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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6 月 16 日至 18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调研考察时强调：

谈 乡村振兴

要关心留守儿童、留守老年人，完善工作机制和措施，加强管理和服务，让他们都
能感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

他们是否健康成长是乡村振兴中绕不开的问题
农时提醒
@农民朋友：

马铃薯晚疫病
或偏重发生

留守儿童“心结
心结”
”
如何解？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
见习记者 梁金池

马铃薯晚疫病。
马铃薯晚疫病
。

大学生助力留守儿童。
大学生助力留守儿童。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郭俊峰
郭俊峰摄
摄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贾晶
暑假即将开始。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日前面向假期返乡的大学生发出号召，公
开招募志愿者参与“情暖童心·乡伴童行”公益项目，一起到农村为留守儿童奉献一
片爱心。
据了解，该活动将贯穿 7 月和 8 月，大学生们将陪伴留守儿童过暑假，弥补他们
因为亲人不在身边而产生的孤独与遗憾。项目实施 7 年来，已覆盖我省 85 个市县区
乡镇，
帮扶了 18569 名留守儿童。
留守儿童是乡村振兴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的特殊群体，
他们的健康成长关系到乡村
人才振兴、
文化振兴及产业振兴等方面，
是乡村振兴中绕不开的难题，
也是实现乡村全面
振兴的关键之一。如何解决留守儿童精神上的关爱，
是大家都在合力探索的问题。

如何

@小麦种植户：

即将抽穗扬花
注意防治赤霉病

近日，记者从省植保站获悉，我省
小麦即将进入易感病的抽穗扬花期，6
月下旬至 7 月上旬全省气象条件总体
利于病害发生。
小麦赤霉病是小麦的重要病害之
一，而今年我省 6 月下旬至 7 月上旬气
温高于常年，气象条件总体利于病害
发生。建议小麦种植区加强监测，指
导农户积极采取预防措施，抑制病菌
侵染，
有效控制小麦赤霉病发生危害。
各地应全面落实
“见花打药”药剂
预防措施，对高感品种，施药后如遇连
阴雨、长时间结露等适宜病害流行天
气，应在第一次用药后 5 天~7 天进行
第二次防治。防治药剂可选用氰烯菌
酯、戊唑醇、咪鲜胺、丙硫菌唑、氟唑菌
酰羟胺等用量少、防效好的高效药剂
及其复配制剂防治，以提高预防控制
效果，
降低呕吐毒素污染风险。

留守儿童？

1.专家建言

23 日，记者从省植保站获悉，今
年我省马铃薯晚疫病将偏重发生，发
病高峰期在 7 月中旬至 8 月上旬。
省植保站的专家表示，马铃薯晚
疫病是我省常发、重发的马铃薯病害，
建议采取控制徒长、药剂防治、收获前
预防块茎感病等方法。目前，我省马
铃薯晚疫病自动监测预警仪提示信
息，可通过“掌上植保”APP 查看。监
测预警仪提示时，应进行全田喷药预
防，未设置马铃薯晚疫病预警仪的地
区，
要加强巡查。此外，
收获前 1 周～2
周采用机械杀秧。杀秧后收获前喷施
一次杀菌剂，
以防薯块感染。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
见习记者 梁金池

精准
关爱

省慈善总会等爱心组织带领巴彦县留守儿童到融创乐园游玩。
省慈善总会等爱心组织带领巴彦县留守儿童到融创乐园游玩。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贾晶
贾晶摄
摄

如何更有效地关爱这些留守儿童呢？
张媛老师从帮扶层面给予如下建议：
第一：建立留守儿童台账，不但可以动
态跟踪，还可以根据孩子的不同留守情况
精准介入。
第二：
形成城乡互助可持续的品牌服务。
第三：
努力建设儿童友好型社区，
按照国
家《关于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
为孩子们构建涵盖健康、教育、安全保护、福
利、
家庭、
环境等多个领域的友好型社区。
对于留守儿童来说，
学校是教育孩子的
重要阵地。王艳华校长告诉记者，
“学校内
留守学生较多，
必须特别重视这些孩子的心
理状况，我们建立了全员育人导师制，每个
导师负责 10 名留守孩子，对其进行密切关
注，
按时家访，
经常与孩子谈心交流，
关注孩
子变化情况，对其过错进行耐心细致地教
育，
对孩子取得的进步及时提请班主任、
家长或学校进行表扬。此外，学校还
开设了心理课，开展了党员教师
和班级留守儿童建立‘大手
拉小手’
的帮扶活动等
等。
”

关爱是他们心底的渴望
“现在留守儿童吃、穿、上学问题都不
大，
最主要就是缺少关爱。
”
齐齐哈尔市依安
县建设村妇女主任姜凤告诉记者，
“我们村
有一对双胞胎，
和爷爷相依为命，
在驻村第
一书记的协调下到镇里小学读书，
公益组织
也承诺一直承担其学习生活费用，
直到大学
毕业。但现在这俩孩子最大的问题是没人
关爱，
没人辅导作业，
放学后俩人轮流玩手
机。村里其他5个留守儿童也一样。
”
齐齐哈尔市泰来县平洋镇中心学校
共有 48 名留守儿童，占比 9.6%。校长王
艳华告诉记者：
“ 留守儿童一般缺乏父母

的关爱和监督，不仅直接影响其生活学
习、心理健康、性格等，还对其人际交往能
力造成一定影响。
”

志愿者和留守儿童在一起。
志愿者和留守儿童在一起。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郭俊峰
郭俊峰摄

协力
“童”行让孩子懂得爱
李佳瑶是哈医大临床专业大二学生，
大一入学时便加入了“小先生”协会，和同
学们一起组建了网上自习室，利用课余时
间为包括建设村在内的十几个村镇 700 多
名留守儿童进行一对一辅导，累计上课时
长 5600 小时。
“有些孩子不是学不好，而是缺乏学
习兴趣和动力。因为内心缺少关爱，也很
难去爱他人，更别提远大的理想。我们无
法代替父母，只能尽力去补位。”李佳瑶告
诉记者，
“ 这两年我们能感受到有越来越

多的人在关注留守儿童，志愿者队伍目前
有近四百人。此外，令我们感动的是村里
的大力支持，像建设村的书记把自己的办
公室腾出来给家里没网络的孩子用。
”
黑龙江工程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学
院社会工作教研室主任张媛曾组织学生
们用 11 周的时间住在农村，给留守儿童开
设周末课堂，联合爱心企业为乡村学校建
了阅览室。
“我们的陪伴是短暂的，每到离
别的时候发现孩子对我们产生了移情和
依赖，
这是我们最难过的事。
”张媛说。

2.
“家庭—学校—社区”
合作护佑
据了解，我省已将乡镇（街
道）社工站建设纳入省委乡村振兴
发展战略和全省民政事业“十四五”
发展规划，将全面启动乡镇（街道）社工
站建设“蒲公英”计划，提出了“一年起
步，三年铺开，五年建成”的行动目标，目
前全省社工站建设框架已经形成，正在按
计划有序推进。
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
教授、
国家高级社工师黄红认为：
“在乡村振兴战略
背景下，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应进一步
重视。对此，需要加强‘家庭—学校—社区’
的合作体系建设，
护佑儿童心理健康成长。
”
黄红认为，首先要督促留守儿童父母履
行职责，减少留守儿童孤独感。其次是学
校发挥主导作用，通过网络把心理教育引
入校园。再者是专业介入，鼓励支持专业
社会力量参与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建设。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推动社会组织参与农
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建设，积极培养
社工人才队伍。加强农村社区综合
服务设施建设，引导社会组织、志
愿者、慈善资源等社会力量参
与未成年人保护等领域。

水稻负泥虫。
水稻负泥虫
。

@水稻种植户：

本组图片均由采访对象提供

：

文
□ 摄/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天池

近日，记者从省植保站获悉，今
年我省水稻负泥虫总体为中等发生，
山区、半山区的稻区局部地块偏重发
生。田间幼虫防治适期为 6 月下旬至
7 月上旬，广大水稻种植户可采取人
工防治、药剂防治的方法进行防治。
省植保站建议，各地要继续做好
田间虫情调查监测，重点地区及未进
行苗床带药下田预防措施和未防治
水 稻 潜 叶 蝇、稻 水 象 甲 等 虫 害 的 地
块，要全面查田到位，准确掌握田间
虫情发生动态，依照防治指标，因地
制宜，分类指导农户，采取科学防治
措施，
有效控制水稻负泥虫危害。
针对水稻负泥虫，各地可采取人
工防治、药剂防治的方法进行防治。
其中，人工防治是指在 6 月下旬水稻
负泥虫发生盛期，灌水到只露水稻苗
尖 ，于 清 晨 用 笤 帚 将 幼 虫 扫 落 于 水
中，并迅速排水以减少虫量。

有特色 有看头
﹃文药﹄融合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
见习记者 梁金池

黑河市爱辉区新生鄂伦春族乡

负泥虫中等发生
山区半山区局地偏重

村民在自家小院
内种植芍药。

黑河市爱辉区新生鄂伦春
族乡地处小兴安岭北麓，凭借独
特的民族文化与地域优势，不断
优化产业结构，逐步形成以北药
林下保育和生态培植为主导，以
北药文化、鄂伦春文化、中医药
康养、雪域度假为主要发展方向
的产业集群。日前，记者来到这
里进行了深入采访。
近两个小时车程，一处高大
的白色建筑豁然出现，
“新生鄂伦
春族乡”
7个金字格外夺目。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
“大门设计契合了
鄂伦春族特色的标志性建筑，整
体采用鄂伦春族传统居住房屋仙
人柱样式。”继续前行便进入了
村。一栋栋“撮罗子”外观的民
居、弓箭造型的路灯……鄂伦春
传统建筑特点和民族文化符号融
入其中，
为其注入
“灵魂”
。
据介绍，该乡通过举办培训

“撮罗子”外观
的民居。
班、故事会、文艺汇演等形式，积
极开展文化宣讲互动、鄂伦春民
俗文化传承等。据负责人介绍，
他们深化与清华大学合作，以鄂
伦春族民俗和非遗文化为核心
内容的传统文化融入到旅游产
品中，
不断提升景区景点品质。
在一些特色民居小院里，栽
种着芍药。工作人员说：
“ 我们
2020 年开始大力发展赤芍栽培
深加工产业。村民利用小园种
植赤芍，药厂提供芽头。”村民张
保义说：
“ 我种植了 2.7 亩，每年
增收 5000 元呢！”
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其出
产的中药材质量高、品质好、药
性强，目前已建立生态药谷和北
药生态培育基地、北药示范基地

各 1 处，种植赤芍、刺五加、五味
子等中药材上千亩。同时建立
旅游景观带，逐步展现中药材观
赏、科研作用，深度融合开发民
俗游、采风游、教研游等特色旅
游线路，开发北药花海宿营基
地。
对于今后发展，该乡相关负
责人表示，2022~2025 年，项目计
划完成中药种植示范观光基地、
中医诊疗中心等项目建设；完成
中药饮片加工厂等药材加工集
群建设；完成北药博物馆建设及
布展、北药主题民宿建设；完成
摄影协会及文联创作基地、信息
化工程、北药生态停车场建设；
通过中国健康好乡村新生项目，
推动乡村经济振兴发展。

2022 年 6 月 28 日 星期二
E-mail：hljrbxczx@163.com
本期责编：李天池（0451
0451-84655463
84655463）
）
执行编辑：毛晓星（0451
0451-84655721
84655721）
）
美

编：赵 博

码上端详

龙江农业好品牌之九三大豆

看龙江大米
如何甲天下？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周静

加工车间。
加工车间
。
670.70 亿元、677.93 亿元、698.6 亿元、
701.97 亿 元、703.27 亿 元 ，5 年 攀 升 5 个 台
阶，5 年连续蝉联地标产品初级农产品类全
国第一。
“ 五常大米”不仅品牌价值一路飙
升，在“中国十大好吃米饭”评比中，五常市
更是有 5 家企业入围。
一米好吃不算好，
黑土地上米皆香。中
国品牌建设促进会 2021 年发布的中国品牌
价值评价信息显示：
“佳木斯大米”
品牌价值
211.17 亿元；
“方正大米”品牌价值 123.69 亿
元；
“通河大米”品牌价值 109.48 亿元；
“同江
大米”品牌价值 65.23 亿元；
“响水大米”品牌
价值 42.47 亿元；
“延寿大米”品牌价值 33.02
亿元；
“ 海伦大米”品牌价值 20.93 亿元；
“汤
原大米”
品牌价值 14.97 亿元……
黑龙江大米好，
人们一般会怎么形容？
大米成饭后，颗粒饱满、晶莹剔透，
饭香
清淡醇厚，口感黏性适中、不回生、琥珀香等
特点。这是人们形容五常大米。
佳木斯大米，
饭香浓郁，
入口爽滑。煮粥
时，
米粒伸展均匀，
汤汁黏稠，
松软清香。据有
关部门检测，
佳木斯大米富含人体所需的19种
氨基酸，
多种维生素和钙、
铁、
锌等微量元素。
“营养成分均衡丰富，富含人体所需的
多种维生素、氨基酸和钙、铁、锌、硒、磷等微
量元素。水分≤15.5%，垩白米率≤5.0%，硒
含量≥0.01mg/kg，粗蛋白含量≥6%，氨基
酸总量≥6%……碱消值是 7 级。”延寿大米
直接用数据说话。
庆安大米更是善于比较：
直链淀粉含量
小于17%，
很多都在19%以上，
直链淀粉过高，
米饭会发硬；
蛋白含量8.4%～8.5%，
其它地区
的在 5.5%～6%以下；赖氨酸等 8 种必须氨基
酸、
碳水化合物、
多种维生素和锌、
硒、
锶、
镁、
锗、铁等有益微量元素均优于其它地区的大
米。
图片由省农业农村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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