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2
2017年7月9日 星期日 编辑 周力 郭晓野

要闻
Email:jlxw1bs@126.com 电话：（0431）88600606

本报讯（记者王超）近日，全国妇联以

“砥砺奋进的五年·妇女事业发展篇”为主

题，组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社、中国妇

女报、央视网等中央主要媒体一起来到我

省，深入吉林市、长春市两地，开展“走基层·
访妇情”活动。

中央主要媒体一行人首先来到吉林市筑

石电子商务产业园，分别针对“她”空间、“她”

创客、“她”课堂对妇联在女性电商培训、女性

创业孵化、女性创业创新服务平台等“创业创

新巾帼行动”工作中的实践作为进行了采

访。据了解，吉林市筑石电商产业园是吉林

市首家“巾帼创业就业培训基地”、电商“她”

空间。2016年成立以来，成功举办全国妇联

大兴安岭南麓片区电商培训班、全国妇联燕

山—太行山片区（河北、山西）妇女电商培训

班等，全年累计培训5000余人、实训3000余

人。

“送理念”“送技能”“送项目”，在吉林市

化纤社区，一辆“三送”直通车引起了记者们

的极大兴趣，大家纷纷上车观看和采访。据

社区负责人介绍，由于社区居住地比较复杂，

交通不便，为了帮助解决广大妇女的就业需

求，社区开辟了一种鲜活的就业渠道，就是借

助宜万家纺织公司的流动大篷车，采取走街

串巷、走近家庭的方式，开展送技能、送项目

进家庭流动培训活动。免费培训、传授技术，

帮助她们足不出户，不离家实现就业，增加家

庭收入。

“我们的日子好起来了。”“感谢这门技

术，让我有了不一样的生活”“现在，我们可

有奔头了。”在长春市朝阳区乐山镇乐山村

草编基地里，妇女们面对前来采访的记者，

纷纷表达好政策带来了好生活的喜悦心

情。乐山镇乐山村2016年被评为省“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实践活动

示范基地，这里许多妇女都参加了妇联举办

的草编培训，通过精湛的技术，这些巧姐们

也开始利用业余时间为家庭增加一份收入

并带动他人致富。

中央主要媒体一行人还走访了吉林省

女子职业教育指导中心和吉林省妇女儿童

活动中心，采访多位吉林省返乡创业“金凤

凰”，并参加“吉林女性创业创新大赛”。

采、记、听……记者们纷纷通过笔头和镜头，

记录下吉林妇女创新创业的精彩之处。

据了解，“走基层·访妇情”活动，主要目

的是宣传和反映党的十八大以来,妇女事业

发展取得的成就，基层妇联改革举措和实效，

妇联和广大妇女在“创业创新巾帼行动”“巾

帼脱贫行动”、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中的生动实

践等。

聚焦吉林妇女事业发展成就
中央多家主要媒体深入我省开展“走基层·访妇情”活动

在德惠市晨光村，有一片玉米地与其他的地不大相同，垄

向不依据道路而定而是磁南偏西，垄距也要宽上两三倍。尽管

株与株之间采取了密植的方式，但植株长势茁壮，土地也更加

湿润肥沃。

“自打刘老师建起‘高光效’实验基地，我就在这儿打工。

我当了好几十年农民，这种种法也是头回儿见着，省种子，护

水土，透光、通风都好，病虫害也少，还能增产。”村民刘有林如

数家珍。

在刘景双工作的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

所，领导和同事们说“他不管研究啥，不研究出个名堂来都决

不罢休”，学生们说“老师搞科研从来都是没黑没白”，家里人

说“他眼里只有科研”……

刘景双就像一束光，把所有的能量都献给了他热爱的黑

土地。2016年6月6日，处在肝癌晚期、一再拖延手术的刘景

双，终于在忙完了学生的答辩工作后，被大家催着上了手术

台，可他这一去，却再也没能回到心中牵挂的地理所。刘景双

因肝细胞破裂大出血，带着他的科研梦永远地离开了。斯人

已去，但那束光却不曾消逝，依然温暖着他眷恋的黑土地。

阳光灼灼，万亩禾苗壮

刘景双毕业于北京大学地理专业，到地理所工作后，从事

的是对资源环境方面的研究，尤其是对湿地的研究。尽管学

的是地理、研究的是地理，可从小在农村长大的刘景双也通过

地理知识发现了农业问题。为什么无论种植哪种作物垄距都

是65厘米？种植垄向普遍根据道路或河流朝向到底对不对？

带着这些疑问，刘景双一头扎进了对农业问题的研究里。

经过多年的研究与实践，依据地理学和作物栽培学理论，

根据地球太阳高度角和方位角、地理纬度的变化与差异、光合

作用的原理等知识，刘景双和他的团队提出了“作物高光效新

型种植模式”，科学地量化了玉米、水稻最佳种植垄向与垄距，

创建了玉米、水稻高光效新型种植模式，构建了玉米苗带轮换

休耕耕作模式和玉米秸秆高效还田技术体系。

“高光效”课题组成员、地理所副研究员王洋说：“这种模

式不仅能够增产，而且秸秆就留在地里，既能护土保肥，又不

用焚烧秸秆，减少环境污染，此外垄距的扩宽使轮番耕作、耕

地休耕变为可能，能够有效保护东北黑土地。”

“高光效”研究启动之初，不仅被很多人质疑，而且研究经

费缺乏，还是刘景双斩钉截铁的一句话给项目组提了气，“就

是用我的工资也要把这项研究搞下去。”

2004年和2005年是研发的初始阶段，核心技术还在试验，

配套技术也要摸索着来，那时候刘景双担任地理所副所长，日

常的管理工作很繁重。为了不影响工作，刘景双常常早晨两点

多就起床，自己开1个多小时的车、行驶60多公里，来到位于德

惠市的农业试验示范基地查看玉米长势，同研究团队一起分析

试验中存在的问题，调整试验方案，6点多钟再开车返回所里上

班。王洋说：“刘老师到基地时也就3点半，我们经常在梦里被

他叫醒，于是就偷偷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他‘周扒皮’。”

后来，“高光效”开始推广，刘景双就更忙了，黑龙江农垦区、

德惠、九台、榆树等地都有他的身影。

经过11年的研究和6年的示范，如今的“高光效”不仅

被广大农民认可，还得到了李振声、匡廷云和李玉等院士专

家的赞许，在我国北方 6省（区）22个示范区应用 2240 万

亩，增收粮食11亿公斤，取得了“玉米增产6%至15%、水稻增

产5%至 10%、耕地轮换休耕两年、土壤容重下降、有机质含

量提高、耕地质量恢复”等一系列重大成果。刘景双带领的

研究团队也获得“吉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集体”称号，

研发成果获得了中科院科技促进发展奖科技贡献奖一等

奖、吉林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等多个奖项。地理所所长何

兴元给出的评价更是简洁有力,“普通农民有可能不知道地

理所，但都知道‘高光效’。”

烛光闪闪，满园桃李香

于锐是刘景双带的最后一届博士研究生，回忆起当年论文

答辩前的细节，他还是觉得“心惊胆战”。他说：“那时候，如果隔

几天没去见老师，老师就会打电话指导我写论文，一说就是一个

多小时。”

刘景双带的另一名博士生张静静说：“不仅论文框架、测

算数据，就是标点符号用错了，老师都能发现，都会给你指出

来，还毫不留情面。”

到毕业论文答辩时，于锐的论文至少改了10遍，张静静说不

清自己为了论文花了多少时间了。张静静说：“就算是这样‘磨’

出来的论文，老师还不满意，他告诉我们，他会让其他导师千方百

计给我们挑毛病，让我们用真本事堂堂正正地毕业。”

与刘景双的另一个学生王洋相比，于锐和张静静还算是

幸运的，因为这种“担惊受怕”的日子，王洋过了12年。“我

2002年就来到地理所，不光是刘老师带出来的博士生，还一直

跟着他搞科研。”虽然王洋能力和水平都得到了很大提高，可

向刘景双汇报工作时还是很紧张，“我每次见刘老师前，都要

把材料再看一遍，把思路再捋一捋，才敢敲门进去。”

不仅仅是做学问，刘景双对学生从没有放松的时候。去

省外找工作的学生，每次出门前、回来后都要跟刘景双打个招

呼，不然他不放心。

每逢中秋节、元旦，刘景双总会挤出时间请学生们吃顿

饭，他怕学生们想家。“饭桌上也有‘煞风景’的时候，有一次我

和大家讨论一部热播的电视剧，正说得热闹，老师却问‘谁谁

又发表了一篇文章，你们看了吗’。”张静静说，除了科研，别的

都入不了老师的“法眼”。

刘景双治学严谨，让他的学生们不敢不努力学习、不敢不

认真工作。如今，王洋已经成了地理所副研究员，于锐通过各

项考核，留在了地理所工作，张静静也成了一名大学老师。

灯光明亮，指引前行路

“生活可以大大咧咧，搞科研可决不能马虎”，这是刘景双

常对课题组成员和学生们说的话，也是他日常的真实写照。

在从事科研工作的30多个年头里，刘景双除了创造了一

项项不凡的科研成果，还有一批“寒酸的古董”。

与他“并肩战斗”了十多年的电脑终于扛不住了，屏幕上

出现一道白杠儿。张静静提醒他换一台，可他却觉得还能用，

一直用到报废。

椅子扶手上的皮子磨掉了一大块，于锐要给刘景双买把

新的，可他却说：“你去找卷胶带，帮我缠上。”

刘景双的“坐骑”是一辆十年前购置的小轿车，很多人劝

他换一台，可他一脸骄傲地说：“这辆车又陪我上班，又跟我下

乡，开了十年都没出什么毛病，用不着换。”

张静静说：“在老师眼里，东西不分新旧，也不分品牌，只

分能不能用，因为他根本就不关注这些，他关注的只有科研。”

事实也的确如此，2015年“高光效”技术已经日渐成熟，可

刘景双还是放不下。

2015年10月10日，刘景双偶然得知吉林市万昌镇有了近

千亩的水稻“高光效”示范区，他十分兴奋，马上带领两位研究

员一起实地调研。

王洋说：“刚到那儿，刘老师就觉得看不清东西，还恶心。

他说可能是自己前段时间太累了，先在车上休息一下，让我们

去了解情况。等我们回来时，他已经出现了呕吐的症状，却还

说自己没事。在我们的劝说下，他才同意返回长春到医院检

查。”到医院时，刘景双低压40，高压只有60，最后被诊断为肝

癌细胞破裂出血，幸亏及时手术，才挽回了生命。

手术后，又进行了3次介入治疗，刘景双的身体已经十

分虚弱了。地理所党委书记苏阳说：“尽管他家离地理所有

20多公里，可他几乎每天都是第一个到所里上班的人，早

上6点多就能看见他的车停在楼下。出院没几天，他的车

竟然又出现在所里了。”刘景双的妻子和儿子劝他多休息，

可他却说：“还没有做完的事儿太多。”

或许，刘景双从未在意过自己已经把太多的时间献给了

科研工作：因为每天来得太早走得太晚，他就向所里申请了一

张24小时可以出入的门禁卡；因为常常顾不上吃饭，他的办公

室里总备着方便面；节日和假期，他有一大半时间是在地理所

里度过的……

不仅是在地理所和试验田，那些在家里少得可怜的时间，刘

景双也没闲着。他的床头总放着一个小本子，夜里想到什么，都

要连忙起身记下来，还被刘景双起了个风雅的名字——“拾萃集”。

刘景双总说“要拼命干，潇洒玩儿”，他说自己桥牌打得

好，可所里几乎没人看他玩过；他说游泳是自己的强项，可所

里的体育馆就没出现过他的身影；他说自己做菜有一手，可依

照他的工作时间，哪儿来的工夫做饭……

潇洒玩儿是假，拼命干可是真。刘有林说：“晨光村附近

都让刘老师走遍了，他和农民唠种地的事儿，一唠就是一天。”

九台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邱信臣说：“刘老师的穿着、做派

都像农民，挽起裤腿就进田，趴在地上找角度、量密度。”梨树

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站长王贵满说：“刘老师吃饭从不讲排场，

而且一吃完就着急下去考察，一块试验田接着一块试验田地

查看。”王洋说：“住院期间，大家去医院看望，他总不忘问问大

家工作进展。”

2016年5月，于锐要进行留所答辩，身体已经非常虚弱

的刘景双，还会隔三差五地指导一番。医生和家人都劝刘景

双赶紧住院，可他却说：“等学生答辩完吧，不然我放不下。”

2016年5月26日，忙完了学生答辩工作的刘景双，终于住进

了医院，可病情却每况愈下。6月6日，刘景双因肝细胞破裂

大出血，离开了大家……“拾萃集”里还有好多新点子没来得

及验证，办公室的桌子上还放着一沓要申报国家科技奖的材

料，答应为于锐做证婚人的诺言也无法兑现了……

“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刘景双就像一束永

不消逝的光，照耀着黑土地，激励着他的同事、学生，沿着这束

光继续砥砺前行！

一 束 永 不 消 逝 的 光
——追记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研究员刘景双

本报记者 任爽

本报7月8日讯（记者崔瀚文）今天上午，由东北地区中日

关系史研究会、吉林省教育学院主办的纪念“七七抗战”80周

年暨东北地区中日关系史研究会第19届年会学术研讨会，在

吉林省教育学院召开。来自吉林省、辽宁省、黑龙江省及山东

省的专家学者100余人参加了会议。

本次会议就关于抗日战争开端问题的几点认识、国外有

关卢沟桥事变的研究述评、伪满与汪伪“外交”关系述论等作

了主题报告。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日本

对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东北人民的抗战斗争、中日关系回

顾与展望等议题，进行了分组讨论。与会专家学者表示，纪

念“七七抗战”，就要求我们要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

平、开创未来，把抗战精神转化为实现中国梦的强大动力，

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

上奋勇前进。

铭记历史 开创未来
纪念“七七抗战”80周年研讨会在长召开

本报讯（通讯员姜洋 记者孟凌云）7月7

日，作为中国吉林广播电视周主要活动之一，

吉版图书赠送活动在泰国国立宣素南塔大学

举行。

泰国国立宣素南塔大学艺术系系主任表示，

泰国和中国一直是友好亲密的朋友，随着两国

交往的深入，越来越多泰国青年开始学习中文，

他们系里就有中文专业，很欢迎吉林赠送的介

绍中国文学、风俗、生活的中文书籍，这对学生

们的中文阅读和学习有很大帮助。

据吉林省新闻代表团成员、吉林出版集团

总经理助理王佐林介绍，作为中国吉林广播电

视周系列活动的协办单位之一，吉林出版集团

此次访问东南亚做了充分准备。7月3日，在老

挝举行的吉林广播电视周开播仪式上，吉林出

版集团首先向老挝体育教育部赠送了100本吉

版图书，根据老挝读者的阅读需要，所赠书籍以

文艺类、少儿类和语言学习类为主。其中《大国

担当：中国人民解放军援塞医疗队抗击埃博拉

疫情纪实》是首部全景反映解放军援塞拉利昂

医疗队抗击埃博拉疫情的长篇报告文学，入选

国家“十三五”规划项目、国家对外推广计划，荣

获2016年度“中国好书”，得到文学评论界和媒

体的广泛关注。7日，吉林出版集团又向泰国

国立宣素南塔大学赠送100本吉版图书，所赠

书籍以中国经典文学、实用生活医学、语言学习

类为主。近年来，吉林出版集团一直通过积极

打造符合海外阅读的原创精品图书群，在传播

中华优秀文化，扩大国际影响力方面不断取得

新进展。

活动期间，吉林省新闻代表团还参观拜访

了泰国南美集团公司，该公司拥有泰国最大的

华文书局和文具公司，其旗下所属的陈氏金出

版社与吉林出版集团曾有过图书版权方面的合

作。交流中，南美集团公司经理介绍说，儿童图

书和汉语学习图书是他们销量最好的两类图书，

而少儿类图书也是吉林出版集团的主打产品之

一，在全国排名第一位。座谈中，双方就今后在

图书出版、版权交易等方面进一步加强合作达

成意向。

中国吉林广播电视周在老挝泰国举行活动

赠送吉版图书 推介吉林出版项目

本报7月8日讯（记者董博）今日，在2017女超联赛第6轮

比赛中，长春农商银行女足继续坐镇主场迎战山东女足。经

过激烈争夺，凭借拉斐尔的帽子戏法和张睿的远射破门，球队

以4比0的比分轻取对手，收获联赛三连胜。

联赛5轮后，长春女足积7分，与上海、天津、北京积分相

同，凭借净胜球的优势排在第三位，与大连有6分的差距、与

江苏队也有4分的差距，要想缩小差距，本场比赛必须要击败

山东女足。在今年的足协杯小组赛中，长春女足和山东女足

曾交手一次，战成0比0。这一次，长春女足回到主场作战，长

春女足继续使用442阵型，将后卫拉斐尔放在了锋线上，而拉

斐尔也不负众望，两次凭借个人技术在左路突入禁区后，将球

射入球网，还有一次头槌建功，帮助球队早早地在上半场就锁

定了胜局。

长春女足大胜山东队
获三连胜

本报讯（记者王丹）为确保企业离退休职

工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按照劳动和社会保

障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养老金社会化

发放工作的通知》规定，省社会保险局近日发

布通知，请2016年8月至今未办理领取基本

养老金资格认证的省直行业单位退休人员及

时办理认证业务。

对于已办理人脸模板采集（以下简称

建模）的退休人员，本人持二代居民身份证

到省内各地社保局大厅办理；使用手机扫

描二维码，安装“吉林掌上社保”，从“待遇

认证”模块中办理；使用电脑登录吉林省社

会保险局官方网站，从“吉林省社会保险待

遇领取资格认证中心”模块中下载，安装后

办理。

对于未建模的退休人员，可到省内社保

局办理建模业务；因居住省外、国外、重病卧

床等原因不能建模和认证的，可向省社保局

社会化服务管理处提供相关纸质协助认证

单（国内异地居住情况可报送《异地居住人

员领取社会保险待遇协助认证表》；国外居

住情况可报送《在境外居住人员领取养老金

资格审批表》；重病卧床情况可报送《退休人

员领取基本养老金待遇资格认证审批表》。

以上表单可登录吉林省社会保险事业管理

局官网“下载专区”栏目下载）；请退休人员

将纸质协助认证单报送（或寄送）至社会化

服务管理处。

省社会保险局发布通知

省直退休人员及时办理领取基本养老金认证

本报7月8日讯（记者崔维利 王纪佳）今天上午，公主岭—

北京经贸合作交流会在北京长白山国际酒店会议中心举行。

公主岭充分发挥北京公主岭籍企业家“以商招商”的作

用，借助公主岭（北京）友好商会这一对外交流平台，加强与在

京企业的经贸合作。本次交流会共有商会代表、客商代表、特

邀嘉宾和公主岭市有关领导总计110人参会，成功签约项目6

个，投资总额31.73亿元。

交流会上，公主岭市精选出5大类18个重点合作项目，向

参会的公主岭籍企业家和域外客商进行集中推介。公主岭

（北京）友好商会会长张晓峰、北京吉林企业商会会长葛坚、公

主岭企业家协会会长吴长胜等参会嘉宾代表畅所欲言，共商

合作发展。

经过集中推介和深入的对接交流，公主岭市内河改造项

目、玄武科技技术合作项目、“吉林·响水共享田园”项目、机械

制造产业化项目、年产6万吨高分子高等级润滑油建设项目

和公主岭市新凯河湿地主题公园项目成功签约，涉及工业、农

业、服务业及三产融合和基础设施等多个领域，对公主岭未来

发展将产生深远影响。

公主岭赴京“以商招商”
签约6个项目 总投资近32亿元

（上接第一版）
2016年，双福村积极引进棉袜加工项

目。利用村集体闲置用房与辽源贝纶迪袜业

合作，加工棉袜，解决了40名村民的就业，人

均月收入2500元。

3组贫困户冯艳兵就是袜厂工人，两年

前她家遭遇火灾，丈夫丧失劳动能力，孩子又

小，为此冯艳兵整天愁眉苦脸。

如今，冯艳兵整天干劲儿十足，每月都会

比别人多挣些。

“现在丈夫身体好多了，也能干点轻巧的

家务活，孩子学习很上进，我在袜厂工作收入

也挺稳定，对现在的生活别提多知足了！”说

这话时，冯艳兵脸上写满了幸福。

肖庆祥“有班儿”了

采菇、浇水、入库、采摘……

尽管每天都重复这些工作，但对于62岁

的肖庆祥来说那是相当满足。

肖庆祥一只眼睛失明多年，老伴患有气

管炎，生活十分困难。

去年，村里大力发展食用菌种植试点项

目，与辽源市正旭菌业公司合作，建设了21

栋标准化食用菌大棚，安置5名贫困户，肖庆

祥就是其中一员。

“像我这种情况外出打工一般都不会用，

现在守家在地每月挣2000元钱，老美了。”肖

庆祥开心地说。

采访中，金州乡乡长徐晓东介绍，今年在

产业升级脱贫基础上，双福村重点打造了农

家乐和乡村游项目，进一步壮大村集体收入，

让百姓不仅脱贫，还要帮他们致富。

双福村“摘帽”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