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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军 杨昕宇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潘宏宇

初夏，漫步在双鸭山干净整洁的
街道上，你会沉醉在马路两旁浓浓的
花香中，你的心情会因空气的清新而
变得舒畅，你的脚步也会因美丽的环
境而变得轻盈……

市容卫生面貌在改善、人居环境
更加舒适、城市形象不断提升，双鸭
山城市的变化无处不在。

5日一早，在双鸭山主城区石材
路、城市环路等路段，市环卫中心班
子成员已经早早上岗，边走边看，对
发现的卫生问题安排人员即时整治。

双鸭山市环卫服务中心负责主
城区 111条主次街路、27条巷路、44
个广场绿地以及安邦河沿岸共一千
余万平方米环境整治保洁任务。

每天清晨6时许，环卫工人已经
开始作业。每天晚上 21点，还有环
卫工人的身影。

机械清扫队干扫、水扫车辆每天
凌晨两点半就上路作业，用干净、清
新的市容迎接每一个朝阳；清运大队
天天晚上九点多下班，不让垃圾在城
里过夜。

主城区有四十多处广场、绿地和
停车场，是市民休闲的主要场所。在
环境整治伊始，环卫中心就集中人力
消除这些区域残冰积雪、动物粪便、
枯枝树叶，对体育器材、装饰物等城
市家具进行深度清擦保洁。对市区
13座桥梁和市政设施、护栏、花坛、

垃圾容器等，环卫中心组织人力冲洗
擦拭，做到物见本色漆见光。

建立包含领导班子成员、质检科成
员和各班组长在内的“环境卫生综合整
治质检”微信群，确保城市卫生问题及
时发现、迅速响应、即时整治解决。

环境整治不只治“面子”，同时也
整治“里子”。

针对早市夜市等垃圾投放不规
范现象，市环卫服务中心安排专门车
辆、人员增加清运频次；对城市空地、
拆迁遗留残植杂物导致的“城区内三
不管垃圾围城”“城市六乱”等现象，
环卫中心协调尖山区在老窑地小学
西侧设立倾卸场，并对这些区域设立
围挡，保持整治效果。

针对公厕等设施的保洁要求，市
环卫服务中心着重抓好“按时开放、
免费使用、日常保洁、设施维护”等管
理工作，保证《水冲、移动卫生间管理
制度》有效贯彻执行和落实到位。保
洁员对旱厕做好日常保洁的同时，严
格做好消毒，保证旱厕周围无异味、
无蝇虫等。

针对垃圾中转站，市环卫服务中
心根据疫情防控要求，垃圾转运完毕
后，每天对场地进行彻底消杀，进入
春季，还对场内进行冲刷、喷洒消毒
液、铺设生石灰等，保证场地周边无
异味、垃圾无积存。

致广大而尽精微，积跬步以至千
里。双鸭山市城市环境服务部门工
作中，抓常、抓细、久久为功，在建设
美丽多彩双鸭山中奏出更动听乐章。

“里”“外”同治
为居民打造宜居环境

“破解”三江平原障碍土层，要让低产变高产

三代人半世纪接力改良白浆土

□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记者 周静

“旱时硬邦邦，涝时水汪
汪”，说的就是白浆土。

白浆土是一种障碍型土
壤，在我省约有5000万亩，
三江平原是白浆土广泛分布
区。

几场雨过后，广袤的三
江平原已经全部泛绿，人们
根本看不出哪里有生长障
碍。

“白浆土最大特点是，薄
薄的黑土层下，厚重坚硬的
白浆层就像一个天然屏障，
阻断了作物根系下扎、营养
和水分上下交流，既不抗旱
又不抗涝。”全球土壤伙伴关
系国际黑土研究院主席韩贵
清介绍。

作为黑龙江省农业科学
院（以下简称省农科院）的老
院长，韩贵清告诉我们，“为
了今天的土肥粮丰，省农科
院有几位黑土地保护专家，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研究
白浆土改良，到如今已有三
代人在为提升白浆土的生产
能力而接续奋斗。”

隶属于省农科院的黑龙
江省黑土地保护利用研究院
研究员王秋菊，在讲述她和
她的老师接力改良白浆土的
故事时，几次泪眼朦胧。不
由得让人想起诗人艾青的名
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
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
得深沉……”

成功的喜悦还来不及细细品味，他们
又带着新的使命上路。

改良不是重点，培肥才能增产。
2011年，他们提出的心土培肥改良白

浆土效果及机理研究获得中华农业奖三
等奖，这是他们在白浆土改良方面的又一
次里程碑的胜利。

由此白浆土改良技术日益得到突破，
由单项改土逐渐走向综合改土，而且不止
改良白浆土，而是面向所有低产土壤。

2017年王秋菊负责的“低产土壤改良
技术研究及装备研发”获得了黑龙江省科
技进步三等奖。

“目前，我们除了在白浆土旱田方面
研究了 50多年，白浆土水田改良培肥也
走过了十几年。我们提出的白浆土秸秆
还田氮素分级循环调控技术模式，解决了

当前秸秆还田施肥不符的一些问题，2021
年被农业部列为固碳减排十大技术模
式。”黑龙江省黑土地保护利用研究院院
长刘杰介绍，“现在，白浆土生产能力有所
提高，随着施肥量的增加，秸秆还田培肥
土壤，白浆土肥力水平得到提高，在正常
年份可以得到较高的产量，但因黑土层
薄，有障碍土层，作物产量还是低于临近
的典型黑土土壤。在旱涝年份，减产特别
明显，白浆土抗灾能力差，大部分白浆土
还没有经过系统改良，障碍土层白浆层的
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虽然我们在白浆
土改良方面单项技术有突破，但缺乏综合
技术组装，下一步需要加强白浆土障碍消
减理论突破，技术上还需要创新，并且集
成组装单项技术，全方位改良白浆土，变
低产土壤为高产土壤。”

“一步步走过来，我对土壤改良的信
念和信心更加坚定！”虽然看起来很柔弱，
可坚持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王秋菊却与
生俱来一种倔强和执着，“我是女同志，但
风里来雨里去、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我
也从未畏惧。我爱上了土壤，喜欢坐在地
里看土壤剖面，看到改良后的土壤变化，
我觉得我都和土壤共情啦！”

① 上世纪 80 年代研究白浆土的专
家赵德林（中）、刘峰（右）。

② 深松效果不好。
③ 第1代心土培肥犁，2002年。
④ 第2代心土培肥犁，2014年。
⑤ 第3代心土培肥犁，2020年。
⑥ 2017年，王秋菊（右）在白浆土剖

面里，给大家讲白浆土稻田情况。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成果只是起点科研没有终点

有人说，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
都算数。

科学研究也是这样。
虽然没有找到提高白浆土上作物产

量的稳定方法，但科研人员对白浆土土体
构型特性、障碍形成的机理和特征有了深
入的调查研究。经过细致剖析，大家认为
白浆层是作物生长的障碍因子，只有打破
白浆层，才有可能提高作物产量。

“是否可以利用白浆土‘二层性’的特
点，进行土体混合呢？前辈们开始了白浆
层与淀积层混拌，构建新的土体构型方面
的模拟研究，提出了白浆土心土混层技
术，这在白浆土改良上是一次技术突破，
在 90年代获得了省科技进步二等奖。”王

秋菊介绍。
为了更好地实施混层技术，上世纪90

年代开始，省农科院研究白浆土改良的第
二代黑土专家刘峰开始研发心土混层技
术所需的机械。

“那时国内在改土机械上还属于空白，
经过不知多少次设计，修改图纸、制作样机、
进地试验，也不知在田间吃过多少泥土，第
一台白浆土改良机械三段式心土混层犁终
于试制成功了！”那时刚刚大学毕业的王秋
菊，也学会了做机械、改机械，顶着冒火星子
的电焊扶着犁，“太吓人啦！可我还不得不
扶住，有时候感觉腰都要累断了。”

心土混层技术相继在北大荒集团八
五二、八五三、八五四和曙光农场进行了

大田试验。
“在自主研发的心土混层机械进行

改土作业后，土壤硬度降低 50%以上，
20~40 厘米的白浆层由原来的每平方厘
米 40 千克降低到每平方厘米 15~20 千
克；心土犁犁柱经过处 0~40 厘米剖面
内，土壤硬度下降到每平方厘米 5~15千
克。表明高硬度的白浆层已被全面打
破。一次作业，后效达 5 年以上。”黑龙
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八五二分
公司农业生产部科技部长沈宝山介绍。

“这项技术 2002 年获得省政府科技
进步二等奖，2004年还获得了国家科技进
步二等奖，这是我们白浆土改良的第一个
里程碑。”王秋菊说。

心土混层技术成为第一个里程碑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
者李淅）由黑龙江省文化和旅游
厅、大兴安岭地区行政公署、黑龙
江省交通投资集团、黑龙江日报报
业集团、大兴安岭林业集团、黑龙
江龙网视传媒有限公司主办的“穿
越古驿站·醉美 G331·一路向北”
自驾游首发采风拍摄活动，将于 6

月 18日启程。
本次活动将组织首批自驾游客、

媒体、旅行博主、自驾车协会、自驾车
俱乐部等群体，以自驾形式前往大兴
安岭加格达奇区、呼玛县、塔河县、漠
河县，穿越中国最大林海、领略中俄
界江美景、探秘兴安古驿站、体验鄂
伦春风情……一路向北。

一线串起“中国最北最美”目的地

“穿越古驿站·醉美G331·
一路向北”自驾游走起

上 世 纪
50 年代，从第

一次全国土壤普
查开始，白浆土走

进了科研人员的视野
中。

彼时的白浆土，虽然
腐殖质层薄，但遇到风调雨

顺的年头，收成也还不错，所以
有人认为白浆土不需要特殊的改

良措施。
进入上世纪 70年代，以省农科院

合江所为代表的一些科研院所和大

学，开始了白浆土的培肥、耕作方面的研
究。

“我的前辈们先后开展施用有机肥、
秸秆还田、牧草种植等方面研究，试图培
肥白浆土。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作
物产量，但遇降雨量大的年份或干旱年
份，白浆土减产幅度非常大，有时甚至绝
产。这给大家新的警示，白浆土只靠培肥
还不行，必须提高它应对旱涝的能力。只
有增强储水蓄水能力，才能抵制涝灾和旱
灾。”王秋菊介绍，“改善土壤的储水能力，
得依靠耕作技术，我们的前辈们就开始在
耕作方面下功夫。”

上世纪 70 年代也正是我国引进深
松、深翻技术的时期，尤其国营农场率先
开始机械深松、深翻耕作技术。赵德林
开始了深松改良白浆土的研究，但效果
并没有达到预期期望。深松虽然能使约
30厘米厚的土层都被扰动，但在深松作
业后的跟踪调查中发现，渗透效果并不
大，都挺不到 1 年，还得连年深松，产量
变化不明显。后来他们又试了深翻，结
果比深松还不能叫人接受，减产非常严
重，比正常耕作减产 30%左右。这是因
为一深翻，本来在黑土层下的白浆层都
被翻到上面来了，直接影响作物生长。

深松深翻是他们走过的弯路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狄婕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王迪

5月 30日，在蒙牛乳业（齐齐哈尔）有
限公司的牛奶加工车间里，大机械手将经
过杀菌、灌装、包装等流程的奶制品进行
码垛，然后送入十层高、能存放 5500吨产
品的立体库，这些包装好的产品会根据订
单需求全自动出库，由工人们装入集装箱
送至铁路货运站，运输到全国各地。

为促进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国铁路
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深挖市场货源、优
化运输组织方案，截至5月底，集装箱发送
量累计突破 1000万吨，同比增长超过三
成。

鲜奶专列让“最北牛奶”畅销粤
海市场

蒙牛乳业（齐齐哈尔）有限公司物流
处物流高级主管周垒告诉记者，齐齐哈尔

工厂在蒙牛企业中属于一档工厂，日收奶
量和日产奶量都在1200吨左右，为了更好
地保证奶制品的新鲜度，更需要及时的运
输。

“我们工厂是整个蒙牛基地最北端的
工厂，但我们所供应的是最南端的粤海市
场，相距三千多公里。最近几年通过和铁
路的深度合作，整个运输时效从原来的12
天缩短到 5天，对牛奶的新鲜度有很大提
高。”周垒说。

生产线“连接”集装箱 助力产
品走出去

齐齐哈尔龙江阜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是齐齐哈尔车务段辖区内重要的粮食
深加工企业，也是全球最大的氨基酸生产
研发基地。公司具备200万吨玉米深加工
能力，主要生产葡萄糖、谷氨酸钠、苏氨
酸、赖氨酸、肥料等产品，产品大部分销往
海外。

在赖氨酸包装车间内，经过加工的赖
氨酸产品正在装袋，后续会通过铁路集装
箱运往大连金港，出口东南亚、欧盟、加拿
大等国家和地区。

“2018年路企合作建立阜丰铁路专用
线，我们从生产线出来的产品直接就能装
进集装箱，通过铁路运输出口到海外。专
用线建成前，2018年全年产销量 90万吨；
专用线建成后，2019年产销量完成 120万
吨，最大程度提高了企业物流运行时间，降
低了物流成本，提高了运输质量。”齐齐哈
尔龙江阜丰公司副总经理徐进钊介绍说，
近两年企业的铁路运输量越来越大，截至
今年4月，铁路运输占据总货运量的70%。
同时得益于铁路运输的高效和安全，今年1
至4月份货运量相比去年同期增加30％。

“一企一策”定制服务为经济
“动脉”提供支撑

在齐齐哈尔集装箱货场内，来自各大

企业的集装箱正在络绎不绝的进场，通过
铁路运输至全国各地。

“为提高货物运输效率，车务段充分
发挥集装箱绿色、环保、方便、快捷的运输
优势，根据企业运输需求，采取‘一企一
策’的定制化服务，打造了粮食入箱、乳制
品入箱的物流模式。”齐齐哈尔车务段营
销分中心常务副主任李树军说。

齐齐哈尔车务段管辖53个车站，其中
货运营业站29个。辖区内厂矿企业较多，
有运输需求的企业主要涉及粮食、煤炭、
乳制品、钢铁等产品。截至 5月 26日，齐
齐哈尔车务段发运货物 128502车、731.8
万吨，同比增长14518车、66.9万吨。

记者从中国铁路哈尔滨集团有限公
司了解到，铁路部门持续推动“散改集”运
输，大力发挥集装箱业务低货损、绿色环
保、装卸高效等优势，主动帮助企业解决
公路、港口运输受限等难题，充分挖掘运
输潜力，大力发展集装箱多式联运，为助
力龙江产品外运提供运输保障。

今年1—5月集装箱发送量累计突破1000万吨

哈铁助力龙江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

⑥⑥

本报讯（张牧秋 黑龙江日报全
媒体记者马一梅 李健）为认真落实
省第十三次党代会建设生态龙江的
总体要求，扎实推动“能力作风建设
年”活动向深向实，龙江森工集团加
强组织领导，抢抓有利时机，精心组
织实施，春季造林全面告捷。完成营
造林54.18万亩，其中，国投项目人工
造林 1.9 万亩、退化林修复 14.93 万
亩、封山育林32.74万亩，省生态经济
林项目4.61万亩，实现全年生态建设
的良好开局。

据悉，今年龙江森工集团持续
推进红松经济林建设，着力改善林
分结构，提升森林质量，促进生态优
良、林相优化、景观优美。大力实施
退化林修复、封山育林，稳步推进森
林质量提升。营造林用苗主要采用
红松及“三大硬阔”等珍贵树种，珍
贵树种营造比例达到 95%以上，良
种使用率达到 85%以上。人工造林
全部使用一级苗，切实提高造林成
活率，加快初期生长速度，提高林冠
下补植补造混交比例，改善立地条
件，增强自然灾害抵御能力，充分发

挥生态效益。
在造林工作中，龙江森工林区将

义务植树与林场（所）振兴紧密衔接。
各森林经营单位坚持义务植树与林
场（所）绿化美化、绿色通道建设相结
合，组织党员干部职工栽植绿化树、
果树、观赏花卉等，为发展富民产业、
助力林场（所）振兴打下了坚实基础。

“十三五”期间，龙江森工集团加
快推进生态治理体系、治理能力建
设，完成更新造林 7.05万公顷，森林
面积达到557.73万公顷，比“十二五”
期末增加 5.4万公顷，提高了 0.98%；
森林总蓄积达到6.50亿立方米，增加
1.47亿立方米，提高了 29.22%；森林
覆被率达到 84.68%，提高了 0.82 个
百分点；公顷蓄积达到116.5立方米/
公顷，增加了25.7立方米/公顷。

据龙江森工集团资源管理部部
长凌长伟介绍，“十四五”时期，龙江
森工林区预计实现森林面积 558.06
万公顷、森林总蓄积 7.17亿立方米、
公顷蓄积 128.63立方米/公顷、森林
覆被率 84.74%的目标，将以实际行
动助力我省实现碳中和。

龙江森工林区春季造林54.18万亩

（上接第一版）《黑龙江省“十四
五”生物经济发展规划》提出，推动生
物农业产业迈上千亿级，建设国家生
物发酵产业集群，打造世界知名的氨
基酸生产基地，这些都进一步增强了
象屿生化加速发展的信心。

“企业的产业规划与政府的发展
战略相契合，这是最大的利好，对企

业建立核心竞争优势，能起到很好的
推动作用。”卢煜说，象屿生化致力于
成为玉米深加工产业领航者，确定了
推进大健康产品升级、服务大农业升
级的业务发展方向，相信随着生物技
术的不断应用，象屿生化能够和黑龙
江省的生物农业发展同频共振，再上
新台阶。

玉米配上“菌”身价百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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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袤的黑土地豆苗刚刚萌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