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哈尔滨 3 月 6 日电（记者王建、
杨喆、黄腾）2020 年黑龙江省粮食产量达
1508.2 亿斤，占全国 11.3% 左右，连续多年
全国第一。
　　如何端牢“中国饭碗”？近年来，黑龙江
省高质量抓好备春耕生产，同时深入推进“藏
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不断提升粮食产能，
让“中国饭碗”装上更多“黑龙江粮”。

高质量备耕奠定丰收基石

　　一年之计在于春，春耕备耕直接关系一
年的粮食收成。
　　正值黑龙江备春耕之际，黑龙江省庆安
县丰硕水稻农民种植合作社理事长霍树林正
忙着和社员们清雪扣棚，规划今年的种植计
划。“今年我们的关键词是‘优质’，要继续扩
大优质水稻的种植面积。”霍树林说。
　　备好春耕，霍树林底气更足。原因之一
就是今年他新增了 7 台大型机械，并计划购
买三台植保无人机，让合作社的机械化水平
再上新台阶。
　　连日来，黑龙江省兰西县兰河乡瑞丰玉

米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杜亚东忙着和一
些村民签订土地托管协议。“今年跟农户签
约近 3 万亩托管土地。”杜亚东说，托管面
积上来了，实现规模经营，合作社统一购肥、
购种、播种，进行标准化作业，大大提高了
种植水平，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的有机
衔接。
　　作为国家重要粮食主产区，黑龙江省始
终把春耕备耕作为大事来抓，确保不误农时，
为丰收奠定基石。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相关
负责人说，今年黑龙江省粮食播种面积要实
现 2.169 亿亩，粮食产量稳定在 1500 亿斤
以上。

  “藏 粮 于 地”守 住 粮 食 生 产

“命根子”

　　去年，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种植户张强
种了 200 多亩玉米，收割后秸秆全部粉碎还
田。“这些年，我们都是将秸秆还田和深松整
地相结合，保护黑土地。”张强说。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近年来，
黑龙江省综合采取工程、农艺和生物措施，推

广秸秆翻埋、免耕覆盖还田、休耕轮作等耕
作技术，加大力度保护好黑土地这个“耕地
中的大熊猫”。
　　近日，黑龙江省林甸县玉新玉米种植
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麻玉江带着社员及
周边村民，一次性购买了 15 台玉米免耕播
种机。“今年我们要继续进行保护性耕作，
计划面积达 3000 亩。”麻玉江说，保护性
耕作增强了黑土地地力，提高了粮食产量。
　　水土流失是导致黑土地退化的重要
原因之一。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
生态研究所研究员张兴义带领团队，通过
秸秆填埋覆土等技术有效治理侵蚀沟，取
得了明显成效。
　　记者从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

“十三五”时期，黑龙江累计落实黑土地保
护示范区面积 1000 万亩，土壤有机质平
均含量比 2015 年提高 3.6%，耕地质量平
均提高 0.54 个等级。
　　今年黑龙江省将新建 1010 万亩旱涝
保收、高产稳产高标准农田，探索实施“田
长制”，落实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实现“藏
粮于地”。

“藏粮于技”不断提升粮食产能

　　“产出好不好，良种是关键”。春节刚
过，北大荒垦丰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七星分
公司的工作人员便开始忙着为七星农场的
105 万亩稻田准备生产用种，生产车间里
工人加班加点进行种子包衣工作。
　　据该分公司副经理王玉良介绍，今年
将为七星农场提供 5000 余吨优质水稻种
子，目前已包衣 1500 余吨，预计在 3 月
20 日前完成包衣任务。
　　在黑龙江垦区红卫农场智慧农业控制
中心，终端平台能够连接公司每一名种植
户的手机终端。红卫农场农业科科长何培
雄说，通过智慧农业平台和空天地一体的
农情监测系统，制作出水稻施肥的专题图，
能够节肥 7% 左右，水稻增产 5% 左右。
　　如今，科技在黑土地上的运用越来越广
泛。黑龙江省围绕“藏粮于技”，攻单产、增总
产，当好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2020
年 ，黑 龙 江 省 农 业 科 技 进 步 贡 献 率 达
68.3%，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达到 100%。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黑龙江这样端牢“中国饭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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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南昌电（记者范帆）
“政府今年会继续对农民种植双
季稻予以奖补，你们可以放心种
粮。”正值春耕备耕时节，江西省
高安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漆文龙
正忙着走村入户，向种粮大户宣
传今年的惠农补贴政策。
　　 3500 万元支持早稻生产、
90 万元补贴机插秧或者机抛秧、
160 万元补贴稻谷代烘干……政
府“真金白银”的支持，让高安市
上湖乡种粮大户黄敏信心十足，
今年他积极响应号召，将水稻种
植面积扩大到 1500 亩。这几天
来，他正和附近村庄的村民商量
土地流转的事宜，并准备把一些
抛荒田也承包下来。
　　“除了少部分缺水田块种不
了早稻，其余的我打算全都种上
双季稻。”黄敏告诉记者，今年政
府不仅给农户每亩 40 元的早稻
补贴，还有额外的农机购置补贴，
政府的支持，让他有了增加种粮
面积的底气。
　　农业保险也为农民种粮免
去后顾之忧。漆文龙说，去年粮
食生产受到天气影响较大，今年
高安市加大了水稻保险承保、查
勘、定损等基础数据建立和技术
支持力度，推动水稻保险精准承

保、精准定损、精准理赔，高安市除了落实每亩保额
700 元的农业大灾保险之外，还推出每亩保额 1200
元的水稻收入保险，进一步降低农民种粮风险。
　　作为全国产粮大省，江西从政策奖补、信贷保险等
方面出台一系列稳定粮食生产的举措，力争完成全年粮
食播种面积 5658.6 万亩以上、总产量 432.8 亿斤以上。
　　在江西省丰城市秀市镇佳和种植专业合作社，负
责人雷应国正在准备春耕生产的种子化肥，今年他打
算成立一家农事服务中心，通过提供从育秧到收割的
全流程社会化服务，扩大合作社的订单农业面积。
　　“今年政府对社会化服务的支持力度很大，工厂化育
秧每亩补贴 4000 元，烘干和机插等环节也有补贴，有利
于我们进一步推广订单农业。”雷应国说，社会化服务让
农民种田变得更加轻松，周边农民合作意愿高涨，合作社
的订单面积从去年的 2.8 万亩发展到今年的 6 万多亩。
　　丰城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周丽川表示，通过提高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社会化服务能力，可以更好发挥
他们的带动引领作用，将更多农民纳入现代农业产业
体系，保护和调动好农民生产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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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南昌电(记者陈春园)农业苦累穷，
年轻人不愿留乡务农，这种传统观念正在发
生转变。在江西，有一群朝气蓬勃的年轻人，
他们用一棵菜、一条鱼、一粒米的故事，讲述
青春留驻农村，开启助力乡村振兴的“密码”。

一棵菜：让我深深爱上了现代农业

  春节期间，在江西华业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玻璃钢温室大棚里，谢竞雯仍在“打理”着
圣女果，她特别喜欢在公司温暖明亮的玻璃
大棚内待着。
　　今年 25 岁的谢竞雯，2017 年大学毕业
后，就来到父亲创办的现代农业基地工作。公
司是一家以现代农业种养、旅游观光、人工智
能为一体的企业，年主营业务收入达 8000
万元。
  大棚内的红色、黄色、紫色圣女果已经
熟透，工人们正忙着采摘。谢竞雯说，大棚内
种的甜菜、圣女果、水果黄瓜，养的红鲤鱼、
鮰鱼，是利用无土栽培、鱼菜共生等技术种
养，实现了环保化、生态化、高产化。

  “水培蔬菜一年能收七八季，圣女果能卖
二三十块钱一斤。干活手不沾土，有机农产品
效益又高，我深深爱上了现代农业！”谢竞
雯说

一条鱼：投入心血能填补市场空白

  在鹰潭市余江区宏鑫特种水产养殖有限
公司，30 多岁的陈翠云捧起一袋鲜红的泥
鳅，像“宝贝”一样展示给参观者。这是他精心
筛选、培育的观赏泥鳅新品种，最高市价曾卖
到 13 元一条。
　　陈翠云初中毕业后，2007 年回到家乡养
泥鳅。4 年前，他瞄准市场空白，针对宠物市
场养殖泥鳅苗，为宠物提供食物，并通过电商
平台销往全国，每天的网上销售额在 10 万元
以上。
　　他拿起一小袋注满氧气的泥鳅苗说：“别
小看这个不起眼的包装袋，我经过几千次试
验才解决技术难题，已获得 8 项技术专利，
可以使泥鳅苗保存 3 至 4 天。即使一名成年
人踩上去，塑料袋也不会破裂，完全满足快递

要求！”
　　目前，他正在开展技术攻关，争取让保
存期延长到半个月以上，市场前景将更为
可观。通过进军宠物食物市场、培育观赏泥
鳅，宏鑫公司每年的销售收入达 3000 万
元。陈翠云说：“传统农业挣钱难，风险大，
只有面向市场，寻找盲点，才能找到农业利
润点。”

  一粒米：高技术含量能摆脱
传统困境
  高安市 29 岁农村小伙丁旦，2015 年
从英国利物浦大学留学毕业后，返回老家
高安市石脑镇种水稻和经营粮食加工。
  丁旦说：“现代农业必定是机械化、信
息化、智能化的高效农业。”他招收了 9 名

“90 后”组建了自己的农机团队，先后购
入旋耕机、插秧机、收割机、无人植保机，
全程机械化种粮。
　　他还在当地首创了一套种田组织管理
模式，并给它取名叫“田管家”。“田管家”是
一种分级管理模式，土地流转以后，合作社

分区域委派“总管家”，“总管家”再在区域
内根据情况选拔村、组“小管家”。
　　经过几年发展，丁旦经营的盛发粮油
公司流转土地及订单农业总面积已达 5.9
万亩，大米加工销售年产值达 4 亿元。丁
旦没有就此止步，他开始在高安米岭基地
挖掘贡米历史提升品牌附加值；在汪家、筠
阳周边基地依托便利交通，朝着农耕文化
教育方向发展；在一些偏远地区尝试做众
筹基地，让城市消费人群“认领”农田；针对
城市 25-35 岁的女性消费群体做产品策
划，主推一款以“家文化，爱心与陪伴”为主
题的高端大米产品……
　　丁旦说：“只有发展高技术含量、高附
加值的现代农业，才能让传统农业摆脱‘靠
天吃饭’的困境，让年轻人留在乡村，爱上
务农，这就是乡村振兴的密码！”
  为扶持现代农业发展，吸引年轻人投
身农业，2020 年江西及时出台了“乡村产
业振兴十八条”等政策，目前已创建国家现
代农业产业园 4 个，省级现代农业示范园
291 个，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 107 个。

一棵菜、一条鱼、一粒米

年轻人热衷务农的“乡村振兴密码”

　　牛年春节前夕，在广西靖西市安宁乡果布村，一群
特殊的“住户”陆续搬进了一栋 12 层楼高的“洋房”。
　　这些特殊的“住户”是当地乡亲们的致富宝贝。
　　刚到果布村“楼房养猪”项目现场，记者就吃了个

“闭门羹”。“这里是全封闭管理，人员进场得先消毒，并
且隔离 3 天。”靖西市福喜乐养殖有限公司办公室副
主任孙宝柱说。
　　这个曾经的贫困村怎么盖起楼房来养猪呢？
　　“村里山多地少，人均耕地面积仅 0.57 亩，过去产
业发展相对滞后、成效不佳。”果布村驻村第一书记杨
帆说，帮扶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和靖西市
党委、政府深入调研后，瞄准在果布村有一定基础的生
猪产业，选择了集约化“楼房养猪”项目。“一栋楼里能
养上万头猪，这是传统养殖难以想象的。”杨帆说。
　　据介绍，项目共投入 2700 万元，其中自治区党委
政法委帮扶 700 万元，靖西市本级财政投入 2000 万
元，项目产权归属村集体所有，按照“公司+基地+村集
体”的经营模式，收益按股分配到靖西市 61 个村。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栋 12 层的楼房在山弄间格外
引人注目。据介绍，“入住”的猪仔通过专门通道进入场
区，然后通过专用电梯运上楼层。
　　“楼房养猪”采用封闭式管理，各楼层温度、湿度等可
自动调节，温暖舒适。喂料、排粪等操作都通过自动化控
制完成。每层楼是一个独立的集约化养猪场，可避免人
员、物资、猪在各层间交叉流动，从而有效阻断疾病传播。
　　工作人员对防疫要求十分严格。“人员进场前要经
过严格的消毒工序，再进行 3 天的隔离，确保不把外界
病菌带入场区内。”孙宝柱介绍，喂养人员在场区内与

“二师兄”们一相处通常就是 2 到 3 个月。
　　“现在楼里共有 10 名喂养员，通过现代化的智能
喂养设备，他们可轻松管理 5000 多头猪；每层楼都可
以单独隔离起来，形成可靠的生物安全屏障；各楼层通
风通光效果更好，猪更健康了……”谈及“楼房养猪”的
好处，孙宝柱如数家珍。
　　虽然是养猪场，但记者在周边行走，空气中并无异
味，这得益于项目配套建设的粪污智能化收集处理发
酵系统。“我们通过这套系统可以把粪便污水处理发酵
成有机化肥，然后以实惠的价格提供给村民。”孙宝柱
说，这些有机化肥肥效更好，还能有效保护土质。
　　据介绍，12 层楼最大容纳量为 1 万头生猪，设计年
出栏生猪 2 万头，目前进场的猪已有 5400 多头。“群众
不仅能通过代养费分配方案享受生猪养殖红利，项目
还将带动土地流转和有机生态蔬菜作物种植。”杨帆说。
　　行走在果布村内，桑树枝逐渐冒芽，果树满山遍
布，一片春意盎然的景象。这个 2019 年脱贫的村子现
已发展出“桑、果、烟”和“楼房养猪”等多个脱贫产业，
群众的“钱袋子”越来越鼓。
　　 53 岁的脱贫户农宝心家有 20 亩左右的桑园，他
告诉记者，桑园对肥料需求比较大，猪场的生态肥不仅
实惠，购买也方便。“下个月就可以养今年的首批蚕了，
准备养三四张蚕种，今年的收益肯定会比去年更好。”
对于新的一年，农宝心信心十足。
     （记者雷嘉兴、吴思思）新华社南宁电

12 层楼养万头猪

“立体猪场”长啥样

  郭玉兰（左）与村民们在田里劳动（3
月 4 日摄）。
  近年来，云南省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
治县东回镇班利村积极打造“拉祜摆舞之

乡”的品牌，成立演艺公司，向游客推介拉
祜族传统文化和艺术。其中“90 后”拉祜
族姑娘罗娜算、郭玉兰所在的“摆舞队”在
当地颇有名气。她们跳的“摆舞”是拉祜族

代表性的民间舞蹈之一，分为“生产生活
舞”和“礼仪舞”，包含许多拉祜族社会生活
的生动场景。
  如今，“摆舞队”的队员们农忙时在田

间劳作，农闲时为游客表演，也经常将精彩
的演出和幸福的生活场景上传到网络平
台，向大家展现偏远山村极具特色的乡村
振兴新图景。 新华社记者江文耀摄

“摆 舞”跳 出 幸 福 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