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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秸秆乙醇成新宠

美国有 24个农业州，每年都
有大量的秸秆需要处理。秸秆在美
国的用途很广，可用作饲料、手工
制品等，有的地方还用来盖房，将
整捆的秸秆高强度挤压后填充新房
的墙壁。

最近，新兴的替代燃料特别
是生物燃料的开发利用得到了联
邦政府的大力支持。根据美国可
再生燃料协会提供的数据，美国
目前有 116 个乙醇提炼厂家，每
年可以生产 59亿加仑的乙醇，另
外还有 81 个新厂家正在建造之
中。

丹麦：利用秸秆发电

丹麦是世界上首先使用秸秆
发电的国家。农民收获粮食后，
把 秸 秆 卖 给 电 厂 ， 由 于 和 煤 、
油、天然气相比，秸秆成本低、
污染少，可称得上电厂最划算的
一笔买卖。此外，秸秆燃烧后的
草木灰还可以无偿地返还给农民
作为肥料。

使用秸秆发电，电厂降低了
原料的成本，百姓享受了便宜的
电价，环境受到保护，新能源得
以开发，同时还使农民增加了收
入。

（孙勇 整理）

国外的秸秆利用

秸秆禁烧是一个老话题了。
前 些 年 ， 我 在 高 速 公 路 上 行
车，一眼望去，秸秆焚烧腾起
的滚滚浓烟甚为“壮观”。当年
有新闻报道说，秸秆焚烧的浓
烟还曾一度影响了栎社机场的
航班起降。秸秆焚烧，无论政府
机构、专业人士，还是媒体、公
众，对其环境危害性以及治理难
度都已有较为清晰的认知 （有研
究表明，秸秆焚烧对雾霾的“贡
献率”约 4%）。然而，尽管政府
三令五申禁烧，并不厌其烦地进
行宣传，但依旧管不住这“一把
火”。

原因何在？说到底还是利益
问题。站在农民兄弟的角度考
虑，过去作为重要燃料，农作物
秸秆是舍不得扔的宝贝，如今燃
料的功能已被农村天然气、电力
等取代，秸秆失去了用武之地，
从资源变身“垃圾”。付之一炬，

可谓是最经济的处理方式，秸秆
回收或者还田费时费力费财，还
有可能误了农时。所以，利益问
题没解决，你再怎么禁，一到季
节仍然会发作。

海曙近年来在处理秸秆焚烧
问题上，不是一味地“堵”，而是
把更多精力花在了“疏”上：大
力推进秸秆综合利用，一方面采
用“稻畈麦稻草覆盖栽培”技术
让秸秆还田，消耗不了的则做燃
料、做饲料、做沼气原料；另一
方面不断加大财政投入，实施政
策补助。成本低了，土壤肥力提
升了，农民有了“获得感”，焚烧
秸秆问题自然也就解决了。

小小秸秆处理，背后有大道
理。很多工作，“一禁了之”无法
治本，必须在“疏”上着力，这
才是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的关
键。

（李国民）

海曙的秸秆处理方式令人深思

张悦 制图

近些天来，在集士港镇后屠
桥村的田间地头随处可见恒麟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的一辆辆打捆机
和运输机来回穿梭着，工人们忙
碌地把农户稻谷收割后的秸秆拣
拾打成捆运往公司生产车间，将
秸秆变废为宝。

4 年前，恒麟就从这种随处
可见的稻草秸秆中发现了致富商
机，办起一家专“吃”稻草和蔺
草下脚料的公司，并与南京林业
大学紧密合作，开发出用于矿山
和高速公路护坡的草纤维，产品
销往全国各地。后来，恒麟又利

用稻草成功开发出适宜沙漠地带
营造花木盆景的降解花盆，产品
打入新疆等地。恒麟还开发了地
板成型机、防汛袋、秸秆保温砖
等环保产品，都是利用稻草和蔺
草下脚料制作而成。今年，恒麟
与南京林业大学开展技术攻关，
研发出新型环保的大型起重机用
的托盘，不少港口单位纷纷打电
话要求订购，前景十分诱人。

目前，公司已和海曙签订协
议，参与 2017-2018 年度秸秆综
合利用试点项目。

（本版图片由孙勇提供）

秸秆利用要让企业唱主角

以往，每每临近冬耕，如何处理地里的秸秆就成为广大农民的心头大事。不少农户会将
秸秆弃之不理，更有甚者直接在田间一烧了之，导致空气中烟雾弥漫。如今——

海曙为“另一半农业”找到好归宿
很多人把秸秆称为农业的另一

半，因为在一个农业生产周期中，农
业投入要素 50%左右转化为秸秆。
虽然果实和秸秆都是农业生产的成
果，但是人们只珍惜果实，而秸秆作
为另一半成果的价值往往被忽视。
所以，往年每临近冬耕，不少农户会

将秸秆直接在田间一烧了之，导致
空气中烟雾弥漫。如今，海曙通过秸
秆的肥料化、原料化、饲料化、基料
化利用，不仅解决了秸秆处理的环
保问题，还将这“另一半农业”从“火
星子”变成了“银票子”，走上了促进
增收的可持续发展之道。

“轰隆隆……”前段时间，海
曙区洞桥镇宁锋粮机专业合作社的
负责人方建和村民一大早就开着秸
秆打捆机在稻田上驰骋，“要赶在
冬耕前把地都平整出来，大部分秸
秆打捆用于雷笋覆盖，还有一部分
直接粉碎还田作肥料，既省钱又环
保！”方建说，以前说到处理秸秆
大家都头疼，烧了又污染环境，现
在这些却成了“香饽饽”。

根据海曙区农林水利局提供的
数据显示，该区每年要产生约 9万
吨秸秆，这样一个庞大的数字还会
伴随着杂交高产水稻品种种植面积
的扩大而逐年增加，如何处理越来
越多的秸秆成为海曙农民历年丰收
后面临的“头等大事”。随着农村
能源结构的变化，秸秆作为燃料的
功能被天然气、电力等取代，导致
秸秆的后续处理成了农民的负担。

据悉，目前海曙秸秆综合利用
工作主要以肥料化还田为主，部分
秸秆打捆收集后实现原料化、饲料
化、基料化利用。“海曙是宁波雷
笋主产区之一。像老方这样使用稻
草秸秆用于雷笋覆盖的尝试，能够
让笋的上市时间提早 10 天左右，
从而抢占市场卖个好价钱，也具有
示范意义。”区农技站站长孙健

说，通过覆盖栽培，不仅能有效杜
绝焚烧，更能实现秸秆的资源化利
用。

海曙目前比较主流的秸秆还田
方式采用的是“稻畈麦稻草覆盖栽
培”技术。“简单来说，就是在水
稻收获后田块不经翻耕，施药除
草、除残茬后直接播种，再用稻草
覆盖。”孙健解释说，由于不需要
翻耕土地，减轻了劳动强度和用工
投入，每亩小麦可省工 4 至 5 个。
稻草及残茬腐烂后，又可增加土壤
有机质，培肥地力，减少化肥用
量。据介绍，免耕稻草覆盖小麦一
般每亩增产 25 公斤，亩均节本增
效约 100元。目前，海曙推广应用
面积2.49万亩，占全区水稻、小麦
种植总面积的近1/3。

如还田不能消耗每年的秸秆产
量怎么办？干回老本行，做燃料、
做饲料、做沼气原料。孙健说，用
工业的思维和方式做农业，提高了
秸秆利用的效率，也开拓了秸秆利
用的途径。“大部分的玉米秸秆可
粉碎还田，或者做青贮饲料，而麦
秸、稻草等禾本科秸秆是栽培草腐
生菌类的优良原料之一。通过这些
利用方式，海曙今年已实现了93%
的秸秆综合利用率。”

小秸秆牵出一条生态循环链

研究表明，秸秆的总能量基本
和玉米、淀粉的总能量相当，其燃
烧值约为标准煤的 50%。1 吨普通
秸秆的营养价值与0.25吨粮食的营
养相当。既然秸秆有如此高的利用
价值，为何还田比例相对来说并不
高，症结在哪儿？

据介绍，秸秆直接还田需要几
个条件的配合，一是秸秆要经过粉
碎翻压、混埋还田，二是合理灌
溉，三是增加氮肥。如果秸秆不经
过粉碎，或者粉碎不彻底，就直接
还田，秸秆就会堆积在土壤表层，
影响下一茬作物的生长。

此外，稻草粉碎还田也有可能
为病虫害越冬提供合适的场所，导

致病虫害发生基数有所提高，例如
在稻草还田区域，二化螟的发生程
度比往年有所加重。

除了还田，对秸秆的其他利
用都要先把秸秆从田里运出来，
而 目 前 秸 秆 的 收 储 运 体 系 不 完
备，导致秸秆离田成本较高，这
也是影响秸秆综合利用的一个重
要 因 素 。 方 建 给 记 者 算 了 一 笔
账，秸秆还田成本约为单季作物
纯收入的 9%至 15%，离田成本约
为 15％至 30％，“现在农村劳动
力缺乏，秸秆价值大却廉价，一
个劳动力一天处理的秸秆可能只
卖十几元，而一天工钱却要上百
元，比较效益确实不高。”

成本和收储运体系建设成瓶颈

区划调整后，农业作为海曙
全新的产业，政府及有关部门都
将秸秆综合利用作为一个前景广
阔、利区利民的大事来抓，坚持

“疏堵结合，以疏为主”，把更多
的工夫花在禁烧以外。

今年 2 月，该区出台了 《海
曙区 2016-2017 年农作物秸秆综
合利用补助办法实施细则的通
知》，明确了晚稻秸秆冬耕快腐还
田补助、稻畈麦稻草覆盖栽培技
术应用补助及秸秆打捆收集利用
的差额补助，通过“看不见的
手”引导当地合作社、农户以及
相关企业加入到秸秆综合利用的
大潮中。

数据显示，今年海曙可收集
秸秆资源量为 6.88 万吨，其中水
稻和蔺草秸秆占了绝大多数，分
别为 4.8 万吨和 1.0 万吨。因此在
政策补助方面也体现得尤为明显
——对实行铧犁式深耕 （带开
沟） 的应用晚稻秸秆冬耕快腐还
田的每亩补助 80元，旋耕 （带开
沟） 的应用每亩补助 50元；应用
稻畈大、小麦免耕栽培中实施稻
草覆盖还田的，每亩补助 30 元，

这样的直接补贴，能够实打实减
少农机手的作业成本。

《细则》还指出，对于农户应
用秸秆打捆机或人工实施秸秆打
捆收集，专业合作社、家庭农
场、企业等经营主体对打包的秸
秆开展集中收购、后续加工等服
务的，将按照 50 吨干草/万元的
标准对打捆秸秆的初次购买与最
终销售所产生的人工、运输、加
工等差价进行补助。这样一来，
就把农户、政府、企业连在一
起，成为利益的共同体，也使得
秸秆从回收到加工到使用形成了
一个良性循环。

“目前我区使用的秸秆打捆收
集机械以小型机械为主，今年尝
试使用大型机械进行秸秆打捆收
集。”孙健表示，大型机械虽然效
率高，但对土壤的要求也较为苛
刻，碰上连续降雨的收割季，土壤
含水量增大，大型机械下田作业容
易泥陷，从而影响工作进度。拓宽
打捆收集新途径的当务之急是完
善和引进适合本地区的秸秆打捆
收集配套机械，这也是今后海曙
努力的方向。

把更多的工夫用在禁烧以外

对农户来说，秸秆若不焚烧
而是送到回收企业，一亩地的翻
耕成本是 60 元，还有运输成本；
而对回收企业来说，去农民田里
拉秸秆，每亩运输成本 20元，还
有农忙时高昂的人工成本，算下
来1吨秸秆回收利用成本在400元
以上。这一方面使得农民不得不

“一烧了之”，另一方面导致企业
“收不到”和“微利”运营。此
外，随着技术上的逐渐成熟，生

物质炉具的热效率从原先的 60%
普遍提高到 70%以上，最高达到
80%，作为农村的炊事、采暖来
说，是非常适宜的产品，然而随
着煤炭价格的连年下降，生物质
燃料地位尴尬，导致了一部分用
户的流失。

离田还田成本高，收储运体
系不完备，生物质燃料价格上无
优势，这些都是目前秸秆能否得
到有效利用面临的瓶颈问题。

图为打包成堆的秸秆图为打包成堆的秸秆。。
图为宁锋粮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方建图为宁锋粮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方建

和村民一起整理机械打捆后的秸秆和村民一起整理机械打捆后的秸秆。。
图为宁锋粮机专业合作社村民图为宁锋粮机专业合作社村民

驾驶秸秆打捆机在田里收集秸秆驾驶秸秆打捆机在田里收集秸秆。。

图为横街镇上王村种粮大户在收割作物图为横街镇上王村种粮大户在收割作物。。

海曙记者站 孙勇 续大治 张黎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