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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畅

为落实大豆扩种计划，全面挖掘
大豆增产潜力，北大荒集团今年计划
粮食作物播种面积 4400万亩以上，大
豆播种面积达到 1230万亩以上。通
过签订扩种目标责任状、出台政策扶
持调动种植户积极性、水田改旱田、玉
米改大豆等方式方法，北大荒集团发
挥种子、化肥集团化运营、全程机械化
等优势，实现大豆高产、优质、高效，打
好大豆扩种攻坚战。

政策扶持调动积极性

为突出“稳粮扩豆”主线，坚持扩
面积、提单产双轮驱动，推进大豆产能
提升工程落地，北大荒集团和各分公
司、哈尔滨有限公司签订了扩种大豆
工作目标责任状，制定了《北大荒农

垦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开展扩
种大豆工作督导和技

术 指 导 的 通
知》，召

开了扩种大豆工作专家座谈会，制定
了《北大荒农垦集团有限公司 2022年
大豆生产技术指导意见》。

据介绍，垦区大豆主要采用“大垄
密”栽培技术模式，在合理轮作基础
上，以全程标准化管理为手段，以秸秆
还田、秋起大垄、立体分层定量施肥、
优质良种、精量播种、航化作业、病虫
草害综合防治、节粮减损等技术集成
组装，实现大豆高产、优质、高效。

从3月6日开始，建边农场有限公
司主要负责人深入管理区，对油料物
资下摆、技术培训、机车检修等任务再
部署，农业发展部结合耕地倒茬轮作
和秋整地情况，将大豆种植任务分配
到管理区并落实到地块。

为确保扩种任务落到实处。嘉荫
农场有限公司将扩种大豆纳入农业工
作重点考评内容，制定考核细则和奖
惩办法，制定《稳粮扩豆实施方案》，通
过填写种植大豆调查表、签订责任状
等措施，将任务覆盖到户、落实到人，
做到了底数清、情况明。通过“两微一
端”、电子大屏幕、广播电视等媒体平
台，将机动地上玉米茬 2022年

种植大豆的地块给予
减收承包费

每

亩 50元的优惠政策宣传至每家每户，
极大地调动了种植户扩种大豆的积极
性。

扩种面积230万亩以上

为扩大大豆种植面积，更好服务国
家战略需要，北大荒集团通过地下水超
采区进行水改旱试点，推动玉米轮作大
豆及第四第五积温带玉米改种大豆等
方式，2022年大豆种植面积预计达到
1230万亩以上，增加230万亩以上。

北大荒集团九三分公司在原定
220万亩大豆种植面积的基础上，通
过调整增加大豆种植面积 31万亩，并
将生产任务指标逐级分解细化到农
场，绘出大豆生产分布图，在近期要求
各农场对种植计划进行反复核对，确
定大豆种植面积落实正确无误，确保
大豆种植任务全部分配到位。

为扩种大豆找准切入点。铁力农
场有限公司近两年持续开展高标准农
田建设项目，对1.8万亩旱田进行了改
造。以大豆地秋起垄为切入点，采取

大垄三行密植种植技术，受
光空间为立体多面受

光，产量显著提升；
以市场需求为出
发点，加大大豆
专项品种种植
面积，进一步
提 高 种 植 效
益；以黑土地
保护措施为
着力点，实施
大豆全田秸秆
还田，改善土

质，培肥地力；以
绿色大豆有机食品

认证为落脚点，提高
优质品率，不断为市场输

送安全、环保、生态、可追溯的有

机大豆。为大力推广新型种植技术，
切实做到因地制宜，今年铁力农场有
限公司还将对 10个大豆优良品种进
行试验示范，选育出最适合本公司种
植的优质品种。

日播种进度最高可达300万亩

“十三五”以来，垦区共有 99个大
豆品种通过审定，垦豆 94、垦科豆 28、
龙垦310和龙垦3092等均有较好的田
间表现，各积温带均有适宜区域品
种。2021 年垦丰种业大豆种子繁育
面积 36万亩，预计可生产种子 5万吨
以上，可供2022年1300余万亩大豆种
植所需，2022年北大荒集团预计大豆
种子总需求 4.53万吨，种子完全可以
满足扩种大豆需求。

除保证种子供应，北大荒集团实
行化肥、农药等集团化运营，为大豆扩
种提供坚实农资基础。另外，垦区农
业机械总动力达到了 1086万千瓦，主
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
了99.7%。大豆生产实现全程机械化，
日播种进度最高可达300万亩，充足的
农业机械保证了垦区主要农事活动，包
括播种、中耕管理、收获等各关键环节
在7天之内全部能高标准完成。

今年军川农场有限公司 100%统
购大豆种子 243吨，选取高油、高蛋白
的“双高”大豆品种，进一步提高大豆
品质和单产，统一订购的农业生产投
入品，让种植户种植更安全、更便捷。

军川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副
部长梁传武介绍：“随着大豆种植面积
的大幅增加，我们农机联合体也不断
提升机械化水平。目前，大豆播种机
保有量24台、收割机保有量6台，今年
我们将引进大豆播种机 8台，大豆挠
台 2台，确保机械助力大豆种植提质
增效。”

图片由北大荒集团提供

发挥种子化肥集发挥种子化肥集团化运营团化运营
和生产全程机械化和生产全程机械化优势优势

北大荒北大荒集团集团
大豆增种将超大豆增种将超 万万亩亩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
媒体记者孟薇薇）近日，省农
科院专家来到双城区周家街
道东宁村，对哈尔滨市委组
织部驻东宁村工作队打造的

“小园菜”，设施种植的番茄、
菜豆、辣椒、茄子、白菜、西甜
瓜等项目进行了实地调研，
并提出改进意见和建议。

专家在村里规模比较大
的蔬菜大棚与种植户现场对
接，对蔬菜大棚种植品种、经
济效益及周边地区春、夏、秋
蔬菜上市情况，一年两季、三
季种植等蔬菜产前、产中、产
后的土质、品种选择、肥药使
用进行了详细讨论，在品种
选择、合理布局、良种配良法
方面提出了改进的意见建
议。

在与村民蔬菜种植代表
座谈交流中，专家针对驻村
工作队提出的重点打造绿色
无公害“东宁小园菜”的种植

理念，就市场形势、市场定
位、种植模式等方面进行了
分析。专家在精选品种、功
能性特菜方面，为蔬菜种植

“开方”、把脉定向，对根据需
求品种控制交叉上市时间提
出了具体而精准的建议规
划，以抗病品种、减肥减药、
减量增效的实操性绿色种
植，达到“小园菜”安全、健
康、绿色生态的产品定位，助
力科技增效，提升品牌打
造。各位专家还现场赠送了
农科院新品种菜豆、番茄及
西甜瓜种子。

此次科技下乡进村，通
过组织农业专家深入田间地
头，同爱农业、懂技术、善经
营的新型农民共同创新发
展，让绿色种植技术长在泥
土里，更好推动科技成果转
化，为打造现代农业之都，助
力实现乡村振兴发挥积极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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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牡丹江市农业技术服务
中心测土配肥化验室，经过2个多月
的努力，2021年秋季采集的3000个
土壤样本的肥料含量检测工作进入
尾声，测土配方施肥建议卡将于3月
底前填写完成，并陆续免费发放到
农民手中，为当地农民备春耕生产

提供可靠的技术服务。
牡丹江市自 2009 年起，利用国

家专项政策资金扶持，先后免费为
当地农户提供测土配方施肥建议卡
11.7万份。

张春祥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
者 邵国良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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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室外残雪未消，温室
内却已是绿意盎然。与传统种植不同
的是，这里的果蔬不是长在地上，而是
全部采用荷兰模式椰糠吊架种植，也
就是人们所说的无土栽培。温室负责
人刘雷介绍：“椰糠的储水量相比传统
土壤大，这种无土栽培可以让蔬菜更
好的吸收水分和营养，而且椰糠条消
毒后可以实现循环利用，大大减少了
种植成本。这里种植的果蔬都不使用
农药，肥料用的是液态有机肥，绿色健
康无污染，等到果实成熟，摘下来就可
以吃！”

从寿光聘请的农业技术人员正指导
工人们给嫩绿的秧苗绑蔓，“有苗不愁
长，这才几天的工夫，好多‘贪长’的都爬
绳了！”工作人员吴淑云一边忙着给番茄
秧苗绑蔓一边说，“去年我们一共种了 9
个品种的番茄，长得特别好，成熟的番茄
颗粒饱满、晶莹透亮，一斤能卖到三四十
元。”

“4月中下旬，紫云岭将迎来花季，
到时漫山遍野的达子香盛开，紫色的花
映衬着山脚下的‘果蔬工厂’，别有一番
景象！”四方台区区长刘鹏说，他们掐好

了时间，温室种植的番茄、水果黄瓜在此
时“开园”，游客观山赏花感受春天，下山
时可以品尝现代农业科技成果收获的

“秋天”，一次出行，带来两季的观光休闲
体验。

科技赋能传统农业

玻璃温室只是紫云岭现代农业示范
区的光鲜漂亮的外表，让人感到惊奇的

“数字+智慧”农业才是核心。
温室内，智能温室控制系统的电子

屏上显示着环境湿度、环境温度、土壤湿
度、土壤温度、光照强度、二氧化碳浓
度，完整的传感系统实时为植物生长提
供最优的环境。

在 2号温室，蔬菜种植技术人员冯
树茂师傅正在使用智能操控平台根据植
物需求调节水肥。冯师傅说：“每个栽培
槽内都有一条黑色细长的管道，每条管
道再分出若干注水的针状细管，水和肥
通过这些细管可以直达植物根部，为植
物提供水分和养分。”

“这套智能化系统通过科学水肥一
体化管理、顶尖中央环境控制系统、水肥

及检测调控系统，对蔬菜、水果的生长周
期和生长状态，实现了育、耕、种、管、收
的自动化全生命周期监测。”温室负责人
刘雷介绍，除了可以在现场的操控台操
作，也可以通过手机远程操控。他拿出
手机递到记者面前，区阀、水阀、肥阀、远
控水泵、远控肥泵……一个智能水肥控
制系统显示在手机上。大棚内安装的高
清摄像头，还可以无延迟地将图像传输
到手机上，结合相关数据，不用到现场就
能看清农作物的生长情况，大大节省了
人力。他说，像这样一座温室，只需要两
名工作人员就够了。

智能温室“钱景好”

“现代化的农业示范园选址在这
里，主要是不想占用有限的耕地面
积。这里原来是棚户居民区，经全市
统一改造，把原住户搬迁，腾空的土地
不具备直接种植的能力，而现代化农
业示范园的吊架式种植方式正好与这
里的地况相适宜。”

四方台区区长刘鹏介绍，紫云岭
农业示范园项目是由佛山援建的，总

占地 13000 平方米，主体建设 3 栋连栋
日光温室，每栋面积 2880平方米，配套
建设了办公管理场所以及停车场等。
今年智能棚室无土栽培独特品种番茄
5332株，预计 4月 14日成熟上市；种植
了水果黄瓜和香瓜、西瓜、羊角蜜等果
蔬品种 7200 株，预计 6 月下旬成熟上
市。

“今年园区将联合东北农业大学和
从寿光请来的蔬菜种植技术专家，发展
更多高标准、高品质、高档次品种，进一
步满足游客不同口味需求。”温室负责人
刘雷说。

“下一步，我们将以紫云岭农业示
范园区为引领，全力做好智能温室万
平方米无土栽培种植，并以点带面做
强城郊示范农业，带动特色种植业提
质增效。同时借助紫云岭景区全域全
季旅游资源，积极探索将现代农业和
文旅产业相结合，把农业生产与观光
采摘、旅游、休闲娱乐等有机结合，培
育壮大农业产业集群，推动一产接二
连三融合发展，实现产业健康发展，为
双鸭山市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增长极。”
刘鹏信心十足。

数字化果蔬工厂占“鲜”机

往年优质大豆丰收的场景往年优质大豆丰收的场景。。

优 选
大豆种子。发挥大机械优势。

本报20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
者杨镭）从大比分1比3落后追到3比3，
决胜局又一度从 4比 9落后追到 8比 9，
20日晚进行的WTT大满贯新加坡站女
单决赛，黑龙江名将王曼昱在一场世界
最高水平的对决中，最终以3比4惜败于
陈梦，获得亚军。

本站比赛，中国女乒四大主力陈
梦、王曼昱、孙颖莎和王艺迪，继休斯
顿世乒赛后，再度包揽女单四强，王曼
昱与陈梦最终会师决赛。陈梦是去年
东京奥运会的女单冠军，而王曼昱在
东京奥运会女子团体比赛夺冠后火力
全开，在全运会、世乒赛两大高水平赛
事中均包揽女双、女单双冠，19日又与
孙颖莎一起拿下本站比赛女双冠军。
说这场比赛代表当今世界女子乒坛最
高水平毫不为过。

果然，比赛第一局开始便极为激烈
精彩，开局双方战成 3比 3后陈梦连得 4
分，随后王曼昱也连得4分，将比分追成
7比 7，随后在战成 9比 9后，陈梦连得 2

分拿下第一局。第二局同样始终保持胶
着态势，王曼昱11比8胜出，将大比分追
平。随后两局，陈梦分别以 11比 9和 11
比8获胜，大比分1比3落后的王曼昱被
逼到悬崖边。背水一战，王曼昱大胆搏
杀，以11比6和11比9连赢两局，大比分
3比3，双方进入决胜局。

决胜局一开局，轮到陈梦大胆搏杀，
一度获得9比4的领先优势。此时，王曼
昱表现出了她的坚韧，连夺4分，将比分
追到 8 比 9。但最终，还是陈梦连得 2
分，以11比8拿下决胜局，将冠军收入囊
中。

正如央视解说嘉宾邓亚萍所说，这
样一场比赛中，双方发挥都近乎完美，
没有真正的输家。同时，通过中国女
乒四大主力在本站比赛的表现也不难
看出，无论年轻的王曼昱、孙颖莎、王
艺迪，还是已经 28岁的陈梦，依然都保
持着进步势头。可以预见，巴黎奥运
周期，王曼昱仍将面临中国女乒队内
激烈的竞争。

王曼昱获WTT大满贯
新加坡站女单亚军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
见习记者 唐海兵

春风吹拂，积雪渐融，清晨的太阳刚
刚升起，张永滨已穿上迷彩服收拾整齐，
和队员一起走进山林，开始一天的森林
巡护工作。

“再过两天，就正式进入春季防火期
了，我们每天都要进山巡逻，排查火灾隐
患，不能有一点疏忽大意。”张永滨边走
边说。

今年 49岁的张永滨是尚志国有林
场管理局黑龙宫林场太平岭管护站的一
名护林员。2000年至今，他和同事守护
这片林区20余年。

时光回溯到 33年前。年仅 16岁的
张永滨跟着邻居一同上山当了伐木工。

“顺山倒嘞，顺山倒嘞”从前放树时
响亮的号子声，还常在他耳畔回响。

“那时候只要进了林子大家就都铆
足了劲儿干。”张永滨回忆道。没有先进
的伐木工具，工人就用斧头一下下砍，用
手锯一点点锯，没有汽车集材，就用牛
车、马车往山下运。

随着全面禁伐、退耕还林，张永滨也
结束了自己12年的伐木工作，和同事一
起成了护林员，开启了他们的森林守护
之旅。

护林员工作并不轻松，森林防火巡
查、林业有害生物监测、野生动物保护管
理、严防盗伐林木、毁林开垦……桩桩件

件，都需要张永滨和同事用眼睛去观察，
用行动去守卫。

“我们既要管树，也要管人。”张永滨
介绍，进山巡护时不仅要观察是否有人
为盗伐、捕捉野生动物的现象，还要及时
观察树木状态，如果发现树叶漏洞、变红
等异常情况，一定要及时上报。

为了做好森林资源管护，尚志国有
林场管理局不断引进新技术、新设备，采
用无人机飞防、铁塔视频监控、人工巡
逻，“天地一体、人机结合”的新管护模
式。目前，全局管护区已实现连续38年
无森林火灾。

随着退耕还林、植树造林等生态建
设的不断开展，如今曾养活了无数林
场职工的森林，在张永滨们精心呵护
了 20 余年后，又回到原始的郁郁葱葱
的状态。

林子绿了，森林里的小动物也都回
来了。护林员上山巡护时，常能看到狍
子、野鸡、野兔等小动物。“每天天不亮，
人还没从炕上起来，就能听见窗外鸟儿
叽叽喳喳叫，像比赛一般。”张永滨笑着
说。

巡护中，走到黑龙宫林场王家馆子
屯的一片林农交错处，张永滨指着前方
一片 1米多高的落叶松对记者说，“看，
那边就是4年前我们栽的，用不了几年，
它们就能长成参天大树了！”

阵阵春风吹过，空气中弥漫着积雪
开化的泥土香。

森林防火巡查 林业有害生物监测 野生
动物保护……

20余载守护 为了那片绿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吴利红 杨桂华

近日，佳木斯市红旗街道社工站的
社工石锐和王海佳再次敲响了北焦化
社区居民刘阿姨家的门。门打开，刘阿
姨对这两位社工热情相迎。

“来来来，孩子，这大冷的天快到屋
里来，阿姨给你们倒好了热水，赶快喝
点水，缓和缓和身子。”刘阿姨热情招呼
着石锐和王海佳。看着刘阿姨脸上的
笑容，石锐和王海佳心里敞亮多了。“老
人家一开始不接受我们，门都不给我们
开。”石锐说。

为了精准服务辖区居民，前不久社
工站的社工石锐和王海佳主动找社区
网格员了解居民情况。得知社区居民
68岁的刘阿姨生活负担重，内心压力很
大。刘阿姨儿子患有脑瘫，生活不能自
理，言语又含糊不清，40多年来一直由
刘阿姨与爱人看护。近年来，她爱人又
患上糖尿病综合征和心脏瓣膜脱落，喘
气困难，不能正常行走，长期卧床，又无
法做心脏手术，只能靠药物维持。刘阿
姨和老伴每月退休金仅够维持三口人
日常生活和服用药物，生活重担压在刘
阿姨身上，导致她严重失眠，头发全部
脱落，每天必须靠安眠药维持睡眠。

石锐和王海佳决定到刘阿姨家，更
详细了解一下情况。没想到第一次上
门，刘阿姨连门都没给开，直接拒绝了
她俩的帮助。两人找到了北焦化社区
主任。了解情况后，社区主任带着石锐
和王海佳再次登门，这一次终于敲开了
刘阿姨的门。

石锐和王海佳与刘阿姨接触后，知
道她是一个刚强且不愿意麻烦别人的
老人，两人明白要想让刘阿姨敞开心
扉，必须让刘阿姨信任和接纳两人。“我
们隔三岔五便往刘阿姨家里跑，帮助她
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让刘阿姨真真切
切感受到关爱。”王海佳说。

刘阿姨在家要照顾两位病人，一般
没有特别重要的事情很少出门，这导致
她与外界接触越来越少。为让刘阿姨
安心出门，两人主动提出帮忙照顾家中
的病人。

刘阿姨和爱人都是退休工人，每年
要进行认证，王海佳主动为刘阿姨下载

相关软件，在手机上进行扫脸认证，免
去了刘阿姨和爱人出门认证的烦恼。

“感到这两名社工真是真心实意帮我和
我的家。”刘阿姨渐渐信任了两人。

为舒缓刘阿姨焦虑的情绪，石锐采
用呼吸放松及肌肉放松方法，让刘阿姨
疲劳的身心获得舒展。用人生回顾疗
法，使其回忆到和老伴从自由恋爱到现
在相伴47年互相扶持的感情，及陪伴儿
子成长的欢乐。

寒冬时节，石锐采用音乐放松疗
法，帮助刘阿姨舒缓压力，调整情绪。
王海佳还为刘阿姨煮好红枣玫瑰花
茶。音乐疗法完毕，刘阿姨喝下红枣玫
瑰花茶说：“感觉身体暖和多了，心情也
好起来了，晚上一定能睡个好觉。”

为让刘阿姨保重身体，石锐和王海
佳又教刘阿姨做八段锦养生操，并叮嘱
刘阿姨，一年中最冷的时节，一定要做
好防寒保暖。她们还为刘阿姨写下了
祛寒养生方。

刘阿姨脸上的笑容渐渐多了，家里
的气氛也活跃了。就这样，社工石锐和
王海佳经历了从最初的不让进门，到站
在门口对话，再到可以进屋，最后刘阿
姨准备好拖鞋、热水和小零食等待她们
的到来。在社工一点一滴努力下，刘阿
姨变得阳光了，也喜欢与人聊天了。时
间允许的情况下，她还会参加社工站举
行的小组活动，不但与组员建立了深厚
的友谊，还能主动帮助有需要的人。

前些日子，佳木斯市核酸检测，刘
阿姨主动担当作为，充当志愿者，冲在
抗疫第一线。她提前上门为居民发放
登记卡，现场为居民测温，不但保障了
核酸检测的有序进行，还为社区居民树
立了榜样。

“社工帮助我快乐生活，还关心我
的家庭，我一定为大家做些力所能及的
事。”刘阿姨由衷地说。

眼下，红旗街道社工站的社工除了
关爱老年人，为老人提供特色化服务，
还为老年人办实事、解难题，实实在在
将暖心服务送到家门口，并积极关爱留
守儿童，让孩子认识自我，悦纳自己，在
快乐中茁壮成长。

“共建生态社会新世界：不让任何
人掉队。”红旗街道的社工用自己的真
心践行今年世界社会工作日的主题。

佳木斯市红旗街道社工

办实事解难题 细心服务暖民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