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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提醒

蔬菜覆地膜
谨防被灼伤

大棚歇茬期很短。还有不
少菜农利用这段时间再种植一
茬越夏叶菜，如茼蒿、菠菜等。

分析：棚室常年种植，没有

歇茬期，害处是很多的。一是

导致棚室中病虫害加重，病原

一直有寄主存在，环境条件适

宜，土壤中的病原菌存活量会

大幅增加。二是没有歇茬期，

使得底肥施入时间短，土壤条

件恶化快，当前菜农使用最多

的干鸡粪、稻壳粪等，大都是未

经腐熟或腐熟不完全的，这加

重了伤根烧苗的几率，有利于

根部病害浸染发生。

正确做法：每年夏季是处

理土壤的最佳时期，菜农应把

握这个关键时期，对棚室进行

彻底消毒、施好底肥，为下茬蔬

菜生产打好基础。闷棚可以杀

灭棚内大量的病原物，包括真

菌、细菌、线虫等，减少病害的

发生，有利于蔬菜的生长，是一

种低投入又效果好的灭菌方

法。对往年有死棵现象的大

棚，可使用死棵蔓枯灵。

特别提醒：闷棚结束后一

定要补充菌肥，因为闷棚过程

中土壤中有益菌也被杀死了。

土壤处理以后，应先开棚翻地，

促进土壤处理剂挥发失效，在

蔬菜定植前大量施用菌肥，最

好普施与穴施结合，此后正是

有害菌复苏形成危害的关键时

期，也是蔬菜根系生长扩展的

重要时期，提前施入菌肥，可占

据土壤生存空间，抑制病原菌

的繁殖，有效减少根部病害的

发生。蔬菜定植后，一直冲施

生物菌肥，连续补充土壤中的

有益菌群，可增强其抑病增产

效果。 （小易）

当前正值蔬菜大棚歇棚期，这期间该做些什么，很多菜农不清楚——

不少菜农利用高温闷棚，他们
把棚里的植株清理完毕以后将棚室
关闭了事，一直到新苗子来了以后
再进行翻地种植。这种闷棚方法是
存在问题的。

分析：菜农种植蔬菜忙了近一

年，终于等到夏季歇茬期能歇歇了，

加上夏季气温高，尤其是棚内让人

难以忍受，菜农大都不愿意到棚里，

农事操作更是越简单越好，比如高

温闷棚时关闭通风口就不管了。这

样做确实可以杀死残留在土壤表层

的病原菌和虫卵，但深层土壤中的

问题呢？

正确做法：菜农可以采用“干

闷”和“湿闷”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处

理。拔园后，大量的病菌、虫卵集中

在土壤、立柱及墙体的表层，此时关

闭通风口并检查修补好棚膜破损，

进行高温闷棚，中午棚温可超过

60℃，并维持数小时，一周内可以灭

除棚内地表多数病原体，这是所谓

的“干闷”。该法简便易行，是菜农

朋友常采用的措施，但这并不是高

温闷棚的全部，此法仅能杀灭棚室

表层的病虫，故仍需结合“湿闷”，以

达到杀菌灭虫全面、彻底的目的。

干闷之后，需将土壤深翻30厘米，

若不深翻而单采用旋耕机翻地，会

造成杀菌、杀虫范围小，土壤深层的

病菌和线虫难以杀灭。然后对棚室

进行漫灌，利用水的导热性高于土

的特点，保证土壤耕作层达到更高

的温度。灌水后覆盖地膜再进行

10～15天的闷棚。有条件的还可在

翻地时挖沟，沟施麦糠或麦秸，尤其

是土壤板结、盐害严重的棚室，更宜

采用该法。

很多菜农为图省事，只是
将植株茎蔓清理出去，而大量
根系仍然留存于土壤中任其
腐烂，这种做法潜在危害很
大，尤其是重茬种植的情况
下，可以说是大忌。菜农清园
的主要目的，是将上一茬蔬菜
可能携带的大量病原及时清
理出棚室，而根系是枯萎病、
青枯病、根腐病以及根结线虫
等的主要载体，若不清理根
系，则使清园的效果大打折
扣，甚至可以说是留下了根部
病害高发的“祸根”。

分析：近几年，棚室病虫害

发生呈上升趋势，这些病害的

病原菌和虫卵多是在土壤中

完成越冬越夏。当前，棚室中

发生最为严重的三大虫害是

蓟马、粉虱、螨虫。拔棚后，螨

虫等虫害多在土壤中藏匿或

者产卵休眠，成虫、卵等落到

地面上或进入土壤中，土壤中

残留的植株残体为其生存提

供了极大的便利。蔬菜上经

常发生、危害比较严重的病害

有50余种，而绝大多数都可以

通过土壤传播。病原菌依靠

土壤中的病残体生存，下一茬

蔬菜种植时，这就是病害的初

浸染源，尤其是各种根腐病、

茎基腐病、青枯病、枯萎病和

根结线虫等根部病害已有发

生的棚室，更要彻底清理根

系。以根结线虫为例，拔园时

正是消灭的大好时机，可利用

此机会将附着在根系上的根

结线虫带出棚外，剩下的少部

分再利用高温闷棚或者药剂

处理杀灭。土壤中的植物残

体少了，其上附着的病原自然

也就少了，可大大减少下茬作

物感染病虫害的几率。拔园

后及时清除土壤中的根系，还

可减少土壤中自毒物质的数

量，减轻重茬危害。

正确做法：拔园时留下

10～20 厘米的茎秆，先将棵

子、地膜、杂草等全部清理干

净，然后立即用铁锹等挖出

根 系 ，收 集 后 带 出 棚 外 深

埋。根系清理不可拖延时间

过长，以免部分根系腐烂后

留在土壤中。之后再利用高

温闷棚或药剂熏蒸，最大限

度地杀灭病原，尤其是已有

死棵、根结线虫等发生的地

方，要重点处理，将病虫基数

降到最小，减轻对下一茬蔬

菜的威胁。

进入 7月下旬后，
我省大部分地区夏玉米
处于旺盛的营养生长到
生殖生长转化的关键时
期，对光、肥、水、热、气
等气候因素非常敏感。
为防止夏玉米出现高温
热害，7月21日，河南省
玉米产业技术体系专家
组向全省发布夏玉米高
温热害预警和技术指导
意见，河南省玉米产业
技术体系首席专家、河
南农业大学教授陈彦惠
对此作了详细解释。

陈彦惠指出，高温
热害的危害程度因不同
品种、不同播期、不同水
肥管理措施有所不同。
因此，防止出现高温热
害，要做到以下几点：

1.及时掌握和判断
玉米品种抗高温热害的
能力。重点从田间观察
品种雄穗特征入手，即
从雄穗长短、分枝数、颖
壳饱满度等方面判断花
粉量的大小。雄穗分枝
少，短小，颖壳不饱满的
通常花粉量较少，散粉
周期短，抗高温热害能
力略差。根据去年的经
验，郑单958类品种抗
高温热害能力较强，而
先玉335类品种抗性相
对较弱。

2.根据播期和生长
情况预测散粉期。及
时到田间观察自己所

种玉米散粉期是否处
在了 7 月 24～30 日的
高温干旱期。如果品
种既是易受高温热害
的品种，散粉期又处在
高温干旱期间，就要采
取防治措施。

3.采取灌溉和人工
辅助授粉等必要措施。
根据土壤墒情与地温及
时浇水，确保散粉吐丝
期玉米对水分的需求，
同时降低田间温度，维
持植株水分在合理的水
平，有利于授粉受精；没
有灌溉条件的，可以在
清晨较为凉爽的时候进
行人工辅助授粉，即人
为摇晃植株，使花粉尽
快落到花丝上，在花粉
失活前授粉保证果穗受
精膨大。

陈彦惠提醒，近些
年随着先玉335类品种
增产潜力得到广泛认
可，红轴、籽粒深、脱水
快的品种种植面积逐年
增大。但这类品种通常
雄穗分枝少、不够发达、
花粉量少、散粉周期短，
较易受到高温热害和花
期阴雨的威胁。因此，
广大农民群众要多到田
间观察，对品种雄穗特
性有一定了解，注意散
粉期气温和旱情，采取
有效措施来避免高温热
害对产量的影响。

（郭东亮）

7 月 20 日，光山县泼陂
河镇蔡围孜村江威农业农民
专业合作社社员在田间给栝
楼剪枝。今年 3 月，该合作
社从安徽省潜山县引进野生
栝楼苗 2 万棵进行种植，不
仅解决了村民的就业问题，
还帮扶当地 19 户贫困户种
植栝楼脱贫致富。栝楼籽每
斤可卖 20 多元，栝楼皮、根
都是中药材，预计今年亩均
收入达4000元。

谢万柏 摄

近日，山东省农业机械科
学研究院与山东省玛丽亚农业
机械有限公司在山东省济宁市
金乡县召开新产品发布会，正
式宣布联合研制的首台高效精
准大蒜播种机上市。

据介绍，此款高效精准大
蒜播种机突破了单粒取种、鳞
芽方向控制、直立栽种等大蒜
播种关键技术难题，种芽直立
率超过90%，标志着我国大蒜
机械化生产水平达到新高度。

众所周知，目前大蒜生产
机械化水平不高，特别是种植
和收获环节，缺少成熟可靠的

机具，大蒜机收还停留在较低
水平的挖掘式收获阶段。再加
上近年来受农村劳动力结构变
化影响，播种和收获环节人工
费用已占到生产总成本的
40%～50%，并且所占比重越
来越大，严重影响了大蒜产业
的健康发展。而实现大蒜高效
精准播种，机器生产效率是人
工播种效率的近30倍，不仅能
大幅降低蒜农劳动强度，同时
为我国的大蒜种植、收获等关
键技术的产业链形成，进一步
促进农民增产增收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 （陈斯）

地膜覆盖是日光温
室蔬菜生产的一项常用
技术。采用地膜覆盖，
不但可以提高地温，减
少土壤水分蒸发，防止
地面板结，而且能降低
棚内的空气湿度，减少
病害的发生和传播，有
利于蔬菜的生长发育。
但是，地膜覆盖在为蔬
菜营造良好的生长环境
的同时，如果使用不当，
容易起到相反的作用，
造成蔬菜灼伤，影响植
株的生长。

比较常见的是，在
晴朗高温天气，地膜封
口不严，容易灼伤蔬
菜。出现这种情况主要
是由于地膜透光增温，
使地面土层水分汽化，
在膜下表面形成水珠，
当定植穴裸露时，膜下
汽化热空气即从穴中冲
出，这种汽化热空气的
温度，尤其是晴天的中
午气温很高的情况下，
常会灼伤幼苗，或使蔬
菜的叶片、根茎部或茎
基部出现热害，不仅造
成植株损伤，还容易感
染病原菌，引发茎基腐
等病害，从而造成缺苗
断垄或影响植株正常生
长，严重者会导致减产。

此外，当晴朗高温

天气时，植株叶片接触
地膜，此时地膜温度较
高，也容易灼伤叶片，这
种问题在覆盖黑地膜的
情况下发生较多。

当蔬菜覆膜结束
后，可以用细土压在地
膜上，将定植穴封牢，防
止地膜内的热气灼伤蔬
菜。同时及时关注天
气，如遇高温强光天气，
及时覆盖遮阳网等，防
止棚内温度过高。

若发现植株被灼
伤，应第一时间将细土
压在植株周围的地膜
上，将地膜与植株间的
空隙封死，以防地膜内
的高温继续危害。另
外，根据灼伤程度，可采
用以下方式处理:1.如
发生灼伤不是很严重，
可以使用含有芸苔素内
酯、赤霉素等成分的药
物进行喷施，调节植株
生长，同时加强肥水管
理，强壮植物根系，使植
株快速恢复长势。2.若
覆膜幼苗较小，发生热
害后，为防止发生茎基
腐病等病害，可选用一
些保护性杀菌剂喷淋进
行预防。3.如果植株损
伤较为严重，及时拔除，
换栽新的植株，减少损
失。 （冀南）

夏玉米遭高温热害
须灌溉降温辅助授粉

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
发布预警——

首台高效精准大蒜播种机上市
近日，在江苏省南通市海安

县，一台拖拉机正在田间进行平整
作业。与一般的平整机不同，这台
平整机上装着一根“天线”，旁边的
田埂上还竖着一根“竿子”，原来这
是利用激光技术、液压系统，在电
脑自动控制下平整田块。让人惊
奇的是，这台激光平整机出自海安
农民李卫民之手。

李卫民是一名农机大户，流
转了多块土地，这些土地大多是

“万顷良田”。李卫民发现这些土
地普遍存在不平整的问题，有的
地块水平落差达到了30厘米，这
给施肥、灌溉增加了成本。为了

解决土地平整这个难题，李卫民
通过与常州市某公司合作，将原
先运用在推土机上的激光平整系
统移植到拖拉机上，并自行设计
制造了平地铲等装备，成功自制
出了一台先进的农田激光平整
机。据了解，这台农田激光平整
机在驾驶室可以实时显示田块平
整信息，作业效率高，平整后的耕
地高低误差为2厘米，可以有效改
善农田表面状况，提高农田灌溉
水的利用率，有利于控制杂草和
虫害，提高化肥使用效率，减少环
境污染，实现了科学高效种田。

（卢少颖 施卫卫）

南通农民自制激光平整机

蔬菜拔园 大棚不能一“歇”了之
●问题一 ●问题二

●问题三

光山
栝楼种植奔富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