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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产量占全国四分

之一强，河南肩负着国家

粮食安全重任。去年，受

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我

省小麦有超过 1000 万亩

晚播。开春以来，我省积

极开展“科技壮苗”行动，

千方百计加强麦田春管，

目前一二类苗超过九成，

苗情好于预期，搭好了丰

产丰收的架子。

现在距离小麦收获还

有一个多月时间，其间还

要经历病虫害、干热风、

“烂场雨”等多个关口的考

验。夏粮一天不到手，管

理一天不能松。

即日起，本报开设“记

者带你看麦田”栏目，结合

小麦生长不同阶段，采用

“专家访谈+记者探访”形

式进行报道，展现我省各地

各部门切实扛稳粮食安全

重任的举措和成效。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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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晓波

4 月 15日，郏县龙山街道小麦种
植万亩示范田里，10架无人植保机低
空掠过，雾化后的药物均匀地洒在绿
油油的麦田上。这是当地政府通过购
买社会化服务的方式，对小麦赤霉病
进行统防统治。

当前正值小麦抽穗扬花期，也是
赤霉病防治的关键时期。“赤霉病可防
不可治，被称为‘小麦癌症’。赤霉病
防不住，不仅小麦会减产20%至30%，
小麦品质也会大打折扣，如果病原菌
大量侵染，小麦籽粒会产生毒素，直接
食用会威胁人和牲畜生命健康。”省植
保站研究员吕国强说。

今年小麦赤霉病防控形势如何？
多位专家表示，赤霉病在豫南流行风险
高，其他地区也有局部重发的可能。吕
国强分析，从现在到4月底是小麦赤霉
病防治的“窗口期”，我省将有3至 4次
整体或区域性降水过程，小麦赤霉病偏
重流行风险增加，加之赤霉病菌源量达
到病害大流行条件、发育进度与扬花期
高度吻合、现有品种普遍抗性较差，极
易导致大范围发生流行。

赤霉病应该如何防治？首先要明
确重点防控区域。豫南麦区要将小麦
赤霉病作为中后期麦田管理的重中之
重，坚持“见花打药、主动预防”，确保
防在发生流行前；其他地区要“立足预
防、适时用药”，降低赤霉病流行风险。

防治的时机也要把握好。小麦扬
花期是最易侵染赤霉病的时期，也是
病害防治的关键期。豫南麦区在小麦

齐穗后要组织开展全面预防，对弱春
性小麦品种和生育期较早、目前已经
开始抽穗的麦田务必在雨前喷药防治
一遍，如果喷药 6小时后遇雨，要进行
第二次喷药补治；对生育期偏晚的品
种或地块，如果雨前尚未齐穗扬花，可
在雨后立即防治。其他麦区应根据小
麦抽穗扬花时间，及时组织喷防。

小麦赤霉病防治“窗口期”短，通
过购买社会化服务统防统治十分必
要。郏县龙山街道森强农机专业合作
社理事长郭森强介绍，相比传统的人
工防治，植保无人机治虫防病具有喷
洒均匀、药物残留少、雾化效果好、灭
虫速度快的特点，1亩地用时在 1至 2
分钟，是人工作业的 20多倍，一天可
以完成施药作业 500亩。目前，我省
已拨付 1亿元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用于
小麦病虫害统防统治和群防群治。

防控赤霉病的同时，小麦田间管
理也不能放松。日前，省农业技术推
广总站制定了《2022年全省小麦后期
管理技术指导意见》，指出各类麦田应
在抽穗至灌浆期，结合病虫害防治，科
学喷施叶面肥和生长调节剂，及时补
充营养，促进籽粒灌浆，减轻干热风危
害。对晚播麦田，由于生育时期相应
推迟，后期遭遇干热风危害的风险加
大，力争喷施磷酸二氢钾等叶面肥 2
次，防早衰防干热风，增加粒重；对优
质强筋小麦，后期适量喷施氮肥，提高
品质。

当前，全省小麦群体充足、底墒适
宜，跨过病虫害防控这一关，距离丰收
又近了一步。③6

小麦进入抽穗扬花期

赤霉病防治“窗口期”要抓住

44月月 1717日日，，柘城县起台镇史老家村村民利用节水式自柘城县起台镇史老家村村民利用节水式自
动喷灌系统为小麦浇动喷灌系统为小麦浇水抗旱水抗旱。。⑨⑨66 张子斌张子斌 摄摄

记者带你看

本报讯（记者 孟向东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曾
倩）“小麦赤霉最可怕，半截死穗就是它；要是防治不
及时，四个穗子死掉仨。”4月19日，在南阳市宛城区
红泥湾镇小陈庄村的一块麦田里，全国农技推广技
术指导员、红泥湾区域站站长马振给记者讲了这样
一段顺口溜。他和他的服务团队正在进行防治病虫
害的作业。

“一台机器一天喷洒1500亩不是问题，像我们村
5600亩麦地，我负责配合工作人员划定好航线区域，
两天即可喷洒完。”小陈庄村党支部书记李广峰说，

“而且这些活都是政府出资，不让村民出一分钱。”
为了防治小麦病虫害，红泥湾镇组建了“飞防

队”16个，投入植保无人机 70余台，发放杀菌、杀虫
剂30余吨，发动群众3000余人参与到统防统治、群
防群治之中。

今年，小麦生产大市南阳麦播面积 1093.8 万
亩。为进一步做好麦田管理工作，连日来，南阳市合
理调配农用防治设备，指导农民科学防治，确保夏粮
丰产丰收。

南阳市农业农村局二级调研员李玉生介绍，南
阳在全市实行小麦条锈病首次发现奖励制度，坚持
严格落实小麦条锈病“带药侦查、发现一点、控制一
片，发现一片、控制全田”的防治策略，以及对赤霉病

“主动出击、见花打药、防在前头”的防治策略，迅速
在全市掀起了“一喷三防”高潮。

目前，南阳市组织了1300余名技术人员到田间
地头开展“千人包千村”活动，加强对防控工作的技
术培训、技术指导。同时，还引进第三方远程监控系
统，对无人机作业实行实时监控，确保防治效果。

此外，南阳市县两级农业农村部门还成立了 70
支应急防治小分队、7个专家组、17个督导组，市包
县、县包乡、乡包村、村包组、组包户，建立责任制，确
保打赢小麦病虫害防控攻坚战，力争夏粮再获丰收。

“如果后面这一个半月不出现极端天气，我们镇
小麦平均亩产 1200斤很有把握。”红泥湾镇纪委书
记龚义栓说。③6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
梦珂）4月 19日，记者走进商丘市睢阳区闫集镇兴立
家庭农场，看到一望无际的麦田里，两架无人机正在
开展病虫害飞防作业。

“刚才专家看过了，我这一百多亩麦田没啥问
题，打完这个除虫药，正常管理就行。”兴立家庭农场
负责人袁兴立笑着说，他流转了 130亩土地种植小
麦，虽然今年的小麦种植比较晚，但苗情很好，丰收
在望。

“咱们还是得精心管理，不可大意。小麦中后期
生产仍面临病虫害挑战，特别是小麦条锈病、赤霉病，
条锈病要早发现早防治、打点保面，赤霉病要主动预
防、见花打药。”现场，商丘市植保站站长肖涛叮嘱道。

商丘是国家粮食生产核心功能区，今年小麦种
植面积 936 万亩。由于前期麦苗促弱转壮成效较
好，目前小麦苗情整体接近常年水平。全市小麦已
陆续进入抽穗扬花期，既是麦田管理的重要时期，也
是重大病虫害高发期。为加强麦田管理，商丘市印
发了《商丘市2022年小麦中后期病虫草害防治技术
指导意见》等文件，同时成立夏粮生产专家技术指导
组、小麦“两病一寒”防控专家技术指导组，分包各县
（市、区）开展技术指导服务。

“从去年 12月以来，我们组织植保、种子、土肥
等农技人员，采取逐级包县、包乡、包村的方式，系统
开展大规模田间踏查，确保监测防控‘县不漏乡、乡
不漏村、村不漏田’，做到‘每村一位明白人，每乡一
名指导专家’，带动广大农民参与病害调查，及时、准
确、全面澄清各类病虫害发生地点、分布范围、危害
程度，明确防控重点区域。同时，加强对小麦病虫害
发生趋势的分析和科学研判，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实
行小麦‘两病’防控进度日报告、零报告制度以及小
麦条锈病首发奖励制度，全力做好小麦田间管理和
重大病虫害防控工作。”商丘市农业农村局种植业科
科长王长京说，截至目前，全市小麦病虫害发生面积
1182.5万亩次，已防治 1433万亩次，大田病虫害得
到基本控制。③6

本报讯（记者 王平）“这次喷洒的药液里有9种
药，有预防虫害的，有防治叶枯病的……”4月19日，
在许昌市建安区陈曹乡万庄村的子荣农机专业合作
社，负责人万子荣正在为自己承包的1200亩小麦调
配“营养餐”。

“小麦返青时，区里的技术人员就来田里防虫
了，还给我们发了防条锈病、赤霉病的资料。”万子荣
说，按照技术要求一步步做好防范，他心里并不慌。

“走，现在去地里。”万子荣开车带着记者来到田间
地头，同时“乘车”的还有一架大疆730植保无人机。

操作员万航兵熟练地操纵着遥控器，植保无人机
伴随着旋翼发出的嗡嗡声起飞，在麦田上空来回穿梭，
喷洒药剂。“快得很，一天可以喷洒1300多亩。”万航兵
说，和人工防治相比，无人机的工作效率要高得多。

子荣农机专业合作社是建安区最大的农机专业
合作社，现有各类农业机械120多台（套），年作业服
务农户1.2万多户，还参与了建安区政府组织的小麦

“一喷三防”作业任务。
“陈曹乡小麦种植面积共计 8.4万亩，目前正处

于抽穗扬花期，这是小麦生长的旺盛期，也是产量形
成的关键期，是决定亩穗数、穗粒数并为粒重打基础
的重要时期。”陈曹乡乡长郭晓珂说，现在已经到了
多种病虫害发生的高峰期，区里的农技人员分片包
干开展防治病虫害技术指导，乡里也及时向群众发
放《麦田管理意见》《小麦赤霉病发生和防治》等相关
知识手册，全面推广“一喷三防”技术，为小麦丰产增
收打下坚实基础。③9

本报讯（记者 胡巨成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
宏冰 通讯员 邱彦文 杨猛）清明过后，天气晴好。
信阳小麦陆续进入抽穗扬花期，此时也正是防治小
麦条锈病、赤霉病等常见病虫害的关键期。

4月19日，淮滨县栏杆街道辖区的麦田里，由淮
滨县农业农村局组织的十余架植保无人机先后升
空，开始喷洒包括杀菌剂、杀虫剂和叶面肥在内的混
合药剂。

淮滨县被誉为“中国弱筋小麦第一县”，全县种
植小麦84万余亩，其中弱筋小麦达75万亩。

入春以来，县农业农村部门及时组织全县农业技
术人员，对不同生态类型区的小麦苗情进行调查，结
果显示，目前小麦长势良好，一二类苗有75.2万亩。

在摸清底数的基础上，按照“统防统治”原则，淮
滨县投入 1000万元采购杀菌剂、杀虫剂和叶面肥，
组织全县500架植保无人机，于4月10日开始“一喷
三防”工作，全面加强小麦中后期管理。

“通过‘一喷三防’，一亩地可以增产 10%到
15%，增收小麦 100斤左右。”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
艺师王振旭介绍，4月 10日至 20日第一遍“一喷三
防”过后，4 月 20 日至 25 日再组织一次“群防群
治”。五一过后，还要针对不同田块的病害和虫害发
生程度，有针对性地再进行一次“挑治”，通过三次

“一喷三防”，全县小麦质量和产量都会有所提高。
“政府派出专业飞防团队，帮我家小麦防虫治

病，为我解决了大问题，节约不少种植成本呢。”淮滨
县种粮大户周涛高兴地说。③9

本报讯（记者 逯彦萃）当前正值
小麦抽穗扬花期，为了让更多种粮大
户享受到高品质的农田基础设施，日
前，省发展改革委共转发下达了中央
预算内投资 8.13亿元。据了解，该笔
资金属于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专项（高
标准农田建设项目）2022年中央预算
内投资计划，用于提高我省农业综合
生产能力，重点支持 6市县开展 76万
亩高标准农田建设。

为了保障农业丰收，我省在农业
产业补短板上下功夫。就在下达藏粮
于地藏粮于技专项投资的同时，省发
展改革委还转发下达了农村产业融合
发展示范园建设 2022 年中央预算内

投资计划。本次共下达中央预算内投
资 6000万元，重点支持 3个国家级脱
贫县开展示范园冷链物流、仓储保鲜、
农产品加工基地等基础设施建设，加
快补齐制约产业融合发展的突出短板
和薄弱环节。

为了让有限的资金用到“刀刃
上”，下一步，省发展改革委将加强对6
市县开展 76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进
行监管，按月调度项目开工、投资完
成、工程进度等情况，确保项目按期建
成投用，及时发挥中央预算内投资效
益。同时，将督促指导 3个脱贫县抓
紧推进项目建设，确保年度投资计划
如期完成、项目尽快落地见效。③6

超8亿元专项资金支持丰产丰收

□本报记者 刘晓阳

4 月 20 日 10 时 24 分，“谷雨”到
来。作为春天最后一个节气，谷雨时
节意味着暮春将尽，初夏即至。“谷雨
春光晓，山川黛色青”，此时，降水日
增，秧苗初插，作物新种，春茶采摘，万
物生长。

“谷雨”，寓意“雨生百谷”，是代表
降水状况的节气，也是农耕文化在节
令上的反映。《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
记载：“三月中，自雨水后，土膏脉动，
今又雨其谷于水也……盖谷以此时播
种，自上而下也。”这是播种移苗、埯瓜

点豆的最佳时节，因为雨水增多，有利
于谷类作物的生长。同时，谷雨时节
也是冬小麦的抽穗扬花期，需要充沛
的雨水来促进发育生长。

除此之外，物候转换还带来美妙
景致：一候萍始生，翠绿的浮萍开始在
水中生长；二候鸣鸠拂其羽，布谷声
声，提醒人们抓紧春播；三候戴胜降于
桑，羽翼瑰丽的戴胜鸟飞落桑林，喜迎
蚕宝宝的诞生。

自汉代以来，就流传着“清明祭黄
帝，谷雨祭仓颉”的民间传统。据《淮
南子》记载：“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
粟，鬼夜哭。”相传黄帝的史官仓颉，仰
观天象，俯察万物，根据鸟兽足迹创造
了象形文字，仓颉造字成功后，人间下
了一场谷子雨。2010年 10月，联合国
新闻部为了纪念仓颉造字的贡献，将
每年的谷雨设立为

“联合国中文日”。
“清明断雪，谷

雨断霜”，谷雨节气
的到来标志着寒潮
天气基本结束，气
温开始回升。③9

雨生百谷夏将至

扫码看更多

一候萍始生

二候鸣鸠拂其羽

三候戴胜降于桑

谷雨有三候

千人包千村 防控无死角 专家到田间 支招防虫害

调配“营养餐”用上无人机 专业“飞防”队 解决病虫害

南阳 商丘

许昌 淮滨

4月18日，飞机在商水县郝岗镇西黄村麦田进行病虫害统防统治。⑨6 吕耀光 张麒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