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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传真

□本报见习记者 梁金池

汤原县红旗村：
小芦笋大能量
乡村振兴新希望

连日来，佳木斯市汤原县汤旺朝鲜族
乡红旗村芦笋种植基地迎来了丰收季，工
人们干劲儿十足地采摘芦笋，带动增收的
同时助力乡村发展。

据了解，汤原县汤旺朝鲜族乡红旗
村芦笋种植基地拥有一栋500平方米的
芦笋育苗大棚、15000平方米芦笋种植
基地。通过“党支部+合作社”的发展模
式，由致富带头人发挥引领作用，带动入
股村民增收致富。

“我们种的芦笋，今年头一茬每斤就
卖了10元钱，今年预计能摘个13500斤左
右，挣8万元钱没问题。”汤原青青草芦笋
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陈星珠说。

合作社不仅将 41户社员带上了致
富的康庄大道，还为本村村民提供32个
就业岗位，通过务工增收。“我们这个芦
笋从 5月中旬开始能采摘，每次采摘一
天给我们100元工钱，平时是2天能采一
次，3 个半月采摘期能挣 5000 元左右
吧。”社员李珍顺说。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小
小的芦笋连通着乡村振兴路，也成为了支
撑起红旗村增收致富的“大产业”。下一
步红旗村准备将种植业发展为规模化、产
业化、现代化、品牌化的产业，壮大村集体
经济，让百姓的钱袋子越来越鼓。

绿油油芦笋长势喜人绿油油芦笋长势喜人。。

□文/本报记者 周静 摄/王德刚 本报记者 周静

本组稿件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文/摄 本报见习记者 唐海兵

“先收燕麦后收玉米，有助
于突破安达市奶牛优质饲料供
应瓶颈问题。”王德刚说。

而周现平算的是燕麦账，
作为青储饲料或是收获燕麦籽
粒，经济效益都很好。以饲料为
例，每亩纯利润466.78元。“还能
带动下游产业，一举多得！”

董井鹏算的则是大账，“现
在安达市玉米亩产平均 750公
斤，播种面积年均 180万亩，如
果都用这个套种模式，等于给
安达增加了几十万亩优质耕
地。另外，吃了燕麦后的奶牛，
粪便质量也随之提高，从生态
效益看还能改善环境。”

安达市农业农村局考虑的
更远：玉米套种燕麦模式提高
了粮食作物的产能，增加农户
和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的收
入，快速推动农业生产全程
托管，最终实现土地规模经
营……无论对于“四个农业”的
发展，还是助力乡村振兴，都不
失为一条崭新路径。

“这种小黑葡萄叫什么？”“原来黑龙江
也种黑加仑”……在海林市横道镇道林园艺
基地，游客们对灌木丛中生长的一串串黑色

“葡萄”发出疑问。
“黑穗醋栗，又称黑加仑、黑豆果，具有

独特的芳香气味，营养非常丰富。”黑龙江省
林科院牡丹江分院研究员刘克武介绍，黑穗
醋栗是我国寒地的优势树种之一，目前全国
种植面积以黑龙江省为首，栽培面积近 2万
亩。黑穗醋栗富含糖、有机酸、维生素、黄
酮、矿物质、氨基酸、脂肪酸等营养成分，并
具有多种保健功能。黑穗醋栗中含有大量
VC，具有防治坏血病和多种传染病的作用；
含有的β -胡萝卜素类物质，对预防和治疗
夜盲、干眼、角膜软化等症有一定作用；其有
机酸含量较高，有利于消化、促进钙的吸收；
黑穗醋栗中的生物类黄酮能降低血清胆固
醇、软化血管，降低心脑血管系统疾病的发
病率，对血栓起到一定预防作用。

夏季进入黑穗醋栗收获期，种植户赵金
鹏告诉记者，“黑穗醋栗是寒带特有的小浆
果，南方种不了，因为一旦温度超过 35摄氏
度，黑穗醋栗便会停止生长。”黑龙江地处中
高纬度，冬季寒冷漫长，夏季清凉多雨，肥沃
的土质，适宜的气温，丰足的雨水，为黑穗醋
栗生长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

目前，黑穗醋栗除广泛用于食品领域
外，已逐渐向医疗领域拓展。走进黑龙江雨
蔷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千亩种植基地，
2000 万株“繁星”黑穗醋栗种苗生长旺盛。
据了解，“繁星”是雨蔷生物科技与黑龙江省
林科院共同完成的科研项目，已取得省林业
良种证书，成为国家林业植物保护新品种。

“繁星”黑加仑中矢车菊素-3-O-葡萄糖苷、
总酚、黄铜含量较高，花青素含量高，为制造
医药级系列抗氧化产品提供了优质原材料。

“雨蔷生物专注于药食同源植物种苗研
发、提取领域，以黑龙江寒地浆果为主要原
料，制作医药级的系列抗氧化药食同源食
品，致力于打造国内第一大花青素领导品
牌，实现龙江特色小浆果产业集群，做大做
强民族品牌产业。”公司经理李薇说。

仲夏时节，瓜果飘香。城市里的
“小园主”们利用周末来到友谊县成富
乡大成富村认领的小菜园，侍弄茄子、
辣椒等时令蔬菜，体验了农事生活、放
松了身心，收获了丰厚的劳动果实。

近年来，村内的年轻人大都出去务
工，宅前院后留下许多闲置田地。年
初，乡党委多次实地考察，打造大成富
村“五小园”小生态板块，即“小菜园、小
药园、小果园、小花园、小游园”，并联合
驻村工作队对“五小园”的种植品种、美
化设计等事宜进行多方面商讨和研
究。根据村民生活及市场需求，选择栽
种一些茄子、辣椒、西红柿等接地气的
蔬菜，草莓、龙秋等便于采摘的水果，平
贝、白鲜皮、苍术等销路好的中药材，以
及花期长、色彩鲜艳的花卉。

“认领一块小菜园不仅能让很多市
民享受丰收的喜悦，体验农耕生活，吃
到安全放心的绿色蔬菜，更重要的是在
闲暇之余，远离城市的喧嚣，放松心情，
享受种植带来的乐趣！”成富乡党委副
书记张皓说，小菜园仅是该乡发展乡村
经济的切入点，他们还将围绕“小菜园”
建设具有民族特色的长廊、凉亭等，打
造与其相适应的餐饮行业。

友谊县成富乡大成富村：
“五小园”
扮靓美丽家园

□王博 本报记者 潘宏宇

小朋友也成了小朋友也成了““小园主小园主”。”。

当你走进佳木斯市任意一处村落会
发现，这里的村路旁都立起了显眼的路
牌：智信路、吉祥路……一个个朗朗上口
的名字都蕴含着美好寓意。记者从佳木
斯市民政局了解到，目前该市的 962个
行政村村路命名已经全部完成，共计命
名道路10546条。

此项工作是佳木斯市民政局在黑龙
江省民政厅支持下实施的，目的是为助力
乡村振兴，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和治理水
平，方便群众生活和出行、改善村容村
貌。佳木斯市以国务院新修订的《地名管
理条例》为指导，制发《关于开展佳木斯市
行政村村级道路命名工作的通知》，开展
了由县级政府主导，民政部门牵头，相关
部门配合的佳木斯市全域范围内乡村道
路命名工作。各县（市）区民政部门通过
实地调研、专家论证、组织评审等方式指
导所辖乡镇结合本地文化开展命名工作。

佳木斯市：
10546条村路
都有了名字

□本报见习记者 梁金池

比产业、比文明、比生态……
桦南县12个乡镇、192个行政村各自拿出

看家本领，比学赶超——

上“擂台”
PK兴村成效

一场擂台赛，百家来争“星”。自 3月份桦南县开展乡村振兴“积分
争星创优”擂台赛起，5个月来，全县 12个乡镇、192个行政村各自拿
出看家本领，比学赶超，抢星夺魁。近日，记者走访了桦南县各乡
镇村屯，亲身感受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中的这场“擂台比武”。

桦南县孟家岗镇楼山村的香
满楼山生态农业产业园内，紫色的
葡萄已爬满藤架，椭圆的哈密瓜不
久即将上市。

“今年我们种了 5000株葡萄和
4800 株哈密瓜，综合效益能达到
50万元。”省纪委监委派驻桦南县
孟家岗镇楼山村第一书记工作队
长周凯昌说，2021年驻村工作队通
过招商引资，与大庆良丰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共同成立香满楼山生态
农业有限公司。除果蔬种植外，还
发展林下鸡、三花鹅、湖羊等养殖
业，以“企业+村集体+农户”发展
模式，全链条带动村民增收。另
外，楼山村还打造了“一户一业”新
模式，现有凤红小酱厂等 11 处特
色庭院经济示范点，激活致富新动
能。

那方产业正旺，这方电商兴
起。“自 3月以来，民主村聚焦农村

电商创新发展，与桦南
县佰沃源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深度合
作，投入 20 余
万元，为全
乡 电 子
商 务 从
业人员打造
公 共 服 务 平
台。”梨树乡民主
村书记孟凡梅介绍，
以“平台+电商企业+党
支部+农户+渠道”的运营
模式，深入挖掘梨树乡
虾稻、鱼稻、蟹稻等有
机种植模式优势，
聚焦本土大米、杂
粮杂豆及桦南紫苏等
产品，通过探索“全民直
播”模式，叫响梨树农产品

“金字招牌”。

清晨刚下过细雨，梨树乡东柞
村 62 岁村民宫殿全便赶着来看包
米地里的40只乌鸡。

“这是村里 6 月份免费发给我
们的，每家都分了三四十只，刚来的
时候是小鸡崽，如今长到 2斤多了，
等 10月份下蛋了，一个蛋能卖 1元
多钱。”

梨树乡乡长张杨告诉记者，今
年村党支部和帮扶单位共同出资买
了 5070只乌鸡雏，帮扶本村 105户
致富增收。“通过村里的支持和技术

指导，乌鸡成活率达到 95%以上。
村委会还与县教育社区合作共建签
订收购协议，确保了乌鸡蛋、乌鸡肉
的销路，预计年末户均增收 3000元
至5000元。”张杨说。

此外，东柞村积极带动农户开
发利用庭院、露台等空地资源，栽植
果树、油豆角、甜玉米等农产品。

“我们会继续推进宅基地改革
和‘菜园革命’，将农户庭院的‘方寸
地’变成‘增收园’‘后花园’，不断带
领村民致富，抢星夺魁！”张杨说。

生活富裕
多措并举 助民增收2

产业兴旺
强者如云 竞争激烈1

田间宽窄行栽 7月收燕麦10月收玉米

“牛城”安达增产有一
“燕麦7月份都收完了，你看一点儿不影响玉米继续生长。”安达市农技推广中心主任

王德刚说。在该中心科技园区，玉米已一人多高，套种的燕麦也长到了玉米的“腰”部，黄
灿灿的麦穗低垂着。

“安达是牛城，燕麦既是粮食作
物，也是奶牛粗饲料的最佳选择之
一。”安达市绿生源养殖场总经理周
现平，做了多年的饲草生意，对燕麦
的好处了如指掌，“燕麦含多种矿物
质与维生素，奶牛吃它不爱生病。”

作为玉米套种燕麦模式的主要
实施方，省大鹏农业有限公司董事

长董井鹏介绍，3年前我们公司就开
始在安达用“4090”模式为农户进行
托管服务，每年收成都很好。但

“40”种玉米，“90”闲着很浪费，今年
市农业农村局提出在“90”上种燕麦
的思路，目前燕麦测产结果很好，后
期玉米也要进行测产，“争取创造出
一个增产增收的好模式”。

“4090 模式，就是把原来两个
65cm的小垄集成一行 90cm秸秆带
和一条 40cm的播种带。这样通过
宽窄行栽培玉米，发挥玉米边际效
应优势。”董井鹏说，“今年 3月末 4
月初，我们在 90厘米集条带上播燕
麦，5月上旬又在 40厘米播种带上
免耕种玉米。几场雨后，苗出得特
别齐整。”

到了 6月末，“土专家”李志勇
研制了一种药物喷洒机，一趟下
来，玉米用玉米的药，燕麦用燕麦
的药，成功解决了两种作物田间

打药的难题。燕麦籽粒进入灌浆
后期，李志勇又按农业农村局的
请求研发了专用的燕麦收割机，
效果也很好。

“明年如果大量生产，我们会把
收割后的燕麦做成裹包青贮，由于
零溢价优势，利润将非常可观。”周
现平已联络了一些牧场，大家都非
常感兴趣。

收完燕麦，玉米的生长空间又
恢复了，“现在长势和旁边不种燕麦
的没啥区别，一定能丰收。”董井鹏
很有信心。

一地两用
创造多重收益

“试水”玉米套种燕麦

改变耕种模式实现一季两收

解密龙江特产
“小黑豆”

更多“数说
龙江好味道”精
彩报道，扫二维
码看吧。

□文/摄 本报见习记者 唐海兵

走进柳毛河镇东华村，整齐干净的街
道，五彩缤纷的花丛，一如走进了旅游景区。

柳毛河副镇长王莹介绍，2020年东华村
获评为“全国文明村”，村内打造了6100

平方米的党建广场，70米长的文化长
廊，110平方米的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150平米的红色抗联文化馆，新

建百姓大舞台，农家书屋共有藏书2000
余册。
“在东华村，我们还有自己的‘时间银

行’。”王莹告诉记者，柳毛河镇在开展志愿服
务工作的过程中，探索建立了双向闭环志愿服务

激励机制——“时间银行”。
“‘时间银行’也有‘银行卡’，但它的功能不是存

钱、取钱，而是存取‘文明’。”王莹介绍，在“银行卡”内页
可以看到志愿者信息、服务项目与积分，当志愿者自家有
需求时，可从“银行卡”上支取服务时间，也可兑换相应实
物。“‘时间银行’开通后，志愿者们参与服务的积极性越
来越高。”东华村“时间银行”管理员说。

在东华村，争星创优的理念早已深入人心，东华村定期
开展“最美家庭”“志愿之星”“五好家庭”等主题评选活动，丰
富了村民的业余文化生活，展现了东华村新时代的文明风尚。

据悉，桦南县2022年度乡村振兴“积分争星创优”擂
台赛于今年 3月开始，将于 12月结束，按照“乡镇组织实
施、县级考核把关”制度，以“月抽查、季度打擂、年度评
选”方式，围绕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五大方面，评选出乡村振兴示范乡镇、乡村振兴
典型（先进）村、提档升级先进村和最美庭院等多项荣誉。

桦南县乡村振兴局副局长焦石表示：“我们进行了多
次月度抽查，农村厕所、垃圾、污水专项整治取得显著成
效，农村生态环境明显好转，擂台赛效果良好。”

乡风向上
“时间银行”存取“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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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穗醋栗黑穗醋栗。。

改装的燕麦收割机非常好用改装的燕麦收割机非常好用。。

科技人员在给燕麦测产科技人员在给燕麦测产。。

玉米套种燕麦玉米套种燕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