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选用抗性品种
如果土壤有盐渍化现象或偏碱性

时，可选择耐盐性较强的蔬菜，如菠
菜、芹菜、韭菜、茄子等；土壤偏酸性
时，应种植空心菜、芋头、西洋菜等耐
酸性较强的蔬菜，从而尽量减少连作
障碍带来的危害。

二、土壤消毒
利用药剂（噻唑磷防治线虫、恶霉

灵防治土传病害）、高温和淹水等处理
方法，直接杀死或减少土壤病原微生
物和害虫，也是消除蔬菜连作障碍的
有效措施。

三、合理的轮作和间作制度
合理的轮作和间、混、套作制度是

解决连作障碍的最为简单的方法，例
如黄瓜与豆角、玉米与豌豆轮作或间
作，按黄瓜→番茄→豆角→菜花、芹菜
→葱、叶菜类等的顺序种植，既能吸收
土壤中不同的养分，又可减轻土壤传
播病害的发生，提高产量和经济效益。

早春可以在大棚内生长期较长的
番茄、辣椒、茄子等蔬菜的行间套种苋
菜、茼蒿等速生蔬菜，这些速生蔬菜可
以吸盐，浇水时还可洗盐；夏季可以利
用大棚骨架种植丝瓜、冬瓜遮阴，降温

吸盐，既能防止土壤盐渍化，又可增加
大棚内产量、产值。另外，水旱轮作，
不仅可以防止连作障碍，还可增强地
力、减少杂草病虫害，这是由于水田和
旱田中生长的微生物不同。

四、采用嫁接技术及带土移栽
（1）通过嫁接技术，可以改善植株

根系吸收特性，改变内源激素含量，使
植株光合能力加强，提高保护酶活性，
使蔬菜嫁接苗抗病增产。在日本，黄
瓜栽培全部实行嫁接，茄子绝大部分
也进行嫁接，番茄栽培嫁接比例约占
50%以上。

（2）植株移栽时，带“娘家土”能大
大降低重茬病害。 研究表明，“娘家
土”代表着一个复杂的微生物群落，有
分解或降解前茬作物死亡根系及其根
际微生物产生有害物质的能力。只要
作物根系、根系分泌物及根际微生物群
落这个完整的小生态系统不遭到破坏，
不出现失调，就不会产生重茬现象。

五、科学合理施肥
研究表明，土壤中有机质含量愈高，

重茬病害愈少；土壤水分含量愈少，重茬
病害越多。所以，要重施有机肥，加强肥
水管理。 （国泰 嘉美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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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豆角的定植密度要合
理，豆角幼苗在心叶刚展开时是
最好的定植时期。合理的行距
一般小行60厘米，大行80厘米，
架高1.8～2米，架越高行距就应
越大，株距45厘米左右，一般为
双株定植。如果定植密度过大，
会引起豆角植株徒长难坐荚。

其次，昼夜温差要把关。
豆角耐热性强，但不耐冻，适宜

的生长温度为 20℃～25℃。
在豆角开花坐荚期应掌握好白
天温度和夜间温度及昼夜温
差，豆角开花期白天不能超过
30℃，夜间不能超过18℃。所
以，要随气温的提升而延后放
棚时间，豆角开花坐荚期放棚
的标准为棚温达到17℃。

第三是提高光照。大棚种植
的豆角品种虽然对光照时数要求

不严格，但对光照强度要求比较
高，尤其是在开花坐荚期间，如果
光线不足会引起豆角落花落荚。

第四是巧施肥浇水。豆角
整个生长期应该至少浇三水：
定植后进行第一次浇水，一定
要浇透，否则植株参差不齐；当
蔓长到0.6米高的时候浇第二
次水；豆角生产最关键的是浇
豆不浇荚，在豆角的盛花期不

适宜浇水，所以第三水应在初
花期前浇，并结合浇水喷施促
花保果剂，这样更利于豆角开
花坐荚。坐荚后应再浇一次小
水，促进豆角膨大伸长。

豆角不能偏施氮肥，否则
会引起豆角蔓叶徒长而引起开
花坐荚延迟，应增施磷肥，以促
进根瘤的生成，增强其固氮能
力。 （曹雪红）

当前，很多地区种植的
平菇正值出菇期，受天气、
种植技术等因素的影响，黄
菇病发生极其普遍，给菇农
造成了不少的损失。黄菇
病包括细菌性斑点病、细菌
性黄腐病和枝霉菌软腐病
三种，提醒菇农做好病害的
预防。

细菌性斑点病 这种
病害一般在高温高湿季节
发生，但在近几年的平菇生
产中，冬季也时有发生。发
病时在平菇子实体的菌盖
上形成褐黄色的小斑点，初
期为小斑点，后期斑点相连
形成大的病斑，使菇体的商
品价值大大降低。发生的
原因是喷水过大，菇体对水
分的吸收能力有限，停留在
菇盖上的水分短时间内难
以吸收，菇盖的新陈代谢受
到影响，导致细菌入侵，形
成侵染斑点。

细菌性黄腐病 子实体
感病初期为黄色，生长停
止，最后腐烂，病菇散发出
难闻的腥臭味。在高温高
湿条件下容易发生这种病
害，致病原因主要是菇棚内
的菌袋摆放密度过大、菇棚
通气不良。

枝霉菌软腐病 子实体
感染病菌后，在菌柄及菌褶
都长满白色的菌丝，菌柄基

部呈现水渍状软腐。该病与
细菌性病害的区别是，在发
病子实体上有白色的菌丝，
一般不散发出臭味，病菇稍
稍触动即可倒下，呈污黄色。

要想避免黄菇病的发
生，生产中菇农应注意以下
几点：一是控制棚内湿度。
将棚内湿度控制在95%以
内，每次喷水都应注意通风
换气，特别是在冬季，子实
体生长较慢，对水分的吸收
慢，更应该注意喷水方法，
杜绝喷关门水，防止夜间湿
度过大。二是合理堆放菌
棒。菌棒在菇棚内摆放应
该以宽松为主，菌棒与菌棒
之间预留一定的空隙，以便
将出菇过程中产生的大量
生物热散发出去。三是及
时摘除病菇。无论由哪种
病菌引起，病菇一旦在菇棚
中出现，都要及时摘除，并
喷洒霉斑净、保清、万消灵
等药剂防治。

在此提醒，出菇期间，
不管有没有黄菇病发生，最
好每隔6～7天在菇棚内均
匀喷洒一次霉斑净或保清
等溶液，杜绝黄菇病的发
生。在杀菌剂防治的过程
中，配合喷施一定浓度的壮
菇抗病类促长剂如菇盛、菇
宝乐等，效果较好。

（孙庆温）

种一株山楂树，一年能“收
获”几次？

中国山楂之乡——河北省
清河县马屯乡给出了最好答
案：“一产”卖鲜果；“二产”卖果
制品，加工成果脯、果酒、果丹
皮；“三产”卖景色，山楂花开时
节卖门票，实现“1+2+3”三产
融合，撬动起大市场。

由于土地沙荒，农民靠天
吃饭，这里的小麦每亩收成不
足300公斤。从1985年起，村
里开始种植山楂树，从起初的
3000亩发展到后来的1万亩。
由于缺乏技术，老百姓种植的
山楂开始只能作为打浆果，高

产不高效。后来成立了马屯红
果种植专业合作社，社员的山
楂林统一技术管理、统一种植、
统一深加工、统一销售，还为山
楂注册了“只恋”品牌。如今，
个头大、颜色鲜亮、硬度好的马
屯“只恋”山楂每公斤能卖到3
元，是市面上普通山楂价格的
1.5 倍，每亩收入可达 6000
元。每年中秋节前后山楂树开
始挂果，虽说是早果，还未变
红，但1/3却已经被买走。

“单纯卖红果，利润有限。
把山楂做成果脯、果丹皮，价格
却能翻上好几倍。”马屯红果种
植专业合作社董事长高俊英决

定，开展山楂深加工项目，增加
其附加值。2010年，合作社做
起了1200吨山楂片初加工项
目。“切片、烘干的山楂片可做饮
品也能做药材。”高俊英说。 现
在，山楂酒、山楂果脯、果丹皮是
马屯山楂最重要的深加工项
目。尤其是“只恋”山楂酒销往
北京、天津、上海等地，每天销售
2000余瓶，仅深加工一项，每年
给马屯带来的整体收入达70万
元。“下一步，我们要对接一线城
市大型超市，在网上建立商铺，
将山楂酒卖到全国各地。”说到
今后的发展，高俊英信心十足。

每年春季，2万亩盛开的白

色山楂花诗意而梦幻。清河县
按照乡村旅游发展的思路，将
马屯的 7 个村庄进行连片开
发，建起农业园区。2015年，
清河县举办清河·山楂之乡
——首届乡村旅游暨山楂花
节，这片花海瞬间爆红。“我们
将打造一块以婚恋为主题的山
楂林，作为情侣婚纱照拍摄的
外景。”高俊英说，他们还准备
将其中的1000亩山楂林作为
休闲度假示范园，集餐馆、住
宿、景区于一体。在该区内，可
以林下种植樱桃、草莓等，还可
以放养一些香猪、珍珠猪等具
有观赏性的动物。（文静 秀真）

重茬减产多 解决有方案
同一作物在同一地块连续多季

或多年种植，在栽培学上称为“重
茬”。重茬是导致许多农作物生长势
弱、病害加重、产量降低、品质下降的
重要原因。

不同的农作物，抗重茬能力差
异较大。有的农作物较耐重茬，如
小麦、玉米、水稻。但大部分农作
物，尤其是某些经济作物不耐重
茬，如棉花、烟叶、芝麻、西瓜、黄
瓜、草莓、党参等，重茬后减产非常
严重，一般减产幅度都在20%以上，
高者甚至达到50%以上乃至绝收。

致富经

一棵山楂树的三次收获

经验交流

怎么种豆角才能多结豆？

首先是土壤方面的原因。
重茬导致土壤营养失衡。长期种植单一蔬

菜种类，致使作物根系对离子的选择性吸收，片
面消耗某些营养元素，使土壤营养元素呈现生
理性不平衡，一些元素如Fe、Mn、B、Zn不断减
少，造成作物营养平衡失调，导致缺素。

重茬导致土壤有益微生物减少。作物在同
一地块长期生长，某些病原微生物如镰刀菌残
留于土壤或植物残体中大量繁衍，重茬栽培时
由于幼苗抵抗能力弱，极易感病。如根结线虫
在土壤中逐年成倍增加，破坏作物的根系，影响
作物的生长。再如蔬菜的软腐病、疫病，茄科的
青枯病、猝倒病，瓜类的蔓枯病等病原菌菌核、
休眠孢子在土壤中能生存2～6年，一般果菜类
重茬2～3年、根菜3～5年都会出现明显的生
育不良，使作物根部腐烂、纵裂、须根不发达，影
响作物正常生理代谢。

其次是自毒现象。
前茬作物的残留体在腐烂分解过程中，会

产生一些毒素，如有机酸、醛、醇、烃类，对下茬
作物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影响作物自身的生
长。如黄瓜残体腐败后引起黄瓜幼苗的根腐
病，大豆腐败的提取液对大豆种子萌芽及胚根
生长有明显抑制作用。

生产提醒

最近一段时间，茄子、
西红柿等蔬菜烂秆现象比
较严重。而深入探究烂秆
发生的原因，细菌性病害是
最主要的。

笔者仔细观察后发现，
无论是茄子还是西红柿，烂
秆发生之前茎秆上均存在
有烂点，所谓的烂点即茎秆
上有被细菌感染后溃烂的
病灶，其中西红柿上多是摘
叶后存留的叶柄，茄子上一
部分是存留的叶柄，另一部
分是存留的果柄。也就是
说，当前烂秆的发生是由于
茎秆上存在烂点导致的。
而这些烂点均是由细菌侵
染引起的，其特点是湿黏、
有臭味。

为何这些残留的叶柄、
果柄这么容易被细菌侵
染？究其原因，不外乎有两
个：伤口、湿度。了解细菌
性病害的菜农都知道，细菌
性病害侵染首先选择伤口，
其次是自然孔口（如气孔），
而细菌在良好的湿度环境
中繁殖十分迅速，侵染能力
强。当经过摘叶、摘果等操
作以后，茎秆上存留了大量
的机械伤口，伤口会溢出汁
液，加之棚室较大的湿度，
使得细菌快速通过伤口侵
染，随之进入茎秆内部，造
成茎秆溃烂。

因此，在防治细菌性烂
秆时，应特别关注伤口和湿
度这两个问题。无论是整
枝摘叶还是果实采收，机械
性伤口是避免不了的。而
所采取的措施将对细菌的

侵染起到关键作用。据了
解，对于摘叶，不同的菜农
有不同的办法，有的菜农用
手掐除，有的会用刀片、剪
刀等工具。一般来说，用工
具摘叶、摘果可让伤口平
整，伤口面积最小，同时不
会对茎秆等造成影响，用手
掐除则会因拉拽对植株造
成其他伤口。在摘叶、摘果
时，残留的叶柄和果柄的长
度也对烂秆有影响，如果残
留的叶柄或果柄过短，细菌
侵染伤口后会快速进入茎
秆内部而引发烂秆，所以摘
叶、摘果时最好预留2～3
厘米的叶柄或果柄。

伤口形成以后，断面上
必会分泌汁液，因此在摘叶
和摘果以后，需要对伤口进
行处理，可以在晴好天气下
喷洒抗生素，重点是伤口。
也可以将抗生素等调成糊
状或直接将药剂干粉涂抹
在伤口上。

对于细菌传播的湿度
控制，可通过其他农事措施
得以实现。据笔者观察发
现，采取了地膜覆盖、操作
行铺设秸秆、节水灌溉等措
施的棚室，细菌性病害发生
相对较轻。而采取平畦栽
培、无地膜覆盖、大水漫灌
的棚室，细菌性病害发生严
重。可见，适时覆盖地膜，
且铺设秸秆、稻壳等具吸湿
性的材料配合节水灌溉可
有效控制棚室湿度，等于对
细菌性病害的传播切断了
环境方面的传播途径。

（李英豪）

蔬菜植株烂秆多
创伤、高湿是关键

当前黄菇病正发
及早预防挽损失

A 作物重茬为啥病害多
B 解决重茬有啥好办法

重茬导致大麦黄花叶病严重发生重茬导致大麦黄花叶病严重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