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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科院专家张晓伟告诉你——

无公害、绿色、有机，到底咋回事？

热点
□本报记者 中原三农网记者

林常艳

深入基层，与采访对象面对

面，掌握第一手资料。鲜活、生动、

独家！这是我们不变的追求！

可以是一问一答的访谈文章，

也可以是访谈、走访类的调查及报

道，还可以是有观点、有见解的署

名文章和精彩有见地的评论。新

闻人物、热点问题都是我们关注的

重点。关注我们的报道，参与我们

的报道！办好《面对面》，让我们一

起努力！

记住我们的联系方式：

电话：0371-65795763

信箱：ncbzbs@sina.com

欢迎提供新闻线索，欢迎赐

稿。

致读者

标准：
三标准不尽相同，要求越来越严格

张晓伟告诉记者，无公害、绿色、有机是

三个不同的标准，他们主要是针对果蔬生产

过程而言，而且这三个标准是逐渐提高、逐

步严格的。

无公害的标准允许按照要求，少量使用

低毒高效的化学品，这些化学品不会对人体

造成危害。绿色的标准比无公害更严格，指

除极个别特殊情况（比如播种期、育苗期使

用一些降解很快无环境污染的化学品）之

外，不得使用化学制品。有机的标准则更

高，要求完全不使用任何包括化肥在内的化

学制品，当然更不能采用转基因等。

张晓伟说，由于有机要求特别严格，所

以现在做到有机的不多，只有一些有大量资

金投入的大园区，多种措施结合使用，才能

真正达到这一标准。一般来说，能做到“无

公害”标准的果蔬，群众就可放心食用。

区别：
营养区别不大，口感大不相同

记者问，省内某无公害蔬菜商宣称他们

的菠菜含铁量是普通菠菜的十几倍，区别是

否真的那么大？张晓伟说，一种蔬菜的不同

品种的营养含量可能会有很大区别，但同一

品种采取普通方法种植和高标准方法种植，

其营养成分不会有明显区别，某些商家的某

些宣传需谨慎对待。

张晓伟告诉记者，果蔬营养成分化验结

果表明，有机果蔬和普通果蔬在营养价值上无

本质区别。虽然我国肥料、农药的使用量很

大，有些是过量施用，导致土壤板结、酸化、碱

化等问题，造成了品质的下降，但一直以来多

次的化验结果都表明其营养成分无明显差异。

值得一提的是，最高标准的有机果蔬和

普通果蔬口感区别非常大。张晓伟说，口感

主要取决于纤维素、氨基酸、微量元素、糖酸

比和干物质含量等，这些是常规方法化验不

出来的。

“有机蔬菜口感最好，能吃出原本的味

道。”张晓伟笑言。

安全：
有机食品最安全，价格也最高

由于生产过程的严格控制，特别是在有

机的标准要求下，完全不用化学品，不仅杜

绝了“带毒”产品的出现，而且保持了果蔬原

有的性质、口感，所以生产成本大大提高，价

格也相应较高。一般情况下，同一种蔬菜，

用有机标准种植的，价格会是普通的好几

倍。

以我省著名的君源有机蔬菜为例，该公

司按照欧盟的有机蔬菜标准种植，而且实现

了互联网的全程监控，用户可以随时通过互

联网监控整个生产过程，这种“透明”的制度

保证了生产过程的规范性，也保证了产品的

品质。

张晓伟说，食品安全是个大事，规模

化生产是大势所趋，按照高标准、规模化

生产并建立起质量追溯体系，才能让我们

的餐桌更安全，保证我们的果蔬口味更加

纯正。

鲜花盛开的孟沟

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却敢在

荒山上开辟桃园，投资百万元合伙

种植水蜜桃！“钻石王老五”王五军

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日前，记

者带着疑问来到了位于襄城县紫云

镇孟沟村的襄城县王老五种植有限

公司。

四月的孟沟村，桃花、杏花争

奇斗艳，花香沁人心脾；蜜蜂时而

钻进花蕊，时而飞上花枝；开满黄

花的油菜与绿油油的麦苗，黄绿相

间。从远处赏看，孟沟就像一幅色

彩绚丽的油彩画。在王老五种植

有限公司院内，有几个工人正在为

桃树春剪，还有几个工人正在桃树

下除草、松土、施肥。那边桃树下，

远道而来的平顶山、郑州游客正在

赏花游玩。

不用化肥不打农药

看到记者，正在忙碌的王五军放

下手中的活儿，上前招呼。“俺们种植

园里的桃树不用化肥，不施农药，结

出来的果实个儿大、颜色自然、清脆

甘甜，一到成熟期，郑州、平顶山等地

的采购商扎堆来拉，很抢手的……”

王五军向记者介绍。

在院内，记者看到，施肥工人

林宪锋刚从雏鹰集团生猪养殖场

拉回一车有机肥。院内空闲处挖

了一个大坑，用塑料布垫底，这车

肥料很快倒进坑里，再用水按照比

例进行稀释勾兑，之后会分阶段给

桃树施用。

在公司院内，路边竖立着一排排

路灯，路灯下挂着诱虫灯。“咱们的桃

树不用打农药，有虫子的时候，晚上

就打开诱虫灯，杀灭害虫，确保水果

质量……”看到记者面带疑惑，林宪

锋向记者解释。

王五军告诉记者，他们公司占地

318亩，投资100余万元，聘用技术工

人15名，水果成熟期时，会雇用周边

村民60余人进行采摘。

“在报纸上，俺看到习总书记讲

过，青山绿水也是金山银山！这几

年，俺们县里、镇上对生态建设都很

重视，镇领导也多次来种植园指

导。今后，俺要抓住党的惠民好政

策，让荒山披绿，让周边群众的钱袋

子也鼓起来……”面对未来，王五军

信心十足。

先修沼气池再建养猪场

养猪场场长张孟申介绍说：“只

有规模化的养猪场，才不会对周边环

境造成污染。但规模化养猪场的建

设要求高，投资也相对大些。当初，

我们按要求，先修沼气池，再建养猪

场。”

2009年7月，张孟申和其他几个

股东一道，在舞钢市枣林镇铁炉王村

创建了这个规模化养猪场。

猪舍内，一头头膘肥体壮的商品

猪正在酣睡。“养猪场严格实行规模

化系列管理，从母猪选育、配种到幼

崽繁育、疫病防治，都有严格的管理

办法。”张孟申说，“现在场内共有母

猪600多头，商品猪4300多头，年出

栏1万余头。”

在猪场西南角的沼气池旁，张孟

申介绍说，从猪场冲洗下来的猪粪

便、污水，经过动物粪便处理器，分离

成液体和固体两种，液体进入沼气

池，发酵生成沼气，固体则成了优质

的有机肥。从沼气池流出的沼液，是

蔬菜和小麦、玉米等农作物顶好的有

机肥，通过管道输送到附近的农田，

可为周边群众的1000余亩蔬菜和农

作物进行施肥。

过去烧柴草如今用沼气

肥料施到地里，沼气怎么处理？

张孟申说，沼气无偿供应附近230多

农户使用。起先用惯柴草的群众不

太愿意使用，经过一段时间的试用，

大家纷纷叫好，许多未使用的村民也

争着安装。

“这沼气真是好，洁净、安全，还

省钱，用了几年，没花一分钱，当初连

灶都是张场长送来的。”在铁炉王村，

正忙着准备做午饭的张春玲指着灶

台上升腾的幽蓝火焰，笑着对记者

说。

枣林镇纪检委书记井香菊给记

者算了一笔账，按一户村民一年大约

需要700元的煤球钱，230多户一年

就是16万多元。“对于农户来说，这可

不是一个小数目！”

决不放弃

小时候，张付田家十分贫困，兄弟姊妹

也多。1987年，他经人介绍，男到女家落

户，和汝南县三桥乡的农家女子张得运喜结

连理。婚后，他和妻子夫唱妇随，恩恩爱爱，

把几亩责任田打理得利利落落，把家里收拾

得井井有条。

1991年，84岁的岳父和72岁的岳母相

继病逝。1995年，突如其来的急性心肌炎

无情地夺走了妻子的生命。当时，大儿子八

岁，小儿子两岁。厄运并没有就此过去，

2000年，当时正在上小学5年级的大儿子

突然难以站立、无法行走。他把两个儿子都

送到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做了检查，两个

孩子都被诊断为“进行性肌无力”。

妻子去世后，两个儿子一直是张付田生

活的希望，如今两个儿子身患绝症，张付田

真的不知道该如何继续今后的生活。但作

为父亲，他当时脑子里只有一个信念，那就

是绝不放弃孩子来之不易的生命。

创造奇迹

破旧的房子里，一张木床，张付田和两

个儿子挤在一起睡，大儿子睡这头，小儿子

睡那头。晚上，他一会儿抱着大儿子小便，

一会儿又要搂着小儿子小便。儿子生病后，

张付田从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

2006年，父母陆续去世，老家撇下了一

个40岁出头的哑巴弟弟无人照料。作为兄

弟几个中的大哥，张付田再次选择了承担。

他带着两个瘫痪在床的儿子从汝南县的岳

母家又回到了平舆老家，和哑巴弟弟一起生

活。哑巴弟弟脾气暴躁，有时表达想法时哥

哥不能理解，就会大发脾气，甚至把哥哥暴

打一顿。虽然感到非常委屈，但张付田却始

终对弟弟不离不弃，照顾有加。

当年医生对张付田说，患有进行性肌无

力的孩子最多能活到19岁。张付田一直不

相信医生说的这句话，只是默默地照顾好两

个儿子。但2011年，小儿子真的如医生断

言的那样在19岁时离开了他。多年的辛苦

付出还是没能留住儿子的生命，张付田心痛

地自责不已。医生安慰张付田说：“你不要

自责，你已经创造了生命的奇迹，因为你的

大儿子已经26岁了。”

磨难催生大爱

磨难催生大爱。一次次的苦难和考验，

使张付田变得更加坚强，更加懂得爱的意

义。虽然贫穷，他却总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

力帮助更多人克服苦难、渡过难关。

2000年，儿子治病花光了家里所有的

积蓄，就在这个时候，张付田通过电视看到

驻马店市连降暴雨，西平县、上蔡县、平舆县

等地遭受了涝灾。灾区群众有的房子被冲

垮，吃饭饮水都很困难。第二天一大早，他

背着孩子，牵着家里唯一值钱的两头小猪来

到集市上，将卖猪的300元钱通过邮局汇到

河南电视台救灾热线。2008年，汶川地震

的消息令全国人民牵挂，张付田第一时间骑

车到集市上，将身上仅有的126元钱中的

100元寄给了灾区。

张付田有木匠手艺，全村谁家只要有用

得上他的时候，说一声他就会带着工具前往

做活。他认为这都是给乡里乡亲帮忙的事，

从不收钱。

老王岗乡兴旺店村赵埠口自然村有位60

多岁的盲人叫赵魁，儿子在外地上学，妻子常

年在外打工。张付田主动承担起了照顾赵魁

生活的任务，隔三差五就去赵魁家，帮其换面、

拉柴火，给庄稼打药除草。村民说，经常会看

到张付田骑车带着赵魁去集镇上赶集购物。

很多人对张付田在这么困难的家庭条

件下仍多年坚持助人表示敬佩，但同时也感

到不解。张付田的回答非常朴实：“因为我

遇到过很多困难，所以我才能更加体会到别

人的难处。每一次我都是感同身受地去尽

力帮助有困难的人，使他们能够坚强地面对

生活。”

平舆农民
张付田 因为磨难才更懂得爱

4月 8日，郑州市惠济一中举行

了九年级中招体育模拟考试。此次

测试帮助学生更加直观地了解了考

试程序，也为教师们今后的体育运

动处方教学提供了科学依据，为下

一阶段的中招体育备考指明了方

向。

（王斌）

无公害蔬菜、绿色食品、有机水果，近些年，这些词语逐渐进入人们的视线并越来越“热”。那么，到底什么是无公害蔬菜？
什么是绿色食品？什么是有机水果？他们真有商家宣传的那么“神奇”吗？为了搞清这个问题，记者请来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园
艺研究所副所长张晓伟研究员，让他来给大家说一说。

张付田，今年52岁，是平
舆县老王岗乡兴旺店村白辛庄
的一位普通农民。在经历了人
生一次又一次的磨难后，张付
田萌发大爱之心，从小事做起，
助人为乐，帮助了一个又一个
需要帮助的人。

舞钢张孟申

养猪规模化 沼气送乡亲

在舞钢市绿色田野里的一座养猪场，一排排挂着
分娩舍、育肥舍、饲料加工厂等名称的标准化建筑物整
齐有序；简陋的办公室墙上，各类醒目的规模化养猪制
度一应俱全。养猪场收拾得干干净净，没有任何刺鼻
的臭味，空地上栽着桂花、月季等花草树木，空气清新
怡人。这是记者4月 7日在舞钢市凤帆养猪场看到
的。

□本报记者 中原三农网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张俊超刘海军

襄城王五军

千亩荒山 生态种桃

在襄城县紫云镇，人称“钻石王老五”的襄城县王老
五种植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五军，那可是家喻户晓的名
人。王五军在家排行老五，他虽然没有什么显赫的家庭
背景，也没有亿万身家，却是拥有近千亩荒山的“桃花岛
岛主”，周边县市不少水果超市里的有机水蜜桃就是他供
的货。

□本报记者 中原三农网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郑志磊

惠济一中
举行中招体育模拟考试

4月 13日至15日，郑州市郑东

新区龙子湖街道办事处为辖区包括

流动人口在内的育龄妇女进行免费

健康体检，内容包括体格检查、血常

规、妇科检查以及乳腺普查等多个项

目，同时为参检人员建立了育龄妇女

健康体检表。

（冯捷）

龙子湖街道办事处
免费为辖区育龄妇女体检

福彩之声
扶老 助残 济困 救孤

客服电话：9618958 www.henanfucai.com

福彩“双色球”走进灵宝市
豫灵镇农家婚礼

4月10日，灵宝市豫灵镇下屯村的郭先生和李女士挽手步
入婚姻殿堂，为了和亲友、乡亲们一起分享二人的幸福与快乐，
新郎郭先生精心为他们准备一份特殊的礼物——一张福彩“双
色球”彩票。

在灵宝市豫灵镇农家婚礼上，一直有主家向来客们回赠
“红手绢”的习俗。郭先生是福彩的忠实彩民，平时喜欢投注“双
色球”彩票，在筹备自己婚礼时，他有个想法——就是向前来道

贺的亲友、乡亲们回赠一张“双色球”彩票，替代回赠“红手绢”的
习俗。他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父母和亲戚，长辈们觉得这个想
法很新鲜、很特别，表示同意。于是，郭先生就去了自己经常购
买彩票的福彩41620264号投注站，向业主郝先生说明了自己
的想法，并希望郝先生能给每张彩票配一个彩票保管袋，这样
会显得这份礼物更加精美。郝先生向市福彩中心工作人员汇
报了这件事，工作人员同意为该站配发500个精美彩票保管袋，
搭农家婚礼之桥进一步扩大福彩利票宣传。

4月10日早上7点多，郭先生就派朋友到投注站购买了
300多张第2015041期的“双色球”彩票，并将每张彩票装进彩
票保管袋内。当天前来道喜的亲友、乡亲们每人都收到了一张
福彩“双色球”彩票，而不是“红手绢”。大家喜出望外，就连不了
解彩票的老大爷们听说手中的彩票也许能中500万元大奖时，
更是乐得合不拢嘴。

婚礼现场的气氛热烈、和谐、欢快，处处洋溢着幸福的笑
声。大家认为婚礼上送彩票很新颖、很时尚，于是有几位大妈
就说：“等咱儿结婚，咱也送彩票，哈哈……”

（三门峡市福彩中心海峰）

双色球15043期广西中10注大奖 奖池4.37亿元
4月16日晚，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第2015043期开

奖。当期双色球头奖开出11注，单注奖金为654万多元。当期
二等奖开出66注，单注金额32万多元。计奖后，奖池金额为
4.37亿元。

双色球第2015043期红球号码为11、12、15、24、26、27，大
小比为3∶3，三区比为1∶2∶3,奇偶比为3∶3。当期红球开出两
组连号11、12与26、27，一枚跳号11；蓝球则开出一枚今年还未
开出的冷号15，蓝球还剩02今年未曾开出，当期末等奖开出

973万多注。
双色球第2015043期双色球全国销量为3.3亿元。当期头

奖开出11注，单注金额为654万多元，其中，广西省揽10注。
二等奖开出66注，单注金额32万多元，其中，广东彩民揽8注，
成为当期中出二等奖注数最多的地区。计奖后，双色球奖池为
4.3亿元。下期双色球游戏将根据“55%∶20%∶25%”的比例进
行派奖，彩民朋友将有机会2元中得1000万元。

（河南福彩 曹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