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工新闻

2022 年 6 月 22 日 星期三

责编：
赵晓松（0451-84655887） 执编/版式：见习编辑 仲一鸣

E-mail:jizhebu2004@sina.com

生态立企

7

文化润企

“点餐式阅读”
“书香林海”
新潮流

大山深处
“夫妻塔
夫妻塔”
”

代代传承

□文/摄 王宏波 丁兆文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马一梅 李健

新播 101 亩
“苗”绘生态美景

□文/摄 刘夕营 崔贺然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马一梅 李健
仲夏时节，走进林口林业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林口局）省级标准化苗木培育基地，满眼望去皆是翠
绿，清新之气扑面而来。农用机械往来穿梭犁地浇
水，工作人员紧张有序地育床植苗，一株株迎风生长
的苗木绘就着林口林区生态建设的亮丽风景。
为满足本地补植补造需求，加强林木种苗工作，
林口局以标准化苗圃建设为抓手，以《国有林区标准
化苗圃》为准绳，编制印发了《林口林业局有限公司
苗圃提档升级实施方案》，重点打造了以培育造林苗
木为主，培育绿化苗圃为辅的刁翎专业化苗圃，以培
育绿化用乔木、灌木、宿根花卉的局址专业化苗圃。
重点对两个苗圃的基础设施进行新建和改造，对机
械设备进行了重新购置和集中维修，更新更换了喷
灌设备，确保了各项育苗生产按标准化苗圃的标准
组织施工作业。
按照龙江森工集团“十四五”规划总体要求，林
口局在苗圃建设中，使用良种育苗，严格规划管理，
统筹调整苗木树种结构、苗龄结构、种类结构，科学
规划布局，持续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力求达到梯次
培育，供需平衡，良性发展。努力把两处苗圃建设成
为管理有机构、生产有基地、购销有制度、储运有设
施、科学规范的标准化苗木生产基地。
在施工建设中，林口局公司坚持把安全生产作
为标准化苗圃建设的头道工序，结合
“能力作风建设
年”活动，积极组织工作人员开展安全生产知识培
训，相继开展了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活动，将查摆出
的问题制定整改清单和整改台账，确定了整改责任
人，明确了整改时限，督促整改落实。截至目前，林
口局刁翎专业化苗圃完成新播 101 亩，局址绿化苗
圃共栽植乔木 2400 株、球类 4800 株、灌木 4000 丛、
篱苗 45 万株、宿根花卉 300 万芽。
育床植苗。

废弃菌袋
“变废为宝”

□文/摄 胡启亮 宋振华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马一梅 李健
自“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开展以来，穆棱林业
局有限公司西北岔经营所将长效化开展“我为群众
办实事”落到实处，从职工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
实的利益问题入手，集中开展了废弃菌袋清理工作,
着力解决废弃菌袋乱堆乱放污染环境问题，赢得了
职工群众的交口称赞。
近年来，穆棱局西北岔经营所黑木耳年产量保
持在 600 万袋左右，
经营所职工群众通过发展黑木耳
产业走上致富路。然而，
废弃菌袋乱扔乱放引发的环
境污染问题也日益严重。对此，
西北岔经营所多措并
举强力推进废弃菌袋治理工作，建立了职工包户制
度，将废弃菌袋治理纳入工作重点，雇用钩机、翻斗、
铲车等机械设备对堆放多年的废弃菌袋进行彻底清
理，共清理 320 立方米废弃菌袋。同时，该所坚持绿
色发展理念，
以循环经济为主导，
采取直接还田、
生产
有机肥料、
生产有机燃料等有效手段，
初步形成了
“黑
木耳增产增收、
废弃菌袋回收利用、
农业循环发展”
的
绿色发展模式，
废弃菌袋综合治理初见成效。
下一步，穆棱局西北岔经营所将继续探索废弃
菌袋集中治理的长效机制和废弃菌袋变废为宝的新
途径，积极与上级部门协商，共同筹建一处废弃菌袋
分离加工点，生产有机肥料或有机燃烧材料，切实将
废弃菌袋综合治理工作抓实抓好，促进黑木耳产业
持续、健康、高效发展。
清运废弃菌袋。

□文/摄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马一梅 李健

朱彩芹夫妇。
朱彩芹夫妇
。
地让人吓出一身的冷汗。
天天工作、生活在大山里，很难遇到进山
他 们 一 家 两 代 人 ，坚 守 着 那 座
的人，
撞见野兽却是常有的事。
“夫妻瞭望塔”
2000 年春的一个晚上，朱彩芹背水走在
回山的路上，忽然感到身后好像有什么东西跟
他们一家两代人，把人生最美好的时光和 着自己。回头一看，三只狼一字排开，眼睛冒
全部的精力献给了小兴安岭的大森林。
着幽幽的绿光狠狠地盯着自己。
初夏的兴安林海，
满目滴翠，
郁郁葱葱。
与狼相遇还是幸运的，最可怕的是与黑熊
这一天是 2022 年 6 月 13 日，春季森林防 的斗智斗勇。2002 年秋，她下山背水往回赶
火期再有两天就结束了。因为有近千名森防 路，惊扰了一只正吃山葡萄的黑熊，以为她要
指战员的坚守，国家级重点火险区——沾河林 和自己争抢食物，黑熊抬着爪子直奔她来。等
业局有限公司再次实现了春季森林防火无战 朱彩芹像赛跑一样把黑熊甩到树的后面，回到
塔下的小屋，才发现，自己的背上还背着一桶
事。
虽然这几天的天空始终是阴的，但只要一 25 公斤的水。
分钟没有接到春防结束的命令，王刘洋也丝毫
自从进塔那天起，类似的事情时有发生，
不敢松懈。在瞭望塔上，他一面用药水涂抹着 所幸皆有惊无险，她的经验和胆量在不断增
被蚊子叮得发炎的手臂，一面叮嘱妻子徐盼： 长。后来，她每天都带一把砍刀防身，上塔下
“打草惊
“你给妈打个电话，问问妈在哈尔滨检查身体 塔也用一根木棍划拉着路边的草丛，
。朱彩芹，成了
“朱大侠”
。
的结果咋样？”徐盼用手机拨通了婆婆朱彩芹 蛇”
的电话：
“妈，今年春防再有两天就结束了，你
在哈尔滨身体检查的结果怎么样啊，到时候我
们下山去看你。
”
“检查结果挺好的，集团领导联系哈医大
二院的专家给我做了全面检查，现在要是不舒
服我可以用微信直接联系专家了，你们放心
吧，一定要注意安全，还要好好练练前些天培
训的内容。
”

这是两代森林防火瞭望员的隔
空对话
他们的母亲，就是坚守林海深处 28 年的
森林防火瞭望员，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
者、全国十大
“最美职工”
“中国生态英雄”朱彩
芹。

沾河林业局有了建局以来第一
座“夫妻瞭望塔”，朱彩芹成为沾河林
业局第一个进山上塔的女瞭望员
在黑龙江省重点森工国有林区的最北端，
75 万公顷的施业区里隐藏着沾河顶子和大平
台两处国家级森林火险区。为加强对森林火
险的监测，从 1962 年开始，陆续建起了 26 座森
林防火瞭望塔，其中 17 座是“夫妻塔”。朱彩
芹夫妇，
是这 17 座夫妻塔中的
“第一塔”
。
出生于林业工人家庭的朱彩芹在大山里
长大，高考时以 3 分之差，与梦寐以求的大学
校园失之交臂。悲伤哭泣之后，她擦干眼泪，
坚定地想：既然大学与我无缘，那我就把自己
的一生奉献给大森林吧。
1988 年，22 岁的她和新婚丈夫王学堂一
起参加森林瞭望员招考，被双双录取分配到
451 瞭望塔。沾河林业局有了建局以来第一
座
“夫妻瞭望塔”，朱彩芹成为沾河林业局第一
个进山上塔的女瞭望员。
451 瞭望塔屹立在海拔 584 米高的沾河施
业区第三高山猪山的山峰上，与地面垂直距离
24 米，像一柄直触天穹的长剑。朱彩芹永远
记得第一次攀登瞭望塔的情景：钢铁结构的瞭
望塔，在山风呼啸里阵阵颤动，在塔下举头仰
望，顿感天旋地转。她笨拙地向上挪动着脚
步，身体在山风里像一片随时会被刮走的树
叶，每登上一步台阶都胆战心惊。
那些天，她有意地不断重复上塔下塔，十
几天后，
终于能上下自如了。
28 年来，她和丈夫准确发现、报告各种火
情火险，参与森林火灾扑救近百起，以准确无
误的标准上传下达，为扑火战斗的全胜发挥了
不可替代的作用。

日前，记者走进龙江森工集团
总部六楼的职工之家，浓浓的书香
气息扑面而来。政治思想类、党史
类、企业经营管理类、人物传记类等
书籍，像一个个精神抖擞的士兵整
齐地排列在书香氤氲的五层书架
上，等待着每一位与之亲近交流的
阅读者。
“龙江森工集团自 4 月份开展 海’为主题的读书学习交流活动。
‘书香林海’读书活动以来，职工参 在活动中，大家重点围绕平时学习
与热情十分高涨，书架上的各类书 阅读的书籍，交流读书心得，畅谈读
籍颇受欢迎。”龙江森工集团工会工 书启迪，促进共同提高。”赵勇说，交
作人员李冬凯对记者说，目前，职工 流中大家积极推荐有教育意义的书
之家现有图书共约 3000 册，除了我 籍，分享学习收获和成果，碰撞思想
们自己购买的图书，还有其他图书 的
“火花”
，以书会友，
共沐书香。
馆无偿资助的。
生态建设部工作人员谢雨告诉
据龙江森工集团工会副主席赵 记者，通过这种
“讲、享”结合的读书
勇介绍，为满足职工不同的阅读需 交流方式，进一步强化了“爱读书、
求，工会创新举措，采取
“点餐式”的 善读书、读好书”的学习理念，大家
借阅方式，职工有什么想看的书籍， 在读书交流中获益匪浅。
“我准备制
可以直接报给集团工会，集团工会 定阅读计划，培养阅读习惯，提升自
根据员工需求定期购买所需书籍。 身综合素质，为个人成长奠定良好
“平时工作挺忙的，
很少有时间 的 基 础 ，为 集 团 能 力 作 风 建 设 助
去图书馆，
集团工会为我们提供了方 力。
”
便快捷的读书平台，
太贴心了。而且
线下线上交流一个都不能少。
还能够满足我们不同的阅读需要，
我 利用森工 OA 系统建立集团总部机
上报了几本想看的书，
工会很快便购 关工会
“书香林海”
学习交流工作群，
买回来，
真心点赞。
”
林农产业部工作 每季度末，
机关各部门员工都会录制
人员蒋柳清对
“点餐式”
借阅方式赞不 一段时长 5 分钟左右的学习心得体
绝口。
会小视频，
由各部门遴选 1~2 个优秀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集团工会 视频上传到学习交流群。机关工会
除了推广书本阅读、书屋阅读以外， 将对上传的视频进行综合评比排位，
还采取读书角、手机阅（听）读、网络 并在活动中予以通报。
阅读、电子书阅读等多种阅读方式，
“
‘书香林海’
活动取得良好的效
积极探索学习新方法，运用互动式、 果。下一步，
集团工会将把这一模式
研讨式、论坛式等促读、导读方式， 在整个龙江森工林区广泛推广，
树起
充分调动集团干部职工的阅读学习 ‘书香林海’
品牌，
让阅读成为森工干
积极性和能动性，不断增强读书学 部职工个人良好的习惯，
让阅读取得
习的吸引力，为克服本领恐慌夯实 的丰硕成果，武装干部职工头脑，进
理论知识基础，确保读书活动取得 而为建设现代化新森工贡献聪明才
实效。
智和广博力量。
”
赵勇说。
“我们会定期组织以‘书香林
读书交流座谈。

民生筑企
王刘洋一家三口。
王刘洋一家三口
。

王刘洋成为整个瞭望队岁数最
小的队员。那一年，和母亲第一次爬
上瞭望塔的年龄一样，他也是 22 岁。
后来，他和妻子成立了一座新的“夫
妻塔”
人生是短暂的。一晃，朱彩芹就要退休
了。

那些天，在上塔工作时，朱彩芹心中充满
不舍，晚上躺在塔下小屋炕上，心里想的还是
瞭望塔，还是大森林。这些年，东北国有林区
停止了天然林商业性采伐，过去以木材为上游
产业的木材加工、林产工业等企业全部关停并
转，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都不愿留在林区，纷
纷跑到大城市或南方打工去了。可是，今后需
要更多有文化、有知识的新一代森林通信瞭望
员，谁来做大森林的守护者呢？
她想到了已经长大成人的儿子王刘洋。
在长春市一家大酒店做厨师长、每月收入
颇丰的王刘洋，就这样接到了妈妈的来电。王
刘洋的眼前浮现出自己年幼时的一幕幕。难
道自己也要像父母那样，用一生的大好时光与
大山为伴，与森林为伍吗？
他终于还是做出了决定。
谢辞酒店的热情挽留，回到大山深处的林
业局，王刘洋成为了森林防火队员。2014 年
望不到边的密林，一架望远镜、 春天，455 瞭望塔需要瞭望员，他没有与父母
商量，主动报名，成为整个瞭望队岁数最小的
一部对讲机。这几乎是一位瞭望员 队员。那一年，和母亲第一次爬上瞭望塔的年
所拥有的全部
龄一样，他也是 22 岁。2015 年春天，他及时准
确地发现雷击火烟点，并精准地在图上定下坐
瞭望塔建在山顶，海拔高、气温低，塔上没 标，有效阻止了山火的发生。
2016 年，王刘洋结婚了，妻子徐盼是有着
有取暖设施，深秋时节，即使头戴棉帽、身上裹
着棉袄和皮大衣、脚上穿着毡袜和棉鞋，依然 本科学历的高材生，本来计划考公务员，但是
冻得瑟瑟发抖。在这种艰苦条件下，每天还要 王刘洋每年有两个防期要在塔上生活，夫妻之
在塔楼外观察瞭望上百次。一旦发生山火，四 间聚少离多。徐盼作出与婆婆同样的选择。
五天甚至半个月不能下塔，困了累了就在冷板 她也成了一名年轻的女瞭望员，与王刘洋一起
组成了一座新的
“夫妻塔”
。
铺上迷糊一会儿，天长日久，留下了腰腿疼的 到山上的 473 塔，
又一个春防结束了，要不了几个月就到秋
病。望不到边的密林，一架望远镜、一部对讲
防了。他们一家两代人，把人生最美好的时光
机。这几乎是一位瞭望员所拥有的全部。
瞭望塔边石砬子里的蛇，也会不请自来。 和全部的精力献给了小兴安岭的大森林。
千千万万个森工人，他们，就是这样一代
初春，几十条蛇盘满房顶，无忧无虑地晒着太
守护着这片绿水青山。
阳；秋天天气转凉，蛇会悄悄爬进屋里，时不时 一代地传承着，

山上林场喝上放心水
□文/摄 马洪亮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马一梅 李健
“终于可以用上放心水了，以后
大家不会再因为用水难发愁啦。”看
着地下岩层 140 米深处的清水源源
不断地向外喷涌，场区居民们开心
地说。
东方红林业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东方红局）党委以
“能力作风建
设年”
活动为契机，
心系群众
“急难愁
盼”，不断加大
“我为群众办实事”工
作力度，大力实施安心工程。近日，
对山上林场所自来水管道进行升级 直深受困扰。东方红局积极申请上
改造，彻底解决山上职工群众最关 级政策支持，采取各项措施，对林
心、
最直接、
最现实的吃水难问题。 （农）场（所）自来水管道实施改造，
记者在大塔山林场自来水改造 解决山上职工群众吃水难问题。
工程施工现场看到，钻井队的师傅
目前，大塔山林场新水井已完
们在事先勘测好的水线位置进行钻 成打眼工 作 ，下 一 步 将 开 展 场 区
井施工，机器的轰隆声引来不少职 自 来 水 管 线 铺 设 和 井 房 建 设 工
工群众，得知今后能喝上健康水、优 作 ，预 计 8 月 份 完 成 所 有 建 设 计
质水、放心水，大家脸上洋溢着开心 划 ，自 来 水 新 系 统 将 正 式 投 入 使
的笑容。
用 。 工 程 完 工 后 ，将 有 效 提 高 林
据了解，大塔山林场旧址水井 场 供 水 保 障 能 力 ，彻 底 解 决 全 场
属于浅表水位，存在污染隐患，水质 160 余名职工群众用水难题和吃水
浑浊，加上管道老化，经常出现漏点 安全问题。
造成全场停水，职工群众多年来一
钻井施工。

产业富企

岗前业务培训赋新能

□文/摄 田典昊 孙浩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马一梅 李健

隐藏在林海深处的瞭望塔。
隐藏在林海深处的瞭望塔
。

装备使用、下降器 ID 使用、应
急救援练习……专业系统的教练员
岗前业务培训赋新能，大海林林业
局有限公司旅游公司的员工们又添
新技能。
为提高公司职工理 论 知 识 水
平和业务实操能力，旅游公司组织
职工边学边练、边悟边干，每天在
完成基础服务设施收尾建设的相

关工作后，都要在地面进行集中反
复培训，提升对探险装备的使用熟
练度。地面培训结束后，每位教练
员和后备人员将分别到各条探险
线路上进行实操练习，确保对各个
环节、关卡做到心中有数、手上有
度。
通过专业系统培训，公司职工
进一步掌握了安全理论知识，树立
了职业教练意识，提高了项目实操
本领，为森林探险乐园的开放运营
和安全保障奠定了坚实基础。
实操练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