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齐齐哈尔市依安县新发乡利民村脱贫户姚永峰家今年种了 3 亩黏玉米，近
日雨水勤，他天天看着拔草。“我一定得好好侍弄这些‘金玉米’。种子化肥都
是工作队免费提供的，好好侍弄着不招病不遭灾，到秋每亩大概能增收 3000
元。”

给姚永峰信心的，是依安县“521+N”驻村产业发展联盟。
这个联盟由 5 个省级驻村工作队、2 个市级驻村工作队和 1 个县级

驻村工作队组成，主要任务就是整合优势，变单一帮扶为联合助
力，变各自发力为合作共赢，变分散布局为战略筹划，通过资

源共享、渠道共用、产业共建，助力 N 个乡村产业发展走
上快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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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间测量秧苗生长情况。

洁白的双孢菇洁白的双孢菇。。

更多“数说
龙江好味道”精
彩报道，扫二维
码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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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农们注意啦！“苹果锈

病”的罪魁祸首是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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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书记

乡村振兴乡村振兴谈

一线动态

2019年9月16日至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强调：

脱贫攻坚既要扶智也要扶志，既要输血更要造血，建立造血机制，增强致富内生动力，防
止返贫。要发扬自力更生、自强不息的精神，不仅要脱贫，而且要致富，继续在致富路上奔跑，
走向更加富裕的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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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摄 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见习记者 梁金池

进入盘岭村的采摘园中，漫山遍
野的玫瑰花争奇斗艳，慕名而来的游
客们在花田中拍照打卡，并在花农的
指导下学习采摘方法。

一位玫瑰种植户告诉记者，每年
这个时节都会有大批游客前来采摘
玫瑰，体验农耕文化。结束后还会购
买一些玫瑰花酱、玫瑰茶、玫瑰酒等
产品，带回去与身边人分享。

记者了解到，在海浪镇不仅设有
玫瑰采摘园，还有配套的玫瑰加工厂，
采摘下来的玫瑰可直接制成玫瑰产
品，销往周边各地。花开季节，香气浓
厚，素有“玫瑰花开十里香”的美誉。

据了解，海浪镇已有22年种植玫
瑰的历史，全镇共种植玫瑰 1500亩，
年产可达 5000吨。玫瑰花素来是浪
漫的象征，在宁安市海浪镇，玫瑰又
是“致富花”“幸福花”，海浪镇的玫瑰
种植户，用勤劳的双手铺就了浪漫的

“玫瑰事业”，走出了一条乡村振兴的
致富之路。

宁安市：
玫瑰开出致富花

玫瑰采摘园玫瑰采摘园。。

双孢菇：
蘑菇界的“白富美”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
见习记者 唐海兵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宋晨曦

“我现在位于沿江乡哈达彦村的千亩示
范田里。目前是打除草剂最关键的时候，没
打的要赶快打……”夏管关键期，孙吴县农业
技术推广中心推广站站长李霞开播了。

在快手平台，“孙吴李霞讲农技”的粉丝
有2.6万人，农忙时观看人数最多时有几千人
围观。火的不仅是主播李霞，这种“云”解惑
也成了黑河市孙吴县大豆科技自强示范的创
新之举。直播间里，大家唠得最多的是大豆，
咋种、咋增产是不变的主题。“例如施肥，根据
今年气候、土壤实际情况，我们提醒农户要减
氮、稳磷、增钾，进行绿色施肥，科学防控。”李
霞说。

在农业专家的力推下，今年全县 90%的
大豆都包衣做了绿色防控。

直播除了解惑之外，还有示范推广。“我
们鼓励大家采用 1.1米大垄双行密植。两根
垄并在一根垄上，一个垄沟30公分，少一个垄
沟，一垧地就能多出两亩地。一亩地按产400
斤大豆算，多出两亩不就多打800斤粮么？”李

霞给农民算了笔账：“咱们农民种45公分小垄
密植，雨水大时容易倒伏，通透不足。而大垄
密植光照面积大，土壤通透好，根系发育就
好，苗就会壮，才能多产粮。”

采访期间，李霞的电话铃声始终不断，都
是咨询大豆生产环节中出现的问题。更有农
民通过微信视频，把地里大豆生长中的问题
发给她。

李霞告诉记者，现在市场上品种五花八
门，农民挑选不当，一旦有损失就是不可逆
的。“我们因地制宜选取了适合当地种植的品
种，性状、高矮度、密植程度、生育日数等特
性，让来这里参观的农民一目了然。这也是
为了避免农民输在起跑线上。”

推广抗低温、早熟、耐密抗倒伏的高产优
质大豆品种正是孙吴县示范的重要一环。他
们力争单产水平较当地大田生产平均产量提
高15%以上，示范带动全县平均增产7%以上。

李霞这样理解“示范”：“做给农民看，带
领农民干，边看边把钱来赚。”

蘑菇界也有“白富美”？走进大庆市恒
瑞食用菌种植专业合作社，一阵菌类特有的
浓郁香气扑面而来，刚刚出土的双孢菇，伞
盖银白、肉质肥厚，像一颗颗白色的珍珠镶
嵌在菇床上，煞是喜人。

“双孢菇也叫洋菇、白蘑菇，欧美国家称
之为纽扣蘑菇，在全球食用菌产业中占有重
要地位，有‘世界菇’之称。”东北农业大学资
源与环境微生物学科带头人、黑龙江省食用
菌协会副理事长、黑龙江省现代农业产业技
术协同创新推广体系（食用菌）双孢蘑菇栽
培岗位专家许修宏教授介绍，双孢菇不仅味
道鲜美，还富含蛋白质、氨基酸、活性多糖、
维生素与矿物质等成分，具有降低血压血
脂、抑制肿瘤、抗氧化、抗菌消炎、护肝、增强
机体免疫力等功效。

据测定，每100g干菇中含蛋白质36~40g、
脂肪 3.6g、碳水化合物 31.2g、磷 718mg、铁
188.5mg、钙 131mg、粗纤维 6g，此外还含有
维生素B1、B2、Vc，尼克酸等。因营养比一般
蔬菜高，所以双孢菇有“植物肉”之称。

许修宏表示，双孢蘑菇是一种低温食用
菌，黑龙江特殊的气候特点为生产优质双孢
蘑菇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黑龙江是农业
大省，每年产生大量的畜禽粪污和农作物秸
秆，这些都是生产双孢菇的主要原料。

双孢菇是俄罗斯日常食用量非常大的
一个菌种。“鲜食双孢菇仅有 7天货架期，而
因为区位优势，我们的双孢菇运到口岸仅需
1小时。我们产品鲜着呢！”黑龙江穆棱鑫北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王楠说。

图片由受访单位提供

驻村产业联盟一直坚持产品质量标准才
是正道的理念。端午节期间，为农产品收购、
加工、发货，驻村工作队员每天忙得热火朝
天。除了装箱鸡蛋，工作队成员还有一项任
务，便是挑出破损鸡蛋——破损蛋坚决收回，
不装箱，不流入市场。

驻村产业联盟注重在绿色、生态、有机农
业上下功夫、做文章。他们协调建设高标准农
田，先后与省农科院、东北农大、八一农大等科
研院所在东农 253种植、沙棘果套种红小豆、
100万狮白鹅养殖项目上进行洽谈合作。与农
户签订农产品种养合同，免费赠送种子，全程

视频监控，确保质量可控。
为了让好产品卖出好价钱，也为了给大众

提供优质农产品，驻村产业联盟进一步拓宽市
场销售渠道，采取“电商+”模式，驻村工作队成
员一职多能，学电商、做直播、做营销视频号
等，章刘成组建了自己的直播团队，不遗余力
宣传农产品。其他驻村工作队纷纷与相关电
商平台积极开展合作，培养驻村第一书记直播
团队和本地村民直播团队，入驻天猫、抖音等
直播平台，使有机农产品销售供不应求。

和合共生，力行致远。“521+N”未来可期。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近日，孙吴县司法局推进乡村公
共法律服务，以“乡村振兴 法治同
行”活动为契机，结合乡镇法律专业
人员短缺的实际情况，开启公共法律
服务智能化新模式。

孙吴县司法局积极投入资金配
备集自助查询、服务评价、网络咨询
等功能于一体的公共法律服务智能
终端机 12台。分别设置在孙吴县公
共法律服务中心、8个乡镇公共法律
服务工作站、1个社区公共法律服务
工作室及孙吴县公安局执法办案管
理中心和孙吴县政务服务中心政务
服务 24小时自助站，形成了县、乡两
级公共法律服务智能化体系。

公共法律服务智能终端机集先
进的触摸屏、声音身份识别、远程视
频等技术于一体，充分利用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提供法律咨询、人民调
解、法治宣传、法律援助等公共法律
服务，可以为办事群众提供各种合同
文本、法律援助申请表等电子文本，
并且支持扫码下载与打印，提供法律
服务相关费用计算等服务。

孙吴县：
开启智能化
法律服务新模式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
见习记者 梁金池

近日，呼玛县乡村振兴局与爱心
机构和企业共同组成爱心小队来到红
卫村，为脱贫户张传运送来大棚膜。

“这些大棚膜来得太及时了。”张
传运的妻子患有心脏病，女儿正在读
高中，医药费、学费开销都很大，他想
通过种植大棚蔬菜增加收入，用自立
自强解决经济困难。

据了解，“遍访脱贫户 助困圆心
愿”活动由呼玛县乡村振兴局组织开
展，目的是借助多方力量帮助脱贫户
等弱势群体解决实际困难、增加收入。

“活动发起前，我们发动各村驻村
干部与帮扶责任人对全县 6个乡 2个
镇 54个村屯 664户脱贫户进行遍访，
征集他们的急难愁盼问题。”呼玛县乡
村振兴局吴凤仙说，根据实际情况，他
们甄选出脱贫户亟需解决的实际困
难，最后形成100个脱贫户的心愿单，
再通过网站、公众号等平台发布，由爱
心单位和人士进行“心愿”认领。截至
目前，100个心愿已经达成。

呼玛县：
100个脱贫户
心愿达成啦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
见习记者 梁金池

依安县有 5个省级驻村工作队，分别
来自省地震局、省海关、省社保中心、省教
育厅和哈尔滨商业大学；两个市级驻村工
作队队员来自齐齐哈尔市第一医院和齐
齐哈尔市教育局。而在上游乡兴旺村还
有个依安县电业局驻村工作队。

“各村资源禀赋不同，而各驻村工作队
的派驻优势也各有千秋。如何整合资源，
形成1+1﹥2的效果？”省教育厅驻依安县中
心镇建设村第一书记蹇木庆介绍，工作中
大家普遍存在有想法没办法、有资金没资
源、有工厂没市场等情况，于是“521+N”驻
村产业发展联盟应运而生。“省派工作队站
位高、资源广，市派工作队选品准、懂市场，
县派工作队人头熟、把关严。”蹇木庆说，联
盟中大家发挥各自优势，互相取长补短，打
响了第一场种植+营销“合作战”。

来自哈尔滨商业大学的依安县新屯
乡太民村第一书记章刘成，发起成立农村
食品公司和电商公司，省直工作队负责联
系种子，注册电商平台推广；来自齐齐哈
尔市第一医院的依安县中心镇向阳村第
一书记赵武志，负责设计线下实体店，包
括区域代理销售；来自县电业局的依安县
上游乡兴旺村第一书记蔺春泉，负责对接
依安县各局，包括与基层农民沟通，选择
种植玉米地块、基础建设等工作。

年初为了推广黏玉米种植，蔺春泉挨
家挨户走访，“我就是‘521+N’产业发展联
盟中的‘1’！作为县里基层干部，我是最
懂基层老百姓心思的人。农民担心农资
投入大，我们担保农资投入为零；农民没
种过黏玉米，我们统一开展技术指导；农
民担心种完卖不出去，我们拿出了回收协
议书……”今年驻村产业联盟共签约种了
150亩黏玉米，如今生长旺盛。

发挥各自优势
画好“同心圆”

“地上”示范“云上”看农业专家
田间地头
搭起直播间 □文/摄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天池

驻村产业
发展联盟 521521+N+N

未来可期

从弱到强打造高质量是根本

从小到大建强产业链是关键

产业要发展，把“蛋糕”做大是关键。
蹇木庆认为，做农村产业不一定都“自立门

户”，产业发展较好的村带着做，产业基础一般
或没成型产业的村跟着做，没产品的可以做原
料供应和市场销售，一个村有成熟的产业项目，
其他村可以做配套产品供应，既可以有效避免
低质同品重复，又可以做好延链壮链工作。

章刘成介绍，端午节期间，联盟整合全县
驻村工作队力量，紧盯节假日农产品需求市场
旺季，把各村零散的笨鸡蛋集中收购，推动高
质量农产品进入城市高端消费需求人群，仅 3
天就销售10万枚鸡蛋和1000多单五谷杂粮。

产业联盟还与医院签约，解决农户就医难
题。

据了解，联盟今年还共同打造了“依安半

亩园优选”商城，“村农”公共品牌，将依安有
机鲜食玉米、五谷养生豆浆原料包，笨大鹅、
笨鸡蛋等远销海南、北京、上海等地，深受百
姓喜爱。通过太民村食品加工厂订单种植，
10多个村开展有机鲜食玉米种植和高蛋白大
豆订单种植，长期收购所驻村村民笨鸡蛋、笨
大鹅等农产品，用太民村的电商销售渠道助
农增收。

依安县中心镇向阳村的玉米面粉加工品
受消费者追捧，齐齐哈尔市第一医院工作队在
市里设置代售点，助农销售20余万元。驻村联
盟还大力发展庭院经济，目前农家小园菜、小
菇娘、贝贝南瓜、香瓜等都已预售一空。特别
是驻村联盟 6个村联合种植小园鲜食玉米，市
场预期良好，多家公司提前批量预定完毕。

研讨会研讨会。。

产业联盟主推的农产品产业联盟主推的农产品。。

农户养殖的大鹅农户养殖的大鹅。。

通过直播通过直播，，李霞在为农民传授大豆种植经验李霞在为农民传授大豆种植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