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

2018 年 5月 2 日

A06~A11

星期三 责编

刘建

美编

谭云滨

值班主任 宋旦华

白泥地里开种“青岛造”海水稻
全国五大类型盐碱地5月底开始千亩片大规模试种
□半岛全媒体记者 徐杰 报道
本报 5 月 1 日讯 5 月 1 日，记者从
青岛海水稻研发中心获悉，今年的海水
稻近日已启动播种，预计播种约 1000 份
海水稻材料，其中包括约 200 份从海南
三亚南繁基地带回来的新培育的耐盐碱
水稻材料。据了解，今年 5 月底，将在全
国五大类型盐碱地同时开始海水稻千亩
片的大规模试种。
自 4 月 23 日开始，位于李沧区白泥
地的青岛海水稻研发中心实验基地，迎
来了今年的首次海水稻材料播种。记者
现场探访看到，研发人员在实验基地选
择了 12 块实验田，浇灌后在实验田画上
把前期经过催芽的种
方格、
插上标识牌，
子撒进对应的方格里，覆盖后搭起塑料
拱棚保温保湿。
等环境温度达到要求，
再
将拱棚撤掉，
等秧苗长成即可插秧。
青岛海水稻研发中心耐盐碱品种选
育项目经理单贞告诉记者，今年播种的
海水稻采用的是旱育秧模式，播种的水
稻材料有的是专家供种，有的是选育的
耐盐碱水稻材料，以及从海南三亚南繁
基地运来的第二代海水稻种子。去年试
种的海水稻采用的是千分之六盐度的海
水，
今年计划在此基础上提高盐度，以此
筛选更耐盐碱的水稻。
研发人员介绍，今年预计播种千余

工作人员给海水稻材料播种并搭建拱棚 。

份海水稻材料，其中包括约 200 份从海
南三亚南繁基地带回来的新培育的耐盐
碱水稻材料。在这些海水稻材料播种育
秧后，生长 30～ 35 天后便能进行插秧。
插秧后，
这些海水稻首先将进入返青期，
然后进入分蘖期，
再进入高速生长期，
大

约 8 月份进入扬花期，等到 9 月底至 10
月初即可收获海水稻。
记者了解到，今年 5 月份，青岛海水
稻研发中心将首次在东北苏打冻土盐碱
地、新疆干旱半干旱地区、
东营黄河三角
青岛城阳滨海盐碱地、
南泥湾次
洲地区、

生盐碱化盐碱地全国五个主要类型的盐
碱地上，同时进行海水稻千亩片的大规
模试种，检验这些海水稻材料在不同地
质条件下的最终产量和品质，并争取今
年能拿出不低于一个可以在全国大范围
推广、经过国家审定的品种。
此外，记者了解到，今年青岛海水稻
研发中心白泥地实验基地中的两块海水
稻试验田，已进行过“土壤四维改良法”
技术的改良。在地表翻耕过的土层下方，
铺设了直径约 10 厘米的专用管道，管壁
上密集分布小孔，方便回收含盐度的灌
溉水，并防止盐分上渗到地表，以此达到
改良土壤的效果。
“土壤四维改良法”技术是青岛海水
稻研发中心的独创，该技术通过整合要
素物联网系统、土壤定向调节剂、植物生
长调节素及抗逆性水稻四大要素技术配
套应用于盐碱地改良。根据各地盐碱地
情况，四大要素技术可以自由搭配，因
地制宜，量身定做最优解决方案。
“土
壤四维改良法”技术将在青岛城阳滨海
盐碱地大规模使用，打造国家级滨海盐
碱地稻作改良示范基地，并将成立我国
滨海盐碱地稻作改良研究所。据介绍，
改良面积共约 10000 亩，分两期进行，
第一期目标为 1500 亩，第二期目标约为
8500亩。

著书写歌，七旬翁的“海上漂流记”
金门路街道72 岁的商好文记录自己40 多年潜艇兵、海员生活

肖玲玲
吴璟

当过潜艇兵做过海员，与大海结缘
40 多年，家住金门路街道三明路社区、
72 岁的商好文在退休后开始学习写作，
并拿起笔来，写下七八十篇散文、两本
剧本、两首歌词…… 2013 年，收录了他
73 篇散文的《在浮动的国土上》成书出
版，如今，他又在创作一本 30 万字左右
的小说，目前已经完成了 16 万字。他计
划今年底完成初稿明年底出版，他期待
能有“伯乐”看中他的作品将他的剧本拍
成电影，
“ 我希望能有更多海员、同行拿
起笔来勇敢写自己，为发展海洋文学创
作出更多更美的作品。”

没有写作基础却出书写歌
从 1963 年与海洋结缘，到 2006 年
退休，商好文与大海打了 40 多年的交
道。这段经历难忘而难得，所以他想记录
下来，
“ 暂时想把这部小说名定为《在大
洋上耕耘》或《波涛人生》，
内容既包含大
海的波涛，也包括人世的道路。”采访中
半岛记者了解到，其实早在 2013 年，商

商好文展
示自己的作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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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文就已经出版过一本散文集《在浮动
的国土上》，其中收录了他海上的经历。
另外，他还创作了两部海洋题材的电影
剧本以及两首歌。
商好文说，他之前不会写作，
一直到
他 2006 年退休一年后，机缘巧合，他加
入了由一位青岛大学教授成立的青岛中
老年文学写作讲习班，硬着头皮写下第
一篇散文《北太平洋的风暴》，当时老师
说写得不错，他便一直坚持写，一直到
2012 年已经积累了七八十篇散文。
2013 年，这本收录了他 73 篇散文的《在
浮动的国土上》出版了。
“这里面的内容，
90% 都是我自己的经历，其余的是记录
的身边同事的难忘事迹。
”
不论是散文、
小说、
剧本还是歌词，
它
们的灵感来源都是统一的——
— 海洋。1962
年入伍进入潜艇士兵学校学习，1964 年
一直到1969年，
商好
被分配到潜艇部队，

文复员到中国远洋公司广州分公司上班，
再到1978年调至青岛远洋公司，一直到
2006年退休。40多年，不离
“海缘”
。

北太平洋海域，当时正是低气压盛行的
大风浪季节，海上风力增强到十二三级，
狂风恶浪凶猛地撞击着船体扑向甲板，
前尖舱灌满海水，
海员们便跳进刺骨的海
水中，
轮番用桶排水。
但风力突然增大，
舵
机房也进水，商好文被风浪打昏在船边，
“如果这时再打过
一只腿别在倒缆孔里。
来一个浪，我就被卷到海里了，没有生还
的希望了。大海无情，但也是有情的。”商
好文回忆道，在船的浮力空间越来越小，
船随时都有沉没可能的情况下，凶恶的
低气压终于过去，大海恢复了平静。
在海上，除了要应对恐怖的自然风
暴，还要时刻防着穷凶极恶的海盗，
“马
六甲、孟加拉湾、非洲西海岸等海域都经
常有海盗出没。”商好文他们当然也遇到
过，不过每次都有惊无险。

盼伯乐将剧本拍成电影

4 月 28 日，记者在商好文家见到他
时，他正在电脑上创作自己的那本小说，
“我打算写 25 万～ 30 万字，现在已经写
北太平洋历险记、远洋船上的惨案、 了 16 万字，计划今年底写完初稿，再修
在 印 度 洋 死 里 逃 生 、闯 过渤海湾的 风
改修改，争取明年底出版。”
暴……翻开《在浮动的国土上》，看着这
除了这部未完成的小说，他更惦念
些字眼，不难想象，几十年的海员生活， 的是那两本剧本。
“这两个故事都是根据
航迹遍布四大洋的商好文确实经历过不
真实事迹创作的。”商好文表示，其中一
少大风大浪。
“现在想起从加拿大太子港
个故事是以一条船的遇难为线索写的，
向国内返航那次，仍心有余悸。”商好文
最后经过殊死搏斗，船虽然沉了，但人全
告诉记者，大海的脸有时变得特快，在海
部生还。数十年的海员经历，让商好文见
上航行，海员们时刻都得做好与自然风
识了很多海上、船上的故事，他很希望能
暴作斗争的准备。
用自己的笔触让更多人了解海员这个行
1980 年 3 月份，他所在的货轮装了
业，
“希望能有导演、编剧看中我的剧本，
两万多吨货物，驶离加拿大太子港，进入
将它们拍成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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