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7月26日 星期一9 调 查

破解东北黑土地保护利用难题破解东北黑土地保护利用难题
本报记者 沈 慧

黑土地是大自然赐予我们的宝贵资源，可如今它变累了、变馋了、变渴了……2020

年7月22日至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吉林考察时强调，采取有效措施切实把黑土地这个

“耕地中的大熊猫”保护好、利用好，使之永远造福人民。面对亚健康的黑土地，又要保

护、又不能彻底休耕，怎样破解难题？记者前往我国黑土的主要分布地吉林、黑龙江寻找

答案。

“黑土地就像一个精干的小伙子，每天干活

消耗大量体力，需要吃两三碗大米饭，但是现在

只给他一碗大米饭，长此以往，不累趴下才怪。”

年过六旬的中科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

研究员韩晓增介绍说，“东北黑土地的黑土层薄

了，耕作层瘦了、硬了，整体处于亚健康状态。”已

经退休的他本该颐养天年，如今却还带着一群学

生下地继续做试验。

广袤无垠的东北黑土地生产了全国四分之一

的粮食。然而在连年丰收的背后，“耕地中的大熊

猫”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现在的黑土地不黑了，

黑土地变馋了，黑土地变渴了。”根据中科院沈阳

应用生态所研究员张旭东提供的数据，相比开垦

前，如今东北地区的黑土层平均厚度由50厘米至

60厘米下降到30厘米左右，黑土耕层的有机质含

量下降了50%至60%，土壤潜在生产力降低了20%

以上，而且仍在以年均5‰的速率下降。

“耕地中的大熊猫”是怎么病的？面对濒临

险境的它，我们又该如何科学保护和利用？经济

日报记者走进吉林、黑龙江，展开采访调研。

亚健康的黑土地

如 果 有 一 天 东 北 黑 土 地 严 重 退 化 ，将 会

怎样？

可能引起沙尘暴，中科院东北地理所研究员

关义新以美国黑土区沙尘暴举例：1934年 5月 12

日，风暴从美国西部土地破坏最严重的干旱地区

刮起，向东部横扫过去，形成一条东西长 2400公

里、南北宽 1500 公里、高 3.2 公里的巨大移动尘

土带，风暴持续了 3 天，掠过了美国三分之二的

大地，3亿多吨土壤被风暴刮走。

不过，相比沙尘暴，更让关义新担心的是由

此引发的粮食安全危机。

我国东北黑土区，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和

内蒙古东部三市一盟（赤峰市、通辽市、呼伦贝尔

市、兴安盟）。我国第二次耕地普查显示：虽然全

国各地耕地有机质都在上升，但是东北黑土地的

耕作层有机质含量却在下降，理化性状与生态功

能退化。这意味着什么？简单通俗地说，就是黑

土地“变瘦了”，品质变差了。

这一土壤变化趋势对粮食产量有何影响？

中科院海伦农业生态实验站 35年观测对比

的各种数据表明，黑土地退化的实质是黑土层发

生退化。当黑土层中的有机质含量在 4.5％以上

时，有机质再提升对作物产量影响不大，但当土

壤有机质从 4.5％降低到 3.5％时，粮食产量就会

显著下降。目前，黑龙江全省耕地的有机质含量

平均为3.6％。

“东北粮仓关系着‘中国饭碗’，我担心，以后

‘土将不土’，粮仓将不是粮仓。”关义新表示。

担忧并非多余。作为大自然的珍贵馈赠，黑

土只能在寒温带草原或草甸植被才能发育，形成

过程极为缓慢，自然条件下，形成 1 厘米厚的黑

土层需要 400年左右。然而，经过长期的不合理

耕作和高强度利用，如今的东北黑土地黑土层不

仅变薄，也在变瘦、变硬。

“所谓变薄，是指土壤侵蚀导致黑土层变薄；

变硬，即黑土过度利用导致土壤压实、渗水等性

能降低，变瘦是土壤供作物生长的养分减少。”在

韩晓增看来，黑土地最重要的是黑土层，是“大熊

猫”的“脑黄金”，如果这“脑黄金”没了，大熊猫就

变成四处可见的狸猫了。

“生了病”的黑土地怎样才能恢复到健康状

态？找准病因，对症下药。在辽阔的东北黑土地

上一场轰轰烈烈的黑土地保卫战拉开了大幕。

“懒汉种法”的梨树模式

5 月初的东北大地，春播正忙。吉林省四平

市梨树县泉眼沟村的万亩示范田间，去年秋收后

的秸秆没有清理，粉碎后堆在地里，此时已腐烂

过半。开沟、施肥、播种、覆土，在拖拉机的牵引

下，免耕播种机在地里只需穿梭一次，即可一次

性完成全套作业。

不清秸秆也不翻地，这样的“懒汉种法”正是

关义新、张旭东等人探索出来的一种保护性耕作

方法——玉米秸秆覆盖少/免耕技术，也就是后

来俗称的“梨树模式”。

张旭东说，一方面，东北地区黑土地一直以

来重用轻养，秸秆焚烧和离田致使有机物料投入

不足，土壤资源过度利用，黑土层就会变薄、有机

质变少、养分库容量降低；另一方面，地表裸露且

频繁耕翻，导致黑土层流失、水分涵养能力下降、

风沙加剧、生态环境恶化，而过量的化肥投入又

进一步加剧了黑土退化。

“传统耕作制度下的掠夺式经营是黑土退化

的根源。”关义新说，面对透支的黑土地，最好的

保护办法其实是休耕。“不种田，直接种草就行，

但咱们的国情不允许。”

“鱼”和“熊掌”能否兼得？2007 年，张旭东、

关义新与时任吉林省梨树县农业技术推广总站

站长王贵满等专家合作，开始探索和研发适合东

北气候特征和土壤特性的玉米秸秆覆盖免耕技

术，并将梨树镇高家村的 15 公顷耕地作为保护

性耕作实验示范基地。至此，中科院在东北率先

开启了黑土保护性耕作技术及其机理与效果的

长期定位研究。

何为“梨树模式”？其核心，一是秸秆覆盖还

田。关义新打了个比方：秸秆覆盖地表，好比给

黑土地盖了一层棉被，风来了土刮不走，雨来了

土流不走，风蚀水蚀少了，黑土地变薄的问题就

可以得到有效遏制，土壤水分流失的问题也可以

得到有效缓解。

二是减少土壤扰动。“种庄稼会消耗地力，特

别是传统的旋耕和翻耕，不仅会造成土地裸露，

引发风灾、水蚀，还会加速土壤养分释放，降低土

壤保水保肥能力。”关义新说，少耕后，土壤中有

机质分解的速度变慢，再加上秸秆还田，退化的

土壤肥力就可以逐步得到恢复。

三是改变玉米种植模式。过去在梨树县，农

民种玉米大多是均匀垄种植，垄距均为 60 厘

米。这样的种植习惯如果采用保护性耕作技术

方法，既影响播种质量也影响地温提升。怎么

办？中科院科研团队经过反复试验，提出了宽窄

行的玉米种植方法。即将传统的 60厘米等行种

植方法改为 80厘米和 40厘米，或 50厘米和 80厘

米的垄距交替排列。

“垄距交替排列的种植规则是，今年窄行种

玉米，宽行覆盖秸秆，来年宽行种玉米，窄行覆盖

秸秆。这样就解决了我国玉米连作的瓶颈问

题。”关义新表示。

从“破皮黄”到大丰收

“改变耕作方式好不好？”

“好好好。”

“那上你家地种种可以吗？”

“别来别来。”

“老百姓有句话，‘你说得再对，到我这白

费’。”梨树县委副书记闫鹤告诉记者，“梨树模

式”听上去很美好，示范推广却不容易。一听说

要在自家地里搞试验，庄稼人连连摆手不同意。

“按照过去的老种法一年下来几亩地可以赚个一

两万元，他害怕这一‘豁楞’，他连一两万元也挣

不到了怎么办？”

不过，东北老百姓还有一句话，叫“傻子过年

看界壁儿”。解决“梨树模式”示范问题，就要先

找人种起来。2008 年关义新等人创建了东北第

一个合作社——康达农机合作社，农户杨青魁成

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第一年春播，只见头一年丰收后的玉米秆还

参差不齐地留在地里，有的留三分之一，有的覆

盖一半，还有的是留高茬，地也没翻耕。前来看

热闹的村民纷纷笑话，“这是‘二流子种地，成不

了气候’”。没想到，当年秋天的结果令村民们吃

惊。就这一锹子下去就能露出黄土的“破皮黄”，

15垧玉米竟然平均增收 10％至 12％。由于是秸

秆全量还田，化肥用量减少 20％，种子用量减少

60％，种田成本也大大降低。

如今，多年秸秆覆盖还田，昔日村民眼中的

“破皮黄”也在不知不觉间变了样。“现在的土地

又养肥、养黑了，也比原来更松软了。”杨青魁说，

多年过去，15 垧“破皮黄”平均产量可以达到 1.1

万至 1.2万公斤/公顷，最高达到过 1.6万多公斤/

公顷，创下全县最高。“算下来每公顷可节省肥

料、人工等成本 1650 元，玉米产量每公顷增加

1000公斤以上，可增加收入 1400元左右，两项合

计每公顷玉米节本增效3050元左右。”

眼瞧着杨青魁的“破皮黄”迎来大丰收，农户

开始改变看法，“梨树模式”就这样慢慢推广了起

来。张旭东介绍，在东北黑土区，“梨树模式”近

3年累计推广应用超过 3000万亩，实现经济效益

27.3亿元。

“梨树模式”对黑土保护利用的实际效果如

何？2012 年，一场台风“布拉万”袭击东北，试验

地周围所有地块种的玉米均严重倒伏。张旭东

说：“秸秆覆盖免耕试验地只有 15%左右的玉米

倾斜，之后连续多年试验表明，秸秆覆盖免耕可

有效防止玉米根倒，减少大风灾害，特别是强台

风对玉米生产的影响。”

中科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在梨树基地 10

余年的保护性耕作定位实验和示范表明，“梨树

模式”有效提升了黑土地农田土壤增碳培肥、抗

旱保墒、节肥增效等功能，为黑土地产能提升提

供了长效保障。土壤养分库容增加 10%至 20%，

养分利用效率提高 15%至 20%，土壤水分贮存容

量增加 10%以上，减少了风沙灾害，减少土壤风

蚀和水蚀80%以上。

因地制宜的龙江模式

蓝天白云下是一望无垠的大片黑土地。走

进位于黑龙江海伦市六合村的中厚层黑土保育

示范田，深翻后的黑土踩在脚下格外松软，拨开

随着深翻裸露在外的秸秆，往下轻轻一挖，几条

粉红色的蚯蚓立刻露了出来。

这里是赫赫有名的中国大豆之乡，土壤剖面

分布着大于 30 厘米的中厚层黑土。与“梨树模

式”尽量少耕免耕不同，示范田的黑土地保护似

乎有些“逆其道而行之”。在这里，秋收后的玉米

秸秆粉碎后，不是覆盖在土壤表层，而是随着深

翻的机械一起翻埋进 30厘米的耕层，然后耙地、

起垄、镇压达到待播种状态，保证来年适时春播

的质量，从而达到苗齐苗壮。

同样都是黑土地，为何一个要少耕免耕、全

覆盖，一个要深翻、不覆盖？韩晓增解释，“梨树

模式”主要适用于春季较为干旱的地区，而海伦

属于半湿润地区，土壤湿度较大且偏冷凉，如果

采用“梨树模式”实施秸秆覆盖，土壤中的水分会

增多，既不利于春季播种，也会使土壤更加冷凉

影响出苗效果。

“中厚层黑土主要的问题是土壤有机质积累

和分解失去平衡。”中科院东北地理所副研究员

邹文秀介绍，针对问题他们提出了秸秆深埋还田

和玉米大豆轮作为核心技术的“黑土层保育模

式”。如今这片土壤已经开展了3年轮作实验。

海伦市农业农村局黑土地保护办公室主任

刘向波告诉记者，中科院在海伦市连续 6年的实

验示范，在原本就不低的产量基础上，实现玉米

平均增产 10.2％以上，大豆平均增产 12.3％以

上，土壤有机质含量提高 3.2g/kg以上，黑土层保

护深度在 30 厘米至 35 厘米，各项指标都达到或

超过国家保护纲要要求，今年示范面积达 60

万亩。

“一服药只能治一种病。”针对不同类型的土

壤，韩晓增等人提出了适合黑龙江黑土地保护利

用的6个子模式，并将其归纳总结为“龙江模式”。

比如，因风蚀和水蚀造成黑土层比较薄，或

者暗棕壤等中低产田，适用以有机肥加秸秆浅混

还田为核心的黑土层培育模式；松嫩平原西部风

沙、干旱、盐碱地区，适用以秸秆覆盖还田、少耕

免耕为核心的保护性耕作模式；“治疗”白浆土和

黑钙土“有病”土层等，则要用到障碍性土层消减

快速培肥模式……

“东北黑土地区域，地形多样、土壤类型多

样、气候多样、种植作物多样，这决定了保护黑土

地一定要因地制宜、辨证施治、对症下药。”韩晓

增多次表示。

护好“耕地中的大熊猫”
舒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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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瞰黑龙江黑河市嫩江市北大荒集团荣军农场，绿意盎然，生机勃勃。 林进春摄（中经视觉）

黑土地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宝贵资源。因

长期过度开发利用、气候变化等多种因素的影

响，东北黑土地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退化问题，

直接影响到区域粮食产量的稳定。

粮 食 生 产 ，根 本 在 耕 地 ，出 路 在 科 技 。

中国科学院因地制宜提出的保护性耕作技

术新模式，对保护性耕作的垄距、秸秆覆盖

方式等关键科学和技术问题进行了深入研

究和调整，并自主研发了相配套的免耕播种

机，为保护性耕作的示范推广提供了强有力

的科学支撑。

科技创新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动

力，也是用好养好黑土地的根本途径。中科院

连续多年的实验示范表明，应用保护性耕作技

术可有效遏制黑土地退化。不过有关研究人员

也坦承，这一现代耕作技术体系还面临着一些

有待完善的地方。比如，现在研发的免耕播种

机也需要进一步完善升级。

当然，黑土地科学保护和利用是一项系统

性工程，其中所涉及的不仅仅是科学和技术方

面的问题，还有示范推广和政策等方面的问

题。比如，保护性耕作是一项用养结合的农业

技术，“养”需要较长的时间，有些地方可能

需要 3年甚至更久才能逐步显现效果，这就决

定了政策制定者、技术应用者、技术研究者都

不能抱有“一口吃个大胖子”的心态，需要做

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要把黑土地保护作为一件大事来抓，把

黑土地用好养好”。我们期待政产学研界继续

协同努力，锚定黑土地保护利用的关键科学和

技术问题进一步开展科技攻关，在全社会形成

黑土地科学保护与利

用的合力，使黑土地

永远造福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