秧机进行插秧。“利用卫星导航，可
以让秧苗插的更规范、更多，使粮食
产量提高，净收益达到300多万元。”

玉成合作社还在土地托管方面
发力，通过与苏家店镇集贤村集体股
份经济合作社签订土地托管服务合
同，实现了村集体土地7000亩整村推
进托管。合作社通过提供农机开展
全过程托管服务，包括耕、种、防、收
四项服务，托管费用 180元/亩，为农
户节本增效可达150元/亩。

“土地托管可以让农户节省成
本，不用花大价钱去购买耕地设备，
只需要交纳托管费用，就可以在秋天
拿到收成分红。不仅如此，当前正处
于田间管理时期，农户们在地里铲地
雾化进行增收。”李玉成表示，近三年
来，玉成合作社积极通过入股增收、
入社务工增收等多种渠道带动410户
社员每年户均增收超过2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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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的东北三江
平原，绿色的田野一望
无际。

在佳木斯市桦川
县，以星火乡为起点打
造“百里绿色稻米长
廊”，纵向辐射松花江

两岸星火灌区、松江灌区、悦来灌区、
群英灌区、振兴灌区，犹如一条绿色绸
带贴附在松花江畔，以水稻绿色种植
技术为主的大农业画卷在这片黑土地
上徐徐铺开。

浇好春水多打粮。桦川县悦来镇苏苏村村
民赵井海对这句话有着深切的体会。“我们家有
105亩地，以前都是用井水浇地，自从用上灌区水
后，因为水温比地下水高，粮食增产许多，如今已
经能达到年产 17000斤了，而且每年还能省下用
抽水机从井里打水所需的柴油费，也有 1000多
块呢。”

赵井海所说的灌区水，来自位于桦川县悦来
镇的悦来灌区。在渠首泵站，瞭望滔滔江水，悦
来灌区管理站副书记张新峰介绍，松花江江水通
过机电车间的水泵机组，被抽到长 3688米的渡
槽之中，经过渡槽送到位于苏苏村的干渠，再输
送到3个乡镇、34个村屯。

灌区，作为粮食生产的中流砥柱，一头连着
国家粮仓，一头连着百姓生计。

看着江水汩汩流入稻田，很多村民和赵井海
一样，感觉日子有了盼头。

“种植水稻时，村民们使用灌溉设备放水时，
只需要像打开自家的水龙头就可以灌溉水稻了，
不仅操作简便，提高了灌溉效率，还实现了节水
节能。”桦川县水务局工程建设管理处主任张连
杰说。

“悦来灌区的渡槽是中国第三长渡槽，自
2012年4月投入使用以来，改善水田灌溉面积16
万余亩，增加水田灌溉面积 5万余亩，灌区内增
加粮食产量 3000万公斤，年增加效益 6000多万
元。”张连杰介绍，在农业增效的同时，我们还将
开发渡槽的观光旅游功能，与沿江景观带融为一
体，全力打造百里绿色稻米长廊，建设绿色农业
观光服务。在“十四五”时期，悦来灌区还将进行
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工程，通过延伸干渠、支
渠，扩大灌溉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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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桦川县富桦现代农业发展投
资有限公司，一面巨大的电子屏上，
可以看到水稻的生长环境，了解农
药、化肥、除草剂是否施用及施用剂
量。

“这是桦川县政府建的桦川县农
产品溯源监管平台，该平台包括了生
产监管内勤人员平台和外勤工作平
台，同时为监管人员提供了投入品监
管、生产监管等手机客户端，使工作
人员能够在现场拍照，实时上传监管
数据。”富桦公司宣传部长窦敏说。

窦敏介绍，为了全面掌握有机桦
川电商平台的销售服务质量和产品
质量，我们还建设了互联网+农业指
挥中心大数据平台，其中包括电商大
数据平台、产业扶贫大数据平台、溯
源大数据平台和检验检测大数据平
台。

在电商大数据平台，可以全面了
解有机桦川电商运营情况，其中包括
星火大米品牌，电商平台扶贫，有机
桦川销售，京东、天猫、微信营销第三
方平台销售等情况。

“通过屏幕下方的实时发货信息
数据，可以分析出销售方向是以上海
为中心的长三角地区和以广州为中
心的珠三角地区，通过该平台的数据
分析确定了我们的销售方向和产品
定位，丰富了我们产品的多样性，扩
大了市场份额，为我们更好地占领市
场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形成以销的好
促进种的好，种的好引导销的好的良
性循环机制。”窦敏说。

“2020 年我们的销售额达到 1.2
亿元，在‘6·18’促销活动中，我们开展
了一系列满减活动。”公司运营专员
柴欢说，通过电商平台，消费者可以
足不出户就能够了解并购买到桦川
优质特色农产品，我们这里有有机绿
色大米、面、杂粮乃至酒水生鲜，应有
尽有。

当消费者选择自己心仪的产品
时，可以通过手机扫描该产品的二维
码，了解该产品从种植、生产、包装、
运输乃至走上商超等全程全方位的
信息，消费者通过可追溯信息，买的
放心，吃的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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鸭子在稻田里畅游嬉戏鸭子在稻田里畅游嬉戏。。
本栏图片均为黑龙江

日报全媒体记者 邵国良摄

悦来灌区悦来灌区。。

五良纯生态农业五良纯生态农业
专业合作社菌肥培育专业合作社菌肥培育。。

百里绿色稻米长廊百里绿色稻米长廊。。

本报18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
体记者樊金钢）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周年，大型原创音乐剧《空降
玫瑰》18日晚在哈尔滨大剧院上演。

2018 年，一位把毕生积蓄 1000
万元无偿捐赠给黑龙江省木兰县的
耄耋老兵在全国引起了巨大轰动。
她就是木兰籍中国首位女空降兵、感
动中国人物马旭。该剧以马旭为原
型，以“爱国、敬业、拼搏、奋斗、奉献”
为主题，讲述了一个无私奉献、生动
感人的大爱故事。

该剧叙事、场景虚实结合，通过

丰富的艺术样式展示马旭夫妇平凡
而伟大的人生，引发人们对生命中关
于爱、关于选择、关于信念、关于价值
的思考。

来自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
团体和马旭家乡的代表共千余人观看
了演出。马旭夫妇在现场观看演出。

《空降玫瑰》是哈尔滨市庆祝建
党百年戏剧展演重点剧目，由中共哈
尔滨市委宣传部、哈尔滨市文化广电
和旅游局、哈尔滨演艺影视集团、哈尔
滨歌剧院共同打造。该剧将于19日
14时和19时、20日19时继续演出。

大型原创音乐剧
《空降玫瑰》在哈上演

《《空降玫瑰空降玫瑰》》演出现场演出现场。。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蒋国红蒋国红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