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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目前，我省主要农
作物良种基本实现全覆盖，良种对粮
食增产、畜牧业发展的贡献率分别为
45%和 40%。水稻、玉米、大豆、马铃
薯育种水平处于全国领先位置。

“到 2025年，全省农作物良种覆
盖率将达到100%，把农业‘芯片’牢牢
掌握在自己手中。”这是省农业农村厅
提出的目标，更是郑重的承诺。

“在藏粮于地方面，我们采用秸
秆综合利用，秋翻地，有机肥摄入，
有效保护东北珍贵的黑土。在藏粮
于技方面，我们引进新的技术、新的
品种，减少水稻病虫害，采用无人机
施肥施药、北斗导航无人驾驶插秧
机和拖拉机，减少人力，提高效益。”
桦川县玉成现代农机专业合作社理
事长李玉成说。

粮食高产稳产，离不开科技的“金
扁担”。

作为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领跑者，
北大荒农垦集团的无人化农场领跑全
国，数字农服开启新经济新业态，农业
物联网、“3S”等领域的农业科技水平
始终走在全国前列；创造了全球首例
主粮作物规模最大、参试农机设备最
多、作业环节项目最全、无人化技术最
先进、农机田间作业无人化程度最高
的农业无人化作业示范区。

据了解，2020 年，我省农业科技
贡献率达到 68.3%，高出全国平均水
平 8.3个百分点。耕种收综合机械化
水平达到 98%，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27.9个百分点，居全国第一，农机物联
网应用也居全国领先水平。

龙江儿女勤耕耘
“我把丰收献给党”

前不久，中宣部举行中外记者见
面会，邀请 5名农业农村领域党员代
表围绕“我把丰收献给党”这一主题，
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李玉成受邀讲
述自己的丰收故事。

李玉成介绍，自 2013年组织合作
社以来，村民在规模种植中尝到了甜
头，入社农民逐年增加。他们采取新
的管理模式，将 12000亩地分成 15个
大区，每个区设一个区长，匹配一定资
金，由区长自由支配，分区分量分品种
定量定产，每个区长都能愈加精心地
照顾好自己的责任区域，粮食产量也
大幅提高，年底分红比2015年每户多
分 1800元。与此同时借鉴省内知名
大米品牌成功的经验，从事绿色有机
水稻研发、种植、销售。

“这些年是党的富农政策成就了
我和村民们，我们始终坚信听党话、跟
党走一准儿没错，我要始终担起基层
农民的使命和责任，把丰收回报给

党！”李玉成说。
孙斌是农业部评选的首届十大种

粮标兵。20多年来，他带领鸿源水稻
专业合作社和鼎丰水稻专业合作社联
合社，不但实现现代农业标准化种植
管理，而且正在向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

只要在家，孙斌就坚持凌晨四点
起床，到稻田地里去看看。他说，只有
双脚沾上泥土和露珠心里才踏实。他
时刻牢记基层共产党员的使命和责
任，组织周围农民参加合作社，带领大
家多种粮、种好粮。

正是在孙斌和李玉成这些牢记使
命、不懈奋斗的农民“头雁”的带领下，
我省粮食增产更有保证，农民增收也
开辟了新路径。据统计，目前全省工
商注册登记家庭农场 6.17万个，农民
合作社逐步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
省级示范社发展到1067家，比去年增
长 12.67%。整省推进农业生产托管
服务，全省签订全程托管服务合同面
积2042万亩。2020年，全省粮食产量
实现 1508.2亿斤，粮食安全“压舱石”
的地位作用更加稳固。

守护“中国粮食”
端稳“中国饭碗”

“今年，绥化市粮食种植面积大幅
增加，单产全面提高，丰收已成定局，
粮食总产量将再创历史新高。”

“北大荒集团以巩固提升粮食综
合产能为主线，紧紧围绕省下达的粮
食播种面积目标抓落实，2021年实现
粮食作物总播种面积 4457.8万亩，预
计粮食总产将达到 450亿斤以上，比
上年增加20亿斤。”

……
在近日召开的全省秋季农业生产

和农村疫情防控视频推进会上，这样
的好消息接连不断。

“中国人要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
手里，而且要装自己的粮食。”龙江儿
女一直牢牢记着总书记的殷切嘱托。
在保量的同时，也注重提升粮食生产
的质量。据统计，我省绿色食品产量、
认证面积、标准化生产水平、产品质
量、市场网络和品牌影响力等指标，连
续多年居全国首位，绿色食品抽检合
格率连续多年保持在 99%以上，“龙
江米”“龙江奶”“龙江肉”“龙江油”
成为黑龙江现代农业的靓丽名片和
金字招牌。2020 年末，全省绿色、有
机食品认证面积 8513.7万亩，约占全
国的1/5，占全省耕地面积的35.6%。

“龙江熟，天下足”，“十八连丰”画
卷在龙江沃野正徐徐展开。

牢记嘱托，勇担使命，龙江儿女正
奋力书写一份沉甸甸的丰收答卷。

牢记嘱托勇担使命 书写龙江丰收答卷

本报西安27日电（黑龙江日报全媒
体记者杨镭）备受瞩目的第十四届全运
会在陕西省西安市闭幕。

在省委省政府领导下，经过四年认
真准备和不懈努力，在第十四届全运会
决赛阶段，我省派出410余名运动员参加
30个大项 194个小项的竞技和群众项目
比赛，以 29枚金牌、28枚银牌、26枚铜牌
（第十四届冬运会、竞技项目总和），总奖
牌榜全国第六，取得历史最高位次。其
中在第十四届冬运会上，我省运动员获
得 24金、24银、20铜的好成绩。在竞技
项目上，我省 161名运动员取得 18个大
项、105个小项的决赛资格，共获得5金、4
银、6铜。并获得组委会颁发的体育道德
风尚奖，取得了竞赛成绩和精神文明的
双丰收。

横空出世
龙江体育有了新王牌

乒乓球和自行车一直是我省优势项
目，在本届全运会一如既往地体现了高
水准。

本届全运会，龙江乒乓球军团取得
历史最佳成绩，摘得女单、女双金牌，混
双银牌，男双铜牌。特别是王曼昱，一人
身兼团体、单打、双打、混双四项比赛，并且
取得2金1银的成绩。她在女单决赛中击
败孙颖莎，获得了继1987年焦志敏后，时隔
34年我省的又一块全运会乒乓球女单金
牌，在强手如林的国内乒乓球赛场，这枚
金牌含金量极高；女双决赛中，她又与车
晓曦搭档，击败辽宁的陈幸同/王艺迪组
合，为我省首次夺得该项目金牌，实现了
突破。这些成绩的取得，也为王曼昱在
巴黎奥运周期增加了重要砝码。

自行车项目获得1金1银1铜。在公

路自行车男子100公里团体计时赛中，由
刘建坤、刘满铎、牛益逵、李宏海、孙文
涛、白利君所组成的黑龙江男队，在强手
如林的竞争中，在车胎被扎的艰难局面
下，奋力一搏、当仁不让，摘得桂冠，展现
了绝对实力，实现从单个项目到集团优
势的完美蜕变。

新人辈出
后浪值得期待

不少首次参加全运会的我省运动
员，不畏强手，拼劲十足，展现了龙江青
年一代的风采。

00后滑板碗池小将韩晓刚，年龄不
大却有着“大心脏”，勇夺我省本届全运
会上的首枚竞技项目金牌；在公路自行
车女子50公里团体计时赛中，由关思琦、
卢思颖、关思宇、梁洪玉组成的黑龙江女
队夺得铜牌，其中卢思颖、关思琦、关思
宇都是 95后新秀，展现了超出了她们年
龄的实力。95后汪丽娜顶住压力、发挥
出色，决赛与东京奥运会亚军李倩一起
打出了一场经典之战，最终夺得银牌。
乒乓小将曹巍、徐瑛彬等敢打敢拼，创造
历史，其中曹巍与王曼昱搭档，在混双决
赛中面对奥运银牌组合许昕/刘诗雯，不
畏强手，表现可圈可点，最终收获银牌，
随后他又和徐瑛彬搭档，获得了男双铜
牌。游泳赛场上，18岁的王谷开来虽然
没能登上领奖台，但在与徐嘉余等名将
的竞争中，他所获得的男子 100 米仰泳
第五名和 200 米仰泳第四名，已经是我
省游泳运动员近些年取得的最好成绩，
同时他也展现了“未来之星”的巨大潜
力。

这些年轻人，已成为龙江代表团争金
夺银的重要力量，从他们身上就可以看到

新一代龙江体育人的气质与风采，他们必
将成为未来赛场上我省的主力军。

超越自我
老将重焕青春

在这届全运会上，一批龙江体坛老
将再赴战场，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对项目
的热爱和对金牌的渴望，展现了“挑战自
我、超越自我”的精神。

33岁的白利君勇夺1金1银，用不懈
坚持守得花开。牟海鹏、苗陈雷、罗娜、
梁洪玉等老将竭尽全力，拼到最后一刻，
无论成败输赢都尽显英雄本色。

乒乓球队老将车晓曦，与王曼昱搭
档，一路连克强敌杀进了女双决赛。决
赛中，她将一名老将的经验优势发挥得
淋漓尽致，不断依靠落点、力量、球速、节
奏变化调动对手，为黑龙江队夺得金牌
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女子链球运动员罗娜，结束奥运会
后隔离期回到哈尔滨时，只留给她不到
一个月的时间备战全运会。在教练员刘
继冠、单长成帮助下，她利用有限的时间
加紧训练，状态迅速恢复，在本届全运会
上摘得一枚铜牌。更令人惊喜的是，她
在全运会上的成绩，比一个多月前提升
了近 4米。现在，罗娜已经将目光瞄准 3
年后的巴黎，为再次站上奥运赛场、取得
成绩上的突破准备奋力一搏。

全民健身
““健康健康龙江行动龙江行动””取得辉煌成绩取得辉煌成绩

在本届全运会的群众体育项目中，
我省共取得1金、1银、1铜的好成绩。“草
根球王”袁磊夺得群众赛事活动乒乓球
比赛男子 40-49岁组单打金牌，76岁的

张学友夺得群众赛事活动乒乓球男子70
岁组银牌，他们共同领衔的男团组合获
得群众赛事活动乒乓球男团铜牌。一项
项成绩的取得，标志着我省群众体育的
蓬勃发展，也展现了“健康龙江行动”取
得的辉煌成绩。

幕后英雄
教练及保障团队居功至伟

在一枚枚奖牌背后，还有教练员、保
障团队等的默默耕耘，他们是运动员取
得佳绩的推动力量。

省乒乓球队在本届全运会共夺得 2
金1银1铜，背后是总教练王飞和他的团
队近 10年的默默耕耘。本世纪初，曾经
辉煌的黑龙江省乒乓球队一度陷入低
谷。王飞接过总教练职务之初，便提出

“二次创业、再创辉煌”的新目标。在他
和同事共同努力下，省乒乓球队以培养
年轻运动员为突破口，不但培养出王曼
昱这样的世界顶级运动员，曹巍、徐瑛彬
等小将也成长迅速。从上届全运会的 1
金1银，到本届全运会的2金1银1铜，黑
龙江乒乓球“再创辉煌”的目标正在逐步
实现。

省重竞技运动管理中心主任王长
生，曾是一名出色的摔跤教练员。他培
养的队员任力、刘德利和聂晓明，从第九

届到第十三届全运会上，实现了对男子
古典式摔跤最大级别的五连冠。本届全
运会，王长生的角色发生转变，从一名教
练员成为一名管理者。省重竞技中心下
辖的7个项目，本届全运会实现了全面参
赛，赛场遍及陕西省7座城市。为给各队
参赛队员提供最好的保障，王长生和同
事在各个城市、各个赛场之间不断奔波，
往往是前一个项目刚结束，还来不及与
运动员分享喜悦，就要马上赶往下一座
城市。最终，不枉王长生和同事的奔波，
重竞技中心下辖运动队在本届全运会上
取得1银3铜的成绩。

正是这些默默耕耘的管理者、教练
员及队医等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使得
运动员能以最好的竞技状态投入比赛、
取得佳绩。未来，他们还将继续为龙江
体育培养更多的名将、冠军。

勇于拼搏
展现“积极向上”新风貌

本届全运会，我省全体运动员、教练
员和工作人员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遵
守赛风赛纪，干干净净参赛，实现了兴奋
剂事件零出现，赛风赛纪问题零发生，做
到了得干净的成绩，拿纯洁的奖牌。

在全运会赛场上，无论是集体项目
还是个人项目，老将勇于拼搏，年轻选手

不畏强手，不仅展现出了高超的运动水
平和良好的竞技状态，取得了运动成绩
的突破，还展示出顽强拼搏的决心和龙
江体育精神的丰富内涵。不少运动员能
正确坦然对待胜负，与各省运动员在场
上是对手，在场下是朋友，向全国观众展
现了新时代龙江健儿自信、谦逊、亲和的
一面，塑造着可信、可爱、可敬的龙江形
象，给全国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融媒宣传
形成互联互动新阵地

本届全运会，我省传统、新兴媒体共
同发力，向龙江人民全方位展现了龙江
体育人的风采，通过讲好他们的“龙江故
事”，鼓舞了全省人民的士气。

微信、微博、头条、抖音捷报频传，热
搜上榜、话题不断，王曼昱微博热搜超 1
亿次、抖音话题超4亿次，龙江人民在“指
间云端”感受龙江体育风采，在社会上掀
起了一股强劲的体育热潮，进一步增强
了群众的健身意识，激发并带动了更多
人投入体育运动。省内各新闻媒体全方
位报道了全运会赛事，特别是深度挖掘
运动员、教练员的感人事迹，更好诠释了

“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奥林匹克
精神和“不畏强手、顽强拼搏、超越自我、
勇创一流”的龙江体育精神。

26 日傍晚，巴彦县兴隆镇一小
区内，一只纸飞机突然从空中飘
下，正在进行疫情防控的民警贾岩
接下了这支纸飞机。民警打开纸
飞机，通读全文后，感动地朝着纸
飞机飞下的方向敬了一个礼。

这只纸飞机到底是谁放飞
的？记者通过这封信了解到，纸飞
机出自哈尔滨市花园小学哈西校
区在读学生，名叫“小潘潘”。凭借
这一点信息，记者几经努力，终于
找到了这个暖心小女孩“小潘潘”。

27 日下午，记者与贾岩进行了
视频连线，重温了当时的情景。“当
天傍晚我正在执勤，就听到有人喊

‘警察叔叔’，我就四处寻找，发现
在对面楼 5楼阳台上有人向我打招
呼。我上前询问有什么事情，这时
一支纸飞机便从窗口飞出。”哈尔
滨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特警四大
队民警贾岩说，第一次遇到这种情
况，很新奇也很暖心。

贾岩在安全防护的状态下小
心打开了小女孩的纸飞机，上面有

一封孩子写的信。贾岩说：“虽然
每天穿着防护服坚守岗位很累，但
看到小女孩的信后非常感动，疲惫
瞬间缓解，身体也暖了起来。”

放下信，贾岩向“小潘潘”敬礼致
敬，并深切地嘱咐道：“小朋友，谢谢你
的关心和鼓励，叔叔一定全力保证你
们的健康和安全，你在家里也要注意，
调节好心情，做好家人的好助手，叔叔
相信你长大后一定会成为一名对国家
和社会有贡献的人。”贾岩说完就又投
入到紧张的防疫工作中。

从隔离区飞出的纸飞机
□文/摄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爱民 邢汉夫

第十四届全运会大考发榜 黑龙江军团冬夏项目齐发力

总奖牌榜位次排第六 夏季项目出现新王牌

王曼昱王曼昱。。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汪丽娜（红方）在比赛中。

省体育局提供

25日上午，一辆载满软枣
子的小汽车行进在方正林业
局有限公司局址的各个核酸
检测点。每到一处，司机便
将软枣子送到检测人员手
中。“你们太辛苦了，送给你
们一些软枣子吃。这是我自
己种的，有营养，放心吃吧！”朴
实的语言让核酸检测点工作人
员心里暖暖的。这位司机在每处检
测点放下软枣子就走。

事后通过调取车牌号，才查到这位不愿留下姓名的热心
人，就是石河林场软枣子种植户戚仁军。

谈到送软枣子的初衷，戚仁军说，一天中午，他在卖软枣
子时发现附近的核酸检测点一位穿着防护服的检测人员在吃
盒饭，头也不抬，一口接一口，狼吞虎咽。迅速吃完盒饭后，这
位工作人员又马上投入到核酸检测工作中。“当时，我瞬间被
感动了。心里立刻产生一个想法，应该为检测人员做些什
么。”戚仁军对记者说，他们那么辛苦，还要面对危险，应该吃
点软枣子，这种水果维生素C含量高，可以增强免疫力。

说送就送。第二天，戚仁军在了解了局址具体检测点
数量后，借了辆车，装上足够的软枣子，一个个检测点送。
为方便检测人员食用，细心的戚仁军还在每个泡沫箱上
挂上了塑料袋。

“我这么做并不是想出名，就是被核酸检测人员
的敬业精神所感动，同时我也为防疫工作出了份
力，非常满足。”戚仁军言语朴实、情真意切。

送软枣子。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健摄

检测点上的00后志愿者
没有网课的日子变身“大白”

□文/摄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马智博

“您好，请出示身份证……”26日
一大早，一个“大高个”准时出现在哈

尔滨市道里区榆树镇新乡村社区服务
中心核酸检测点为村民进行信息录入服
务。他叫胡春禹，厚重的防护服、熟练的
动作，让他看上去与普通的医护或社区工
作人员无异。而事实上，他是榆树镇新乡
村一名年仅17岁的高中生志愿者。

别看年龄不大，但自 2020年以来，每
次在疫情危急关头，00后胡春禹总是挺身
而出参与到各项防疫工作中。近期，哈尔
滨市全员核酸检测启动后，胡春禹更是第
一时间报名志愿服务。

7时许，记者见到胡春禹，他正在忙着
扫描身份证、录入信息、核对检测瓶……

一套动作操作下来十分熟练。“学
校今天的网课暂停，我就立

即跟村里沟通，继续来点
位服务。”胡春禹告诉记
者，前两轮核酸检测他
参与了全程的服务，
从 6时一直到 21时。

“说不累是假的，一天
下来，衣服都是

湿

透的，但是作为年轻人，能贡献自
己的力量为村民们做点事情，我觉
得很值。”胡春禹说。

对于正处在高三阶段的他，记者
十分好奇地问胡春禹，如何协调做志
愿者与高三学业，“晚上把学习时间延
长一会，提高些效率是可以满足学习需
求的。”胡春禹解释道。

“村里的几轮疫情防控，他都全程参
与了。”看着忙碌的胡春禹，新乡村党总支
书记王国良说。王国良告诉记者，自2020
年 3月以来，了解到村里急需防控力量，
胡春禹立即向当地团委报名参加志愿服
务。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已相继在值守
卡点、巡逻管护、普及疫苗常识、助力检
测等多项疫情防控工作中进行志愿服
务。“年轻人对于各种业务接受能力
强，他还肯吃苦，真是为村里的疫情
防控工作帮助很大。”王国良告诉
记者，就在村里前两轮全员核
酸检测中，胡春禹每日信息
录入量就多达千余条，
极大地提高了全村
的核酸检测效
率。

罗娜与教练刘继冠罗娜与教练刘继冠。。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荆天旭荆天旭摄摄

黑龙江公路自行车男队登上冠军领奖台黑龙江公路自行车男队登上冠军领奖台。。省体育局提供省体育局提供

胡 春 禹 在
核对信息。

“小潘潘”的感谢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