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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读往来冬春多冻害 果树早预防

经验交流

核心

冻害症状
并非一目了然
枝条冻害。生长较晚、发

育不成熟的嫩枝，因组织不充
实，保护性组织不发达，最易
遭受冻害而干枯死亡。有些
枝条外观看没有变化，但发芽
晚，叶片瘦小或畸形，剖开木
质部色泽变褐，而后形成黑
心，这也是冻害。

枝杈、颈干冻害。受冻枝
杈皮层下陷或开裂，内部变褐
死亡，严重时造成大枝死亡。
颈干受冻，皮层变黑死亡，轻
则局部发生，重则形成黑环包
围干周，造成全树死亡。

根系冻害。根系生长在
地下，冻害不易被发现，但对
地上部的影响非常显著。表
现在春季萌芽晚或不整齐，或
在放叶后又出现干缩等现
象。刨出根系，可以发现外部
皮层变褐，皮层与木质部分
离，甚至脱落。

花芽冻害。花芽冻害多
出现在早春，因花芽解除休眠
早，当气温上升开始萌动，而
又出现霜冻时，就会发生冻

害，表现为花芽内部变褐，花
器发育迟缓或出现畸形，影响
授粉和结果，严重时花芽死亡
干缩。

花朵(蕾)冻害。如果花
期遇到0℃以下的低温，就会
造成冻害。首先是雌蕊变褐、
变黑、干枯，其次是雄蕊，最
后是花瓣。只要雌蕊受冻，就
不能授粉结果。

及早预防
采取综合措施
选择抗寒砧木。选择抗

寒性强的砧木树苗，或利用抗
寒性强的基砧坐地苗建园。
如苹果砧木中的山定子就比
海棠抗寒性强。

加强栽培管理。雨水多
时注意及时排水，施肥以有机
肥为主，增施磷钾肥，控制氮
肥的用量(尤其是果树生长的
中后期，要少施或不施)，促使
果树提前结束生长，适时进入
休眠期。

冬春灌水。在冬季土壤
封冻前浇足浇透封冻水，早春
果树萌芽前浇水，既防干旱，
又可以降低地温，延迟果树萌

芽、开花，达到预防花期冻害
的目的。

合理修剪。冬季要注意
剪除发育不成熟的枝条，疏除
大枝时，可在剪锯口处涂抹保
护剂，防止剪口因气温过低而
受冻害。

幼树防寒。新栽幼树最
好进行埋土防寒，不能弯倒
的，应在根部周围堆砌圆锥形
土堆，高约30厘米并踏实，以
防透风，上面再覆盖一层干细
土，以防水分蒸发。不能弯倒
埋土的，也可在距离树干50
厘米左右的西北方向培筑高
60～70厘米长与宽幅相当的
半月牙形土埂作屏障，改变树
体周围小气候，提高土温，缩
短土壤冻结期，使果树根系及
时吸收土壤中的水分，减轻或
防止抽条。

包扎稻草。入冬前，用稻
草或草绳缠树干或主枝，既能
防止寒风侵袭，又能减少树干
水分流失。春季萌芽后解除
绑缚物进行烧毁或深埋，以消
灭其中越冬病虫害。

树干涂白。果树落叶后，
将果树树干和主枝均匀涂白，

使树体温度变化稳定，不会有
冻冻融融的情况，既防冻、防
日灼，又能杀死隐藏在树干中
的病菌、虫卵和成虫。涂白液
的配制比例是：生石灰 100
份、硫磺粉10份、食盐10份、
植物油1份、清水200份(以重
量计)，混合均匀即可。

果园熏烟。冬季冷空气
容易聚集的地势低洼果园，该
法效果尤好。其做法是，低温
寒潮来临前的傍晚，以碎柴、
碎杂草、锯末、糠壳、废煤油
等为燃料，气温下降到果树受
冻的临界温度时点燃，并控制
浓烟，使烟雾覆盖在果园内的
空间，一般每亩果树可设4～
5个着火点，每堆用料15～20
公斤，并将其设在上风口。

花前喷盐水。花芽萌动
前树体均匀喷施 1%的生理
盐水，可以有效提高树体自身
的抗冻能力，预防花期霜冻。

喷施生长调节剂。萌芽
前全树喷施萘乙酸甲盐(浓度
250～500 毫克/公斤)溶液，
可抑制芽的萌动，延迟花期
3～5天。(宋素智 柴全喜)

答：红薯腐烂的原因不外乎
有三种，一是有外伤，二是种植后
期雨多或入库时遭雨淋，三是有
病菌感染。针对以上三种因素，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防治：
贮藏前期，即入窖后30天内，这
段时间的主要工作是通风、保
温和散湿，温度控制在15℃以
下，湿度控制在90%～95%，利
用通风孔、门窗或排风扇，加强
通风。如果白天温度高，可以
采取晚上打开、白天关闭窖门的
方法，以后随着温度的逐渐下
降，通风孔可以日开夜闭，待窖

温稳定在15℃以下时可不再通
风。贮藏中期，即前期过后到立
春的这段时间，窖温降低，是薯
块最容易受冷害的时期，保温防
寒是工作重点，使窖温不低于
10℃ ，最 好 控 制 在 12℃ ～
14℃。封闭通风孔或门窗，加厚
窖外保温层，薯堆上覆盖草垫或
软草。贮藏后期，即开春以后（3
月份）外界气温逐渐升高，要经
常检查窖温，保持在 10℃～
14℃，中午温度过高要及时放
风，傍晚及时关闭风口，使窖温
保持在适宜范围之内。

12月9日，夏邑县新型职业农民农机生产服务培训班开班，传授
农业机械化新技术和新机具的技术要领、法律法规和安全操作常
识。该县本着直惠农户的原则，采取集中办班与现场实训相结合，不仅
免除人员培训的各种费用，还提供伙食和每人每天40元补助。目前，已
培训新型职业农民100名，收到了良好的培训效果。郭辉 程杰 摄

12 月 9 日，商丘市梁园
区水池铺乡刘庄村女青年李
敏在温棚里采摘蘑菇。今
冬，该乡发展蘑菇大棚100余
座，累计50多万袋。眼下，正
是蘑菇上市时节，该村蘑菇
棚内，一簇簇鲜嫩的蘑菇长
势喜人。李敏一边摘着鲜嫩
的香菇，一边高兴地说：“今
年的蘑菇长势喜人，经销商
每天排队来村里收购，俺家4
座蘑菇棚已经收入 6 万多
元。”据了解，由于该乡所产
的小蘑菇肉厚、耐储、耐运，
深受客商青睐，产品远销北
京、天津等地。 史素霞 摄

首先，注意天气。摘叶、
落蔓会造成较多伤口，在阴
雨天为黄瓜秧摘叶、落蔓可
能引起更多危害。一是阴雨
天通风少，棚室内空气湿度
大，摘叶、落蔓造成的伤口会
流出大量汁液，造成植株营养
的流失。阴雨天光照弱，植株
体内营养储备不足，若伤口造
成较多的营养流失，会影响黄
瓜正常生长，使植株抗病力减
弱。二是伤口流出的汁液为
病原菌的生存和侵染提供了
机会，可加重病害的发生。因
此，进行黄瓜秧摘叶、落蔓，
最好选择晴天的上午。

其 次 ，落 蔓 前 注 意 摘
叶。在蔬菜种植区，有的菜

农落蔓时不摘老叶，主要是
嫌麻烦。但落蔓后的叶片铺
在地面，叶片聚集，见不到阳
光，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必
要。而且，若不及时摘除叶
片，会导致下部空气流通差，
湿度大，再加上连阴天较多，
湿度增加，抗病能力变差，病
原菌极易从老叶处侵染发
病。因此，菜农应在落蔓前
先摘叶。

第三，摘叶注意留柄。
因为黄瓜叶柄中空、质脆，在
疏除老叶时，若将叶柄一起
摘除，很容易造成茎蔓受伤，
若遇到连阴天湿度大时，还
容易使茎蔓伤口周围组织染
病坏死，影响黄瓜正常生

长。倘若在摘叶时留下叶
柄，叶柄会逐渐黄化，与茎蔓
的结合处自然产生离层脱
落。即使伤口周围被侵染，
也可以及早发现，及时用药，
防止对茎秆造成伤害。

第四，摘叶后注意喷药
防病。摘叶后，黄瓜植株伤
口处流出很多营养液，容易
从此处感染细菌性病害，可
在摘叶前后喷施72%硫酸链
霉素 3000 倍液混加 47%加
瑞农600倍液。

第五，无刺小黄瓜摘叶
注意适度。无刺小黄瓜摘叶
与否要视季节而定。冬天气
温低，地温低，光照弱，棚里
要以提高地温、增加光照为

主。而这时棚里小黄瓜经不
断落蔓，铺在地面上的蔓子
就会越来越长，叶子也会增
多，叶片把地面全部覆盖起
来势必会影响到地面接受光
照，地温低，对根系生长无
益。需要摘去一部分叶子，
增加地面的见光度，地面见
光多了，地温自然会升上来，
小黄瓜也会因地温的升高而
毛细根增多，根系越发粗
壮。但如果地温升高以后摘
叶过狠，则会因地面接受的
光照过强而损伤到根系，即
百姓常说的“晒坏了根”、“蒸
了根”。叶靠根长，伤了根就
会出现黄叶，导致早衰，影响
产量。 （张丽）

时值深冬，气温降至0℃以下，一些栽培或管理不当的果园，往往容易受到低温
的侵害，造成果树冻害。果树冻害是北方果区普遍存在的问题，要注意预防。

黄瓜落蔓摘叶巧应对

商丘：

温棚蘑菇
做成大产业

中牟县白沙镇菜农张肖雷问：

番茄卷叶，咋防治？
答：卷叶性病毒病、生理

性卷叶病都会引起番茄卷
叶。番茄卷叶性病毒病的症
状是叶脉间出现黄化，蚜虫携
毒传播、种子带毒均会引起该
病发生，可试用2%菌克毒克
（宁南霉素）200倍液每隔7天
喷一次，连续喷 3～4 次。番
茄生理性卷叶病的主要症状
是叶片中没有其他的变色斑
或扭曲状，发生原因主要与土

壤及管理有关。
防治方法：一是增施有机

肥，改善土壤的保肥保水能力；
二是不论在苗期或成株期，都
要对植株及时灌溉，保持土壤
含水量达55%左右；三是在高
温天气下，早晚宜对植株喷水
雾以降低田间温度，及适当增
加湿度（空气相对湿度一般在
80%左右为宜）；四是在阳光猛
烈时采用遮阳网。

邓州市裴营乡菜农李飞平问：

辣椒落花多，啥原因？
答：温度过高或过低，土壤

过于干旱、缺肥，光照不足，植
株徒长，病虫害等都能引起辣
椒落花、坐果少。在开花结果
期，如果昼温保持在 25℃～
30℃ ，夜 温 宜 降 为 18℃ ～
20℃，则植株花朵能较正常授
粉受精坐果。如果温度过高或
过低，花药不开裂或变态，花朵
难以有效授粉受精而大量落
花。因此，如果在露地种植辣

椒，要注意播种期，令花期不处
于高温及严寒时期。

为避免辣椒落花多、坐果
少，建议在花期每隔10～15天
交替喷洒一次芸苔素内酯并加
入硼砂及磷酸二氢钾，以提高花
粉的活力及柱头的容受能力，提
高有效授粉受精率，也可以于开
花时用30～40毫克/千克对氯
苯氧乙酸喷花，抑制果柄离层的
形成，从而减少落花落果。

郸城县钱店镇农民孙浩兵问：

冬瓜多黄叶，咋防治？
答：可能是线虫为害或枯

萎病为害，拔出一些根来，观察
根系是否变粗、畸形肿大、出现
根瘤。若是，说明是根结线虫
为害。线虫发生初期，用专门
治线虫的阿维颗粒剂兑水灌根
2～3次，或用噻唑磷在瓜苗移
栽时穴施，有一定的防治效果，
并注意水旱轮作。

如果是枯萎病，植株感染
后，在晴天中午叶片会出现缺
水状萎蔫，傍晚、清晨恢复正
常，如此反复几天，叶片逐渐变
黄枯死，植株死得很快，且茎基
部维管束变褐色。枯萎病可防
不可治，只能拔掉病株，改种其
他蔬菜，且要多喷施三唑类、铜
制剂类农药预防。

郏县长桥镇农民张靖华问：

红薯腐烂，怎么办？

夏邑

新型职业农民农机生产服务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