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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
位于长白山核心腹地的白山市，
森林覆盖率高达 84.1%，
居全国
地级城市之首，
是国家首个全幅员森林旅游区、
重点生态功能区和中
国十大生态屏障之一，
被列入联合国“人与自然生物圈”保护区的长白
山自然保护区，
有 60%的面积在白山，
素有“立体资源宝库”之称，
是全
国著名的“绿色食品城”和“特产名城”，
是中国的“黑木耳之乡”。
近年来 ，白山市委、市政府坚持“生态立市、产业强市、特色兴
市”，全面建设“中国绿色有机谷·长白山森林食药城”，参、蛙、菌、
药、菜、牧、果、蜂、渔九大特色农业板块多业并举、齐头并进，
绿色转
型精彩呈现。

临江市
六道沟镇经
建村木耳种
植基地的村
民在晾晒刚
刚采摘下来
的木耳。

占地 300 余亩的临江市通林菌业有限公司木耳种植基地（航拍）。

“ 黑 色 玫 瑰 ”大 放 异 彩
——
“ 白 山 黑 耳 ”产 业 发 展 纪 实
曹荣强 本报记者 王春宝 洪铭潞

“吉地，
林泉，
白山，
黑耳”是吉林长白山黑木耳地理标志
的典范宣传语，
更是白山市黑木耳的真实写意。
群山环绕、泉水甘甜、林木繁茂、空气洁净 ，优越的生态
条件给予了白山市有机黑木耳——“白山黑耳”良好的生长
环境。这里生长的长白山优质黑木耳,营养价值极高，
有“素
中之荤 ，菌中之冠”的佳誉。昼夜温差大 ，黑木耳生长时间
长，特有的地理资源和气候条件造就了长白山木耳“肉厚耐
嚼 、韧而不硬”的卓越品质 ，被誉为“餐桌上的黑色玫瑰”。
2019 年，
全市黑木耳生产规模发展到 4500 万袋，
全市年销售
黑木耳 1 万吨左右。

政策给力“白山黑耳”产业得以蓬勃发展
万山披绿，
气温适宜，
正是黑木耳生长的好季节，
6 月 10
日，
记者沿鸭绿江畔溯流而上，
顺着满眼翠绿的山路，
数排吊
装木耳大棚突然跳进视线。
这里是临江市六道沟镇经建村木耳种植基地，
大棚里劳
作的村民脸上个个都洋溢着满足的喜悦，
“我们发展木耳产
业种植，
不仅让我们摘掉了‘负债村’的帽子，
现在更是成了
远近闻名的‘富裕村’，
收入增加了，
房屋重建了，
生活更有奔
头了。
”
别看经建村现在这么富足 ，2016 年时还是负债 70 余万
元的省级贫困村。在该村党支部书记韩云杰和驻村第一书
记衣常华的带领下，经建村发展木段木耳、地摘木耳和吊袋
木耳产业。三年来，
经建村不仅还清外债，
还积累了 30 余万

↑临江市闹枝镇木耳产业项目
——通林菌业制种车间。
←吉林农大李玉院士一行现场
指导企业研发。

工、销售为一体的综合性、现代化企业，
年生产黑木耳菌袋能
力 3000 万袋。主打产品“嘿猫耳”木耳模仿木耳本身柞木生
产特性，
采用独特工艺晾晒、微波杀菌杀虫等现代工艺，
独得
消费者信赖。同时积极开发黑木耳粉及以黑木耳为原料的
饼干、饮品、药品等深加工系列产品。2018 年度在吉林省优
质黑木耳评选活动中荣获铜奖。
绿色发展，
生态为要。白山市坚持用生态理念引领木耳
产业发展，
依托长白山大生态资源优势，
加快推进循环发展、
低碳发展、可持续发展，不断将生态优势放大和转化为产业
优势，
大力发展黑木耳深加工项目，
积极培育种养大户，
树立
高端品牌，
实现集中连片发展。
大山合集团白山现代农业有限公司紧紧围绕食用菌进
行新产品开发与精深加工，
实行“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
的经营模式，
采用“聚散聚”的方式，
在种植过程中，
对栽培户
实行“保出耳、保产量、保回收”的三保举措，
领着农民干，
做
给农民看。龙头企业做前端机械化生产菌棒和工业化菌棒
培养，合作社和农户做栽培管理，发挥农户全天候的栽培管
理优势，
生产出食用菌后，
出售给龙头企业，
使农户避开了信
息和市场劣势，
降低了农户风险，
保证了农户收益，
彰显了龙
头企业的产业优势和带户功能。企业通过了国家食品生产
SC 认证、ISO9001、ISO14001 认证、出口产品 HACCP 认证，
获中
国绿色食品标识 ，
“大山合高钙富硒黑木耳”获国家专利 ，
2017 年获得吉林省优质黑木耳评选金奖。
水之林富硒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高品质有机
硒木耳开发、
生产、
经营的生态农业企业。公司立足创高端品
牌，
提升产品竞争力，
按照“转方式、调结构，
强产品、拓市场，
铸品牌、
惠民生”的发展格局，
注重高新技术研发，
生产绿色食
用菌产品。在黑木耳生产中注重加大新技术研发投入，
提高
黑木耳产品的技术含量，
领先同行业技术水平。企业主要采
取“公司+基地+农户+互联网平台”的形式，
生产加工长白山高
端品牌“水之林”有机富硒木耳，
辐射带动农户 1126 户，
户均增
收 2.5 万元。
“水之林富硒黑木耳”优质高端产品市场单价达
300 元/斤，
市场年销售额约为 1000 万元以上，
市场占有率 85%
以上。全力打造特产电商服务平台，
并利用企业自身团队和
技术优势，
通过和小微企业合作、扶持等方式，
推动长白山地
区特产企业共同发展，
建立覆盖范围更广、
触角延伸更长的营
销体系，
让长白山特色产品品牌走出大山，
走向全国。2018 年
度，
凭借拥有的中国农业大学纳米硒专利技术生产的黑木耳，
荣获吉林省优质黑木耳评选活动银奖。

人才助力“白山黑耳”品牌品质双提升
白山坚持把人才作为发展壮大木耳特色产业的有力引
擎，
以产业链构建人才链，
以人才链提升产业链，
有效带动全
木耳产业发展。引进高端人才，
提升产品品质。先后与吉林
农业大学等院所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柔性引进中国工程院李
玉院士等全国食用菌领域权威院士专家研发团队，
深入基层
开展对接服务 ，现场指导解决技术难题 ，有效提升产品品
质。发挥本土人才作用 ，引领产业发展壮大。选调 10 名本
土专家、4 家龙头企业组成科技特派员团队，
通过培训讲座，
深入农户现场指导，面对面、点对点答疑等方式对全市黑耳
种植加工销售业户提供技术支撑。聚电商人才，
拓宽销售渠
道。积极把握直播“带货”这股热潮，
利用好互联网拓宽销售
渠道，
联合各种融媒体资源，
大范围组织开展“第一书记”直
播带货等活动 ，为农户打开了新的销路 ，硬核助力“白山黑
耳”的品牌影响力。
吉林省靖发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是吉林省科技小巨
人企业和全国食用菌标准化生产示范企业。多年来，
该公司
本着“精心孕良种、匠心成客户、科技促发展、品质赢天下”的
发展理念，
在黑木耳菌种培育、菌种包装设计、黑木耳菌袋生
产等方面进行大胆研究和创新，先后进行了“黑木耳立式滚
轮割口机”
“黑木耳菌种培养专用试管”
“食用菌液体菌种培
养器”等多项发明创造 ，拥有 12 项国家专利 ，公司建设黑木
耳栽培基地 48 万平方米 ，通过优惠供种、讲课培训、现场指
导、产品销售等形式为菌农提供全方位服务，
培训人员 4800
多人次，
直接和间接带动农户 1200 多户，
每年带动农户增收
6000 多万元。
临江市通林菌业有限公司董事长于学良出生于临江市
闹枝镇吊打村，
临江市政协委员。他中学毕业后到外地创业
发展，
经过多年的辛勤打拼有了一些积蓄，
他富了不忘乡亲，
返乡创业 ，带领农民共同致富。他紧跟农业现代化发展进
程，
大力推进设施农业，
积极发展黑木耳等食用菌特色产业，
带动农民脱贫致富。于学良运用可持续发展思想和循环经
济理论与生态工程学方法，发展木耳产业不忘环保，坚持可
持续发展，让种植户有更多致富空间，他调整和优化农业生
态系统内部结构及产生结构，
提高农业生态系统物质和能量
的多级循环利用，
严格控制外部有害物质的投入和农业废弃
物产生，
最大限度地减轻环境污染，
按照“投入品、产出品、废
弃物、再生产、新产出品”的反馈式流程组织运行，
将废弃黑
木耳菌袋回收二次利用，重新注入菇类菌液，再生产菇类菌
棒，
冬季生产羊肚蘑、平菇、冻蘑等，
提高原资源再生产效益，
减少资源的浪费。他把种植户的废弃菌棒回收再利用，
生产
生物质燃烧颗粒和生物质有机肥，
更好地促进木耳产业的良
性发展。
“小木耳，
大产业”。随着黑木耳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和发
展，
已经逐渐成为白山市推进产业扶贫的一条新路径。在加
快“一谷一城”的建设中，
全市将着力打造农业产业发展规模
化、标准化、示范化，
实现农民增收、农业增效，
把黑木耳产业
做成扶贫产业、绿色产业、生态产业、民生产业。

企业发力
“白山黑耳”产品实现精深研发

元存款。如今，
该村安装太阳能路灯，
铺设油渣路，
改造了自
来水 ，改建了老年幸福大院……真正实现了由“负债村”到
“富裕村”的华丽转身。
白山市利用其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和良好的黑木耳产
业基础，
按照“中国绿色有机谷·长白山森林食药城”的战略
部署，
积极培植壮大新型经营主体，
坚持以市场为导向，
规模
化、标准化生产，
黑木耳产业高质量蓬勃发展。
大力实施“生态立市、产业强市、特色兴市”的战略，
鼓励
各县（市、区）出台系列食用菌种植奖补政策。以每 10 万袋
为基数，
一次性补贴 1 万元；
培植集中连片，
数量达到 50 万
袋以上，
一次性补贴 10 万元；
集中连片种植规模达到 10 亩
以上的 ，每亩奖补资金 300 元 ，强力推动以黑木耳为代表的
食用菌产业做大做强。
推动“龙头企业+基地带农户”的产业化发展模式 ，扶持
贫困户发展食用菌产业实现脱贫。重点实施食用菌扶贫
“6211 工程”，即在六个县(市、区)，每县(市、区)选择 2 个村
开展食用菌生产 ，带动 100 户贫困户 ，每户生产 10000 袋食
用菌，
营造了“小木耳，
大产业，
富农户，
奔小康”的产业发展
氛围。
打造基地化建设、专业化生产的格局。全市在江源、浑
江、临江、靖宇、抚松的 30 个乡镇重点布局黑木耳生产，
并辐
射带动周边乡镇同步发展，初步形成了数乡一品、多村一业
的发展格局。

行车驶近临江市闹枝镇义和村 ，但见 80 多
个大棚排成行列，
矗立在溪水岸畔，
黑色的遮阳
网闪闪发光。每一个大棚里，
3 万多个菌棒如同
列 阵 一 样 吊 在 空 中 ，缀 满 了 肥 嘟 嘟 的 黑 木 耳 。
远远看去，
仿佛正在跳动的“五线谱”。附近的村民一边唠着
家常，
一边飞快地采摘着木耳。
这个食用菌生产基地是临江市通林菌业有限公司所建，
占地 310 亩，
年种植吊袋黑木耳春、秋两季 500 万袋。种植基
地可安排就业 300 人，
人均年收入 3.5 万元。
为了严格控制外部有害物质的投入和农业废弃物产生，
最大限度地减轻环境污染，
公司按照“投入品、产出品、废弃
物、再生产、新产出品”的反馈式流程组织运行，
将废弃黑木
耳菌袋回收二次利用 ，重新注入菇类菌液 ，再生产菇类菌
棒。冬季生产羊肚蘑、平菇、冻蘑等 ，提高原资源再生产效
益，减少资源的浪费。公司把废弃的菌棒回收再利用，生产
生物质燃烧颗粒和生物质有机肥，
实现“吃干榨净”。
临江市通林菌业有限公司以提高白山市黑木耳产品质
量和市场竞争力为重点，
按照“分散生产向园区化转变，
数量
向提高单产、质量转变，
传统技术向标准化方向转变”的发展
思路，加大标准化示范园区建设力度，用工业化理念实施黑
木耳标准化生产。公司占地 70 亩 ，总投资 1.2 亿元 ，建设制
种生产车间 8000 平方米 ，设施农业培养车间 18000 平方米。
该公司充分利用当地林业森林扶育采伐剩余枝丫材作原料，
主要生产食用菌棒及种植。引进国内较先进的大型液体菌
种发酵罐、双冲压装袋机、地坑式搅拌机、灭菌器等菌种生产
设备 ，是集生物研发、食用菌菌种生产以及食用菌种植、加

靖宇县采取龙头带动模式，
拓宽脱贫致富渠道。图为景山镇光明村采取“龙头企业+贫困
人口合作社”模式，
开展吊袋黑木耳种植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