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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交流

高油大豆如何选种

编读往来

进口苗木的“新宠儿”

合理选用与当地生态条件
相适应的高油品种，并配套实用
的高产栽培模式和技术措施来增
加产量，是完全可能和可行的。

通过各地的生产实践来
看，高油大豆高产栽培的品种
选用应遵循以下几项原则：

一、品种成熟期适宜，确保
霜前充分成熟。积温、生育日
数和熟期是否近似于当地主栽
品种，是衡量品种熟期适宜与
否的主要标准。其中，又以熟
期近似于当地主栽品种这一标
准更为准确可靠。因为大豆生
长发育对光照比较敏感，积温
和生育日数只是特定地区生育
表现的相对平均值，往往因年
份、地点而变化。此外，品种生
育进程与气候季节变化的协调

同步，也是实现高油大平高产
的前提之一。

二、品种含油率高。一般大
豆含油率应在20%以上，高油大
豆应在22%以上，纯粮率98%
以上，前者达到一级标准，后者
达特级标准。当前应避免在高
油大豆品种受重视的情况下，夸
大品种含油率或过分强调高含
油率而误导生产的现象发生。

三、品种产量潜力高、适应
性强且丰产性好。选用高油品
种不可忽视品种的产量潜力，
这也是高产形成的前提之一。
由于不同品种对当地肥水等条
件的利用率和适应性不同，也
会在生长发育方面表现出不同
的特性特征，最终造成品种丰
产性的明显差异。只有根据当

地土壤的肥水等条件的实际情
况，选用适应性较强、丰产性好
且稳定的品种，才能充分挖掘
出高油品种本身具备的高产潜
力，实现更大幅度的增产。

四、品种抗病虫能力强。
高油大豆高产栽培还应强调品
种的抗病虫能力。因为病虫为
害不仅可以降低商品大豆外观
的品质和含油率，严重危害时
还会造成大豆生育障碍而大幅
度减产。品种抗病虫能力强还
可以有效地减少防治作业，降
低生产成本。此外，选用抗病
虫品种还是进行无公害（绿色
或有机）大豆生产的基础和前
提，直接决定着商品大豆能否
达到无公害（绿色或有机）产品
标准。 （郭昊琰）

近几年来，有着“长
寿”、“守财吉祥”等美好寓
意的罗汉松，被越来越多应
用于高档绿化和豪宅庭院
装饰，市场需求不断升温，
特别是胸径大、造型美的罗
汉松，更是成为“土豪”的象
征，价值可达上百万。

罗汉松，别名土杉，为
罗汉松属常绿针叶乔木，是
一种髙档园艺树木。虽然
罗汉松原产于中国，但由于
历史原因，国内树龄足够老
的大型罗汉松已经寥寥无

几。目前，国内市场上10
厘米以上胸径的罗汉松主
要依靠进口，标价多在几万
到几十万之间。

价格不菲的罗汉松魅
力何在？首先源于罗汉松
的外观，罗汉松神韵清雅，
造型挺拔，气势傲人，有一
股雄浑苍劲之美。再者，罗
汉松契合中国文化“长寿”、

“守财吉祥”等美好寓意，自
然成为高档园艺的“新宠
儿”。据了解，罗汉松主要
用于私家园林、高档住宅

区、酒店和企业等的园艺装
饰。罗汉松的移植以春季
三到四月期间最好，小苗需
带土，大苗带土球，也可盆
栽，栽后一般应浇透水，生
长期间要保持土壤湿润，每
两月施肥一次。在盛夏高
温季节需采取遮阳措施，冬
季需注意防寒。

目前国内市场上的罗
汉松主要从日本进口，良好
的市场需求吸引越来越多
的企业开始涉足罗汉松的
进口业务。 （华浙）

日前，有媒体报道，东
北地区流入非法转基因种
子已经成为公开的“秘
密”。东北多地已下发打
击转基因玉米种子的公
告，严禁一切形式的转基
因玉米品种流入市场，对
情节特别严重的移送公安
机关。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
农业农村发展学院副院
长、食品安全专家郑风田
表示，对非法转基因必须
要采取零容忍的态度。

郑风田表示：“从法律
法规上来讲，我国拥有世
界上最严格的转基因产品
监管法律，对转基因玉米，
欧洲一些国家已经批准了
一些作为工业产品用。我
国还没有批准，这一定是
有原因的。所以，对于没
有经过审批的转基因种子
一定不能手软。如果市场
上有大量国家没有批准的
种子在流通，监管能力就

要受到很大的质疑。”
不久前，中央农村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韩俊表示，要加强日常监
管、严格监督执法，特别是
要严把研发试验关、品种
审定关和生产流通关，从
源头上防止转基因种子未
经审定就非法流入市场。

郑风田表示，对非法
转基因进行打击，一定要
从源头上入手，对乱种的
一定要进行重点打击，但
是光打击农民是没用的。
就像抓吸毒的，不抓贩毒
的，实际上，吸毒的人某种
程度上是可怜和可悲的，
但是贩毒的人更可恨。农
民不可能自己搞出转基因
种子，对于这些贩卖转基
因种子的人一定要像惩罚
贩毒的人一样严惩，这才
是问题的核心。现在我国
没有批准任何转基因作物
种植，所以如果滥种，一定
要重重打击！ （郑田）

一看整齐度。混有其
他稻谷的杂交水稻种子粒型
不整齐，混入的父本和其他
籼稻，明显比杂交水稻种子
细长饱满，粳稻谷则较圆。

二看谷壳色，杂交水
稻种子谷壳上略带不均匀
的黄褐色等生理性杂色，
而父本保持系谷粒颜色较
为统一，保持系和其他混
杂谷粒比杂交水稻种子透
明度高，谷壳比杂交水稻
种子光滑。

三看柱头痕迹，非杂
交水稻谷粒因多属于自花
授粉，雌蕊柱头痕迹遗留
在谷壳内部，剥开谷壳在
米粒顶部可见一点浅黑色
的柱头痕。而杂交种属异
花授粉，柱头外露，仔细观
察谷粒内外稃夹缝中间，
可发现一点不明显的黑色
柱头痕迹，这是识别杂交
水稻种子和其他稻粒的重

要依据。
四看染色，测定方法

是把稻谷壳胚部纵切成两
半，取每粒的一半洗净放
入稀释成60倍液的红墨水
中浸渍，1小时后取出用清
水冲洗，如果种胚没染色
或染色较浅，证明种子有
生命力；若染色较深，证明
种子已丧失活力。这样便
可识别出杂交种子里不发
芽的变质种子。

五看种子净度，用手
抄一下种子，十指沾有细
粉状物，证明种子纯净度
达不到国家规定的标准
（99％）。

六看种子水分含量，
简便的方法是用牙咬谷
粒，如有尖脆响声，则含有
量基本正常；若无尖脆声
或谷粒断面不整齐，则种
子含水量一般高于正常标
准（13%）。 （袁必松）

答：花生套种前2～３周将花生肥
开沟深施在花生垄内。种子剥壳前要
先晾晒２～３天，以提高种子发芽
率。套种前１周左右剥壳，并进行分
级粒选。墒情不足可结合浇小麦提前
造墒，适墒时再播，也可先播种后浇
水。大垄宽幅麦覆膜套种花生，应严
格按规范化覆膜栽培技术规程进行。
露栽花生套种时，可用竹竿制成“人”
型架，一人在前边分开小麦，随后开沟
（穴）按密度要求的穴距播种，穴距要
匀，每穴２粒种，播后随即覆土。也可
用花生套种耧套种。注意深浅一致
（３厘米左右），切忌过深或过浅，影响
幼苗齐、全、匀、壮。

回村碰到几位农民朋友在
议论今年该种什么的问题，其
中不乏茫然者，不由想了许多。

春种秋收，看起来是要考
虑生产，实际更要考虑的是市
场。这里的关键，是将来收获
的农作物要符合市场需求，能
将农产品尽快以尽可能高的价
格予以销售。很简单，农作物
只有卖了才能有收入。无须讳
言，这几年在不少地方都碰到
农产品丰收却滞销的问题。由
于不掌握供求信息，种什么主
要看上年的市场需求，价格好
了就一窝蜂种植，反之又匆匆
弃之，结果极易造成供过于求，
增产不增收，流汗不开心，严重
挫伤了生产积极性。

地里到底该种啥？未来有
没有销路？价格又如何？回答
理应根据市场需求，既不能循
规守旧，也不能盲目跟风。这
就需要提前、广泛收集市场信
息，分析这些市场信息，判断来
年的市场价格，而不是凭着感
觉盲目种植。在做好这些基础
性工作后，还要根据自家地理
位置、气候条件等情况作出适
合自家条件的规划，确定种什
么，种多少。倘若没有合理的
种植规划，盲目跟风，即使付出
再多，也不会有好的收成和效
益，或许又是白忙活、瞎忙活。

为此，需要各级政府组织农
业技术人员深入村组，深入田间
地头，扎实为农民做好技术指导

和服务工作。要帮助农民获取
和分析研究市场信息，有针对性
地制定种植计划，做好与市场的
对接。要帮农民掌握市场到底
需要什么，商品价值到底高不
高，商品销路是否畅通，到底适
不适合当地农民的自身地理区
位资源优势，以确定发展适销对
路的粮经产品。

更重要的，是要坚持供给
侧结构改革，从供给、生产端入
手，激活优质农产品的生产和
经营，解放优质农产品开发与
服务的生产力。这里的核心是
提升种植户与种植户之间、农
企与农企之间、重点种植地区
与地区之间的竞争力，促进优
质农产品的快速发展。从以往

的情况看，出现农产品滞销，主
要是高品质产品供不应求，一
般性产品、大路货又供大于
求。解决这种供给侧结构性失
衡，重要的是进行同质产品的结
构调整，从种植结构动手，按照
市场、品质等要求，依据当地农
业条件实际和市场需求实际，适
当增减种植面积，进行种植业结
构的调整。只有这样，才能从源
头增强赢利能力和抗市场风险
能力，增强对价格涨跌容忍度，
推动现代农业真正强壮起来。
也唯此，农业结构调整才会更加
科学合理、自觉自信，农业供给
侧改革才能落实，农民群众也才
能既增产又增收，既安心又舒心
又开心。 (周荣光）

2月14日，商丘市梁园区水池铺乡郑红蔬菜种植基地，一名工人在温棚里忙着移
栽番茄苗。今春，该蔬菜种植基地利用营养钵培育番茄苗300亩，这样的育苗模式不
仅能让番茄提前挂果、上市，每亩还增加经济收入2000多元。 祁亚丽 摄

核心提示

一般生产上良种的
贡献率占 30%～40%，
而在高油大豆生产中，品
种的贡献率可以达到
80%以上。近年来，在
农业部实施大豆振兴计
划的带动下，我国特别是
东北大豆产区已相继育
成了一批高油大豆新品
种。但由于产区生态条
件的不同，不同高油大豆
品种熟期类型差别较大，
导致在不同地区和年份
间产量变化也非常明显。

热议 种什么与“供给侧改革”

清丰县纸房乡李红军问：

想套种花生
要做啥准备？

茄子幼苗生长缓慢，从
播种到现蕾，在光照、水
分、土壤营养适宜的条件
下，需积温 1300℃左右。
冬春茬、春茬保护地种植的
茄子育苗期往往历时90天
左右，所以，浸种催芽是育
成壮苗的重要因素，也是整
个生产过程的基础。

浸种之前将种子在室
外晒6～8个小时，以提高
发芽率和发芽势。为了防
止种子带菌，用0.1%高锰
酸钾溶液浸渍30分钟或用
500 倍多菌灵溶液浸渍 1
个小时，之后捞出反复搓
洗。洗净药液后，用55℃
热水再浸30分钟，其间注
意搅拌，清洗后再用30℃

温水浸泡6～7个小时，其
间投洗5～6次，搓掉种皮
上的黏液，以提高种子的通
气性。浸好后捞出用干净
的布擦拭，细砂搓，使种皮
松散，最后再用 40℃～
50℃的温水泡一下捞出，
用温布包好。

茄子种子催芽比较困
难，为了加快出芽，最好实
行变温催芽，即每天16个
小时25℃～30℃高温、8个
小时15℃～16℃低温。也
可采取土办法，白天放在火
炕或电褥子上，夜间放到室
内桌子上，达到变温处理。
注意催芽期间每天浇洗
1～2次。

（张艳娜）

贩售转基因种子
绝不姑息！

答：处理途径总结起来就是一保
留，二举报，三解决。一要保存好种
子的购买发票或信誉卡，以及种子包
装袋、标签等证据，用以举证之需
要。二是向农业、工商部门和消费者
协会举报，弄清原因，进行检验鉴
定。三是根据问题的性质，选择具体
的解决途径：（1）与经营者协商解
决。（2）请有关部门协调解决。（3）按
照法律程序，请仲裁部门仲裁解决。
（4）向人民法院起诉。

获嘉县太山乡庞秋娟问：

购买的种子出现问题
怎么处理？

利用营养钵利用营养钵 培育番茄苗培育番茄苗

杂交水稻种
如何分辨真伪

早春种茄子
怎样浸种催芽

罗汉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