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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爱龙 李学斌 李成祥
本报记者 吴树江 刘畅

沿着高速公路向着北大荒集团创业农场
的方向飞驰而去……9月 16日 9时 42分，映
入眼帘的是一辆又一辆满载新粮的大货车。
在公路一侧整齐排列的粮囤，建在金色的田
野之中，稻浪随风翻滚。而在公路另一侧，收
割机轰鸣，热闹非凡，掀起水稻收获热潮。

记者走入稻田，稻米香味四溢，稻穗颗粒
饱满，用手触摸，沉甸甸的感觉。种植户李传
银告诉记者：“我家的这片水稻一共210亩，今
年只雇了3台小型收割机，一天半的时间就能
完成收割任务。”

创业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宋勇昌
说，通过水稻割晒能有效降低倒伏、早衰现象
的发生，降低恶劣天气带来的收获困难和粮
食综合损失率，保障广大种植户丰产丰收。

轰鸣机器忙收获，颗粒归仓粮囤圆。在
北大荒集团军川农场有限公司金色田野间，
成熟的稻米散发出沁人芳香。

在福源管理区，日前割晒的水稻经过四
天的风吹日晒，水分经测量达到了收获标准，

七台拾禾机车大显身手，颗粒饱满的稻穗
被拾禾机卷入腹中，粉碎的秸秆从机车尾部
挥洒而下还田利用，剩下金黄的稻谷顺着卸
粮桶撒进车斗，一车车载满粮食的机车在田
间往来穿梭，构成了一幅丰收的金色画卷。

“今天开始拾禾啦，喜获丰收，亩产
在1260斤。我们开足马力加油干，确
保粮食颗粒归仓。”福源管理区种
植户杨明成脸上洋溢着丰收的
喜悦。

水稻收割。
潘爱龙 本报记

者 吴树江摄

丰收稻谷满粮仓

□耿美娟 许颖献
本报记者 刘畅 姜斌

金秋，北大荒满地流“金”。
9 月 16 日，在北大荒农业股

份友谊分公司第五管理区玉米
收获地块，7台大型玉米收割
机，3台整地机车往来穿梭轰
鸣作业，收耕并举同步推进
奏响最美“丰收曲”。

金秋时节迎丰收，广袤
田野“玉”飘香。当金黄色
的玉米如同一串串跳动的
音符，快速翻滚进一辆辆运
输车中时，一首丰收曲便在
沃野田畴上奏响了。友谊分
公司铆足干劲、奋力冲刺确保
粮食颗粒归仓。

友谊分公司成立110支农业技术服务
小组，每天认真踏查地号，根据玉米先后
成熟度开展“一条龙”联合抢收作业，确
保成熟一块、抢收一块、整地一块、起垄
一块、达标一块。收获玉米水分达到
30%，翻地深度不低于 30厘米，作物收获、
秸秆粉碎还田、整地、起垄作业环环紧扣
不脱节。

9月 17日，在北大荒集团建设农场有
限公司第三管理区玉米收获现场，一辆辆
大型收获车、拉粮车在田间，一派繁忙的
秋收景象。

今年建设农场有限公司种植玉米8.95
万亩。截至 9月 17日，建设农场有限公司
玉米收获已完成1207.2亩。

据第三管理区主任宋宜波介绍，第三
管理区在抢收玉米的同时，积极与集团和
周边市场粮商进行沟通洽谈，以保证种植
户效益重大化为前提，按照市场规律，以
价格高低选定粮食收购商，尽最大努力采
取收获现场直接销售为主与晒场销售为
辅的销售模式，使丰收玉米早上市、早变
现，解决种植户的后顾之忧，确保职工增
收、企业增效益。

联合抢收。 周立军摄

广袤田野“玉”飘香

□张义巍 本报记者 刘畅

近日，查哈阳农场试验种植的 50亩
抗灾早熟品种大豆开镰收获。今年，查哈
阳农场有限公司以扩大面积、提高单产、
提升品质为目标，全场种植大豆面积
15.25万亩，种植品种以 2021年筛选出的
8个高产品种为主。

针对农场北部和西部管理区的特殊
气候条件，查哈阳农场今年选择了2个早
熟稳产、抗逆性强的品种作为抗灾品种进
行试种和储备。在进一步调整旱田种植
结构的同时，调优品种结构，科学调配早
熟、中熟、晚熟三类品种的种植比例。既
未雨绸缪做好自然灾害减损工作，又可
将“三秋”整地工作整体进度提前。

查哈阳农场农技服务中心负责人
介绍，今年不仅要储备优秀的抗灾早熟
品种，还要摸索出适合查哈阳不同地
理环境的抗灾、抗逆种植模式，为职
工的增产增收拿出一整套科学的理
论数据。

据悉，今年查哈阳农场在大
豆品种示范试验区共种植了 12
个大豆品种。此次，收获的 2
个品种，亩产分别达到了 443
斤、505.5斤，熟期分别为 95
天、100天，适宜在涝洼地、
毁种地、丘陵地、背阴坡
等特殊地块种植，其他
品种也将陆续进入收
获阶段。

抗灾大豆忙收获

□朱婧 张晗 本报记者 姜斌 刘畅

金秋九月，走进北大荒集团九三分公司鹤山农场优
质酒用高粱订单专供种植基地，黑土地上一片片火红的高
粱，在秋阳的照耀下，闪着夺目的光芒，沉甸甸的高粱穗随
风摆舞，泛起层层穗浪，勾勒出一派丰收的壮美景象。

“品种‘龙杂 17’……株数 40……穗粒数 1231……
千粒重21克……”，鹤山农场农业技术人员正在按照对
角线采样法，对酒用高粱原料生产基地进行种植规格和
产量组成要素等进行初步测定。经测产，每亩预计在
1200斤左右，产量高于预期目标。

近年来，九三分公司以打造“红粱之都、酒粮基地”
为目标，大力发展高粱产业，成为调整种植业结构的“明
星作物”。今年，九三分公司粮食总产预计24.97亿斤以
上，粮食再获丰收已成定局，当好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压
舱石”的底气越来越足。

种好粮、选好种。九三分公司坚持从品种选择和种
子质量入手，优化作物品种结构。在大西江农场第五管
理区 12-2糯高粱试验示范区种植地号，一株株高粱颗
粒饱满，色泽红亮、品质上乘，这是大西江农场从 2012
年开始，经过多年不断探索实践，最终筛出适合本地区
种植的糯高粱品种。

“这个品种秆粗粒大，单穗粒数2500粒，穗粒重56g，
预计亩产可达 700公斤，按当前市场价可实现亩效益
1300元。”大西江农场农业发展部副部长廖永霞介绍。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节粮减损就是增产。近年来，
九三分公司将综合减损工作列为农业生产重点工作，并
贯穿于各个生产环节，精准施策，提升标准，努力减少综
合损失，确保粮食安全，再造“无形良田”。

酒用高粱生产基地。 任宝吉摄

火红高粱泛穗浪

大豆收获现场。王立彬摄

□张劼 本报记者 韩波

田畴似锦千重浪，稻花香里迎丰
年。9月 22日，黑龙江 2022中国农民
丰收节哈尔滨·五常庆祝活动，在五常
市乔府大院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举行。
喜庆丰收的欢歌笑语中，249.1万亩水
稻开镰收割。今年，五常市粮食种植
面积441万亩，预计总产量38.76亿斤，
比去年增产1亿斤。玉米、水稻、大豆
等三大作物丰熟程度，达到近十年最
好水平。

五常是我省农业大市，始终把多
打粮、打好粮，作为维护国家粮食安全
的具体行动。今年，五常市挖掘耕地
潜力，水稻种植面积增加10万亩。统
筹疫情防控和粮食生产，今春，三大作
物全部播在丰产期；金秋时节，“抢”字
当头，全力夺取农业大丰收。

记者在五常市乔府大院农业股份
有限公司现代农业产业园看到，正待

收割的水稻穗粒饱满，随风摇曳。现
场工作人员说，每年秋分节气一到，水
稻就开镰收割。今年风调雨顺，产业
园种植的原生态有机稻米丰产又丰
收。

五常市年产优质稻米 70 万吨。
倡导科技农业，五常市利用生物技
术，推广优良品种，五常大米绿色种
植全域覆盖。参照国际好大米标准，
五常市针对稻米从良种繁育、浸种催
芽、收割仓储到加工销售的 27 个流
程 99 道工序，制定了八方面地方标
准，手工插秧收割，全程精耕细作。

实施黑土地保护提升工程，提升
粮食作物综合生产能力，五常市推行
不用化肥、不用农药、不用除草剂的

“三不用”行动。今年投资 1.24亿元，
打造了10万亩高标准水田，同时开展
13万亩水稻高产高效示范区建设。

强化田间管理，五常市今年投入
500万元，进行了百万亩农作物病虫害

统防统治，实现田间防灾减灾。
喜获丰收，颗粒归仓。秋分时节，

五常市超前布局，应收尽收，一望无际
的金色稻田，铺陈出喜人的丰收画
卷。农民们手握镰刀，挥汗如雨。收
割后的水稻排列出整齐的“稻码子”，
在天然大晒场中自然晾晒，绽放稻米
最好的味道。

利用晴好天气，五常市发挥合作
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作
用，调集大型收割机，在高标准农田里
往来驰骋，24小时不间断作业，加快秋
收进度。同时，动员各方力量，对田间
积水严重的地块，做好农田排涝工作，
力争颗粒归仓。

据了解，近十年来，五常市累计建
成高标准农田 137.41万亩，为国家种
植优质粮食 411.36亿斤。2021年，五
常大米实现销售收入110多亿元，稻米
产业经济效益全国第一。

手工收割。 本报记者 韩波摄

五常 稻花香里迎丰年
增产 亿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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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克华 本报记者 姜斌 刘畅

喜看金秋千重浪，稻花香里庆丰年。9月
22日下午，北大荒农业股份庆祝中国农民丰
收节活动在乌苏里江畔的八五九分公司拉开
帷幕，“走进北大荒农业股份 开启探秘大农业
之旅”主题采访活动采访团、种植户代表们共
同感受万里沃野、黑土良田、丰收喜悦、特色文
化，品鉴乌苏味道，观看乌苏里江大米《情系乌
苏里》系列微电影首映。

活动以“庆丰收 迎盛会”为主题，不断
创新活动内容，“丰收+”新业态、新体验层
出不穷，设有割水稻、抓泥鳅、抓螃蟹、抓鸭
子等比赛项目；搭建美食品鉴区，邀请当地
大厨亲临现场打擂台，并设有产品展示区，
推荐“乌苏里江”品牌、“乌苏甄珍”特色优质
农产品。活动以稻田为赛场，突出了丰收、

趣味、团结主题，将农业生产技能与游戏竞
赛相结合，让员工以自己熟悉的方式感受生
活的美好，迎接丰收的喜悦，在比赛中庆丰
收，在品美食中找乐趣，充分展示出员工积
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乌苏里江大米《情系乌苏里·挚爱北大荒》
品牌系列微电影——《问江》《归田》《鉴米》现
场首映，让观众感受到了大美北大荒的魅力。

据悉，今年的丰收节聚焦科技农业、绿色
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主会场设置在八五
九分公司智慧农业示范区内的1500亩的稻田
大地号上，从高空俯瞰，只见金色大地上，161
台轮式自走式割晒机、收割机纵横开来，金戈
铁马、气势磅礴。活动现场还为“乌苏里江品
牌推广大使”颁发了聘书。

大型农机联合收割。
孟繁俊摄

金色大地收割忙

本报22日讯（李艳秋 刘洪军 记者
姜斌 刘畅）22日，在北大荒集团普阳农
场有限公司第四管理区科技集成示范
区，丰收的沃野铺展开来，喜庆的氛围浓
的热烈，2022北大荒·中国农民丰收节活
动在这里拉开帷幕，垦地同庆丰收，并且
通过直播形式与全国农民朋友一起“云”
端分享丰收喜悦，庆祝中国农民丰收节。

今年北大荒集团播种面积比去年增
加了将近 110 万亩，丰产丰收已成定
局。经过 75年的开发建设，北大荒集团
具备超过 400 亿斤的年商品粮供应能

力，稳居中国农业第一品牌。
本届丰收节现代化大农业机械作业

展示首次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活动现场，大屏幕上播出了军川农场有
限公司大豆收获作业和宝泉岭农场有限
公司玉米收获作业展示，同时普阳农场
有限公司进行水稻现场收获作业展示，
透过大屏幕，高空俯瞰，在大地号金色大
地上，各型机械 153台，割晒机、收割机、
无人收获机、大马力拖拉机、植保无人机
群……纵横开来。

水稻收获现场。 李晟摄

北大荒
“云”端庆丰收

①水稻收割现场。 本报记者 吴树江摄
②玉米收获现场。 许颖献 张庭瑞摄
③种植户喜笑颜开。 李学斌 李成祥摄
④青贮玉米收获现场。 王莹 曹起光摄

④④①① ②② ③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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