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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还想种玉米吗？
明年种这些作物
省力又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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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政策

蔬菜生产讲究天时

核心提示

“一增四改”即合理增加种植
密度，改种耐密型品种、改匀垄种
植为大小垄种植、改粗放用肥为配
方施肥、改人工种植为机械化作
业。该项技术是农业部玉米专家
指导组在调查分析我国玉米生产
现状和国际玉米增产基本经验的
基础上，根据我国近年玉米最新科
研成果集成的综合玉米增产技术
体系，近年来增产效果显著。

“一增”，就是根据品种特性和
自然生产条件以及产量目标，因地
制宜将现有生产上偏低的种植密
度普遍增加。

国内外科研和生产实践均表
明：合理增加种植密度是提高玉米
单产的主要抓手。玉米亩产量的
构成是亩穗数×穗粒数×千粒重，
在单株产量基本稳定的情况下，亩
穗数越多，产量越高。

玉米是单秆作物，不像小麦、
水稻那样可以分蘖，一般每株玉米
只能收获1个果穗。因此，在影响
玉米产量构成的要素中，密度最易
受人为栽培措施所影响，只有在播
种、定苗等环节中合理操作，才能
达到所要求的密度，而穗粒数和千
粒重则受到许多综合因素的影
响。因此增加种植密度是提高玉

米产量的抓手。
“四改”之一是改种耐密性高

产品种。
耐密型品种不完全等同于紧

凑型品种，耐密型品种是紧凑型玉
米品种的进一步发展。耐密型品
种首先要具有适宜密植的形态特
征，即具备株型紧凑、叶片上冲、小
雄穗、坚茎秆、开叶距、低穗位和发
达根系等形态特征，还能密植
（5000株/亩）而不倒，果穗全、匀、
饱，无空秆，还要具有较强的抗倒
伏能力、耐阴雨雾照能力、高密度
适应范围和较强的施肥响应能力。

“四改”之二是改匀垄种植为
大小垄种植。

通过大小垄种植和合理密植，
可提高光能利用率，充分利用作物
生长的边际效应，使玉米单株与群
体协调发展，同时便于田间管理，
有利于机械化作业，减少粗缩病等
病虫害的发生，可以大幅度提高密
度、单位面积穗数和产量。改匀垄
种植为大小垄种植时，一般大行距
为70～80厘米，小行距为30～40
厘米，播种深度为3～5厘米，可适
当延迟玉米收获的时间。

“四改”之三是改粗放用肥为
配方施肥。

目前我国化肥利用水平较低，
主要原因是没有按照作物需要合
理地搭配肥料种类、比例、数量、时
间等；采用地表撒肥等不合理的施
肥方法，引起大量的挥发和流失，
肥效不高。改配方施肥一是要按
照作物需要和目标产量，科学合理
地搭配肥料种类和比例；二是要把
握好施肥时期，提高肥料利用率；
三是在需肥关键时期集中开沟深
施，科学管理；四是水肥耦合，以肥
调水。

“四改”之四是改半机械化种
植为全机械化作业。

推广玉米机械化作业，即耕
地、播种、施肥、中耕、除草、收获等
各个农事环节实施机械化作业。
通过机械播种可以提高播种质量，
加快播种进度，增加适期播种比例
和出苗均匀度，实现一次播种保全
苗，保证苗全、苗齐、苗壮。通过机
械收获可以进一步规范和优化玉
米行距，同时大大减轻农民的劳动
强度，简化作业环节，提高作业效
率，节约生产成本，提高投入产出
比，而且提高秸秆还田，培肥地力，
避免焚烧秸秆污染环境，但这对玉
米品种的抗倒性、整齐度和适期成
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李综)

牧草玉米
牧草玉米并不是粮食作物，而

是一种专门的饲料农作物，营养价
值高，牲畜喜欢吃。

事实上，牧草玉米也是要结玉
米的，只是不像普通的玉米棒那么
大，而是像一枝枝麦穗，玉米籽只作
种子用。牧草玉米为短日照作物，
大部分地区均可种植。

牧草玉米一般是3月下种，6月
就可以收获第一次，若天气条件好，
还能多收获两次，有一定的再生性，
其单次收获的最高亩产能达到7吨
以上。

牧草有着成熟的消费渠道，并
且有着极高的产量，是亩产最高的
种植致富项目之一。

秋葵
秋葵被称为“植物黄金”，具有

非常高的价值，不仅可以当作水果、
蔬菜，还能入药，随着人们对生活质
量要求的提高，秋葵的种植面积及
品种也在慢慢扩大。目前，黄秋葵
的市场销售价稳定在10元/公斤。

黄秋葵适宜露地栽培，喜温暖，
怕霜冻，整个生育期在无霜期内，开
花结果期应处于温暖湿润季节。若
当地的气候条件允许，不止一年一
茬，一年二茬生产都可能实现。

树莓
树莓栽植后第二年即具有一定

产量，3～4年进入盛果期，经济寿命
可达15～25年，亩产量可达1000公
斤以上。由于口感好，品种新，树莓
一般市场销售价格都在10元/公斤
左右，平均亩收入可达万元。树莓
果实氨基酸含量高于苹果、葡萄，其
抗衰老物质及抗癌物质鞣化酸的含
量高于现有任何栽培水果，在医药、
化妆、保健方面有着广泛用途，根茎
叶也具有药用功效。

除了树莓，像越橘、野山葡萄、
酸枣、野蔷薇等小杂果现在很多还
是野生的状态，但是它的营养价值
比普通水果更高，价格也要比普通
的高。

很多第三代水果小杂果也是一
种不错的选择。

蛇瓜
蛇瓜是一种攀缘植物，瓜条细

长、均匀、弯曲，形状似蛇。蛇瓜肉
鲜绿色，肉质松软，抗病性、抗虫性
特强，整个生育期没有病虫的危害，
所以说是目前最理想的绿色植物。

近两年，蛇瓜在我国北方大部
分地区栽培面积逐年增大，成为调
节我国夏秋淡季蔬菜市场供应的主
要品种之一。

蛇瓜果实、嫩叶和茎都能当做
蔬菜食用，同时它还含有很高的重
要成分，现在蛇瓜一公斤能卖到5
元，亩产1500公斤左右。

油葵
土地解冻后及时种上油葵，每

亩使用复合肥50公斤即可。油葵比
较稳产，亩产一般在250公斤左右，
草害和病虫害都比较少。

油葵具有早熟、稳产、抗性强、
适应性广的特性。油葵在我国各地
都有栽培，喜欢碱性土壤，产量较一
般土壤还高。

油葵管理粗放，省工节本，近几
年油葵的价格一直保持在每公斤5
元左右，除去成本300元，每亩利润
在900元左右。油葵收获后可及时
种玉米，也可晾地一段时间种芥
菜。芥菜每亩产量在2500公斤左
右，价格在每公斤0.4元以上，这样
下来，玉米或芥菜的亩利润也都在
800元左右。整体算下来，每亩可收
入1700元。

（刘图图）

今年的玉米价格
不错，相比去年好多
了。这几天，玉米深
加工企业的涨价潮根
本停不下来，而且力
度不断加大。

相 信 来 年 ，即
2018 年种植玉米的
农家朋友一定会很
多，今天就说说明年
种植玉米要注意的事
情。

国家政策方面农民最关心的
是玉米到底该咋种、价格能不能上
去，这也直接影响玉米种植的积极
性。对于农民来说，仅凭自己的经
验是很难把握市场的，各级组织要
引导农家朋友了解市场，把握市
场，解决卖粮问题，其实质还是提
高价格问题。再一个就是种植补
贴问题，来年的补贴是不是一定
有、具体是多少，现在还不得而
知。农家朋友一定要关注政策，了
解政策，掌握信息，努力争取，该得
的必须得到。

品种是种植玉米的第一步，选
择好的品种至关重要。好品种的
标准：1.高产；2.棒大籽粒深；3.抗
病性好；4.抗倒性好；5.结实性好，
耐高温；6.抗旱性好。

是不是好种子是相对容易分
辨出来的，每年的种子价格都牵动
着大家的心，选到产量高的种子尤
为重要。另外，也要了解农资市场
行情，买到价格合理、对路的化肥、
种子。

BB 品种

CC 市场

DD 技术

减少普通玉米，
增加青贮玉米和特色
玉米的种植面积，是
玉米种植的一条出
路。

据了解，在玉米
的消费结构中，普通
玉米占大多数。种植
户应该适当调减普通
玉米种植面积，逐渐
由粮经二元结构向粮

经饲三元结构转变，
玉米等作物改粮用为
饲用。

在适宜地区改种
粮食作物为种经济作
物，改种养分离为种
养结合、循环发展，逐
步压减籽粒玉米，用
于发展青贮玉米和大
豆、谷子、花生等作
物。

推进玉米种植结构性改革

提高产量是硬道理

种植普通玉米，出路在于推广
高产优质品种，提高单位面积产
量。同时，加快培育推广能直接机
收籽粒的品种，让农民像收小麦一

样收获玉米籽粒，实现玉米种植收
贮的全程机械化，进一步节省劳
力，降低玉米生产成本。

另外，加快土地流转，推动适

度规模化种植，通过大幅度降低玉
米生产成本，增强市场竞争力，让
农民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种玉米
赚钱，也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

采用“一增四改”模式

蔬菜适播期不同

适合春播的蔬菜：菠菜，小青
菜，苋菜（喜热，最好在5月份播种），
生菜，茄子，黄瓜，空心菜，韭菜，红

薯藤，菊花菜，辣椒，番茄，丝瓜，冬
瓜，南瓜，豇豆，苦瓜，西瓜，扁豆，木
耳菜等。

适合秋播的蔬菜：菠菜，花菜，
黑心乌（乌踏菜），大蒜，香菜，菜薹，
牛皮菜，萝卜，葱，莴苣，生菜，芹菜，
豌豆苗等。

蔬菜耐热性分类

喜热型、不经霜打类蔬菜，如：
西红柿、茄子、青椒、甘薯、花生、四
季豆、毛豆、各种菜豆、西瓜、南瓜、
黄瓜、葫芦、苦瓜、丝瓜、甜瓜、苋菜、
空心菜、玉米、芋头、芝麻、向日葵、
空心菜等。

喜寒型、不耐热蔬菜：幼苗时需
要凉爽的天气，成熟时霜寒可以增

进风味。如：大白菜、白萝卜、芥菜、
甘蓝、卷心菜、花菜、花椰菜、芜箐、
土豆、生菜、莴苣、胡萝卜、芹菜、甜
菜、菠菜、芹菜、香菜、小白菜、上海
青、洋葱、葱、韭菜等。

耐寒型、可以过冬蔬菜，如：蚕
豆、豌豆、油菜、芦笋、荠菜等。

根据气候来种菜

喜热型蔬菜，要在春季解霜，天
气转暖，气温稳定后栽种。长得比
较慢的喜热型蔬菜，要早一些栽种，
有的可能要不等解霜先在温室里育
苗，以保证能有足够长的时间成
熟。至于长得快的喜热型蔬菜，如
空心菜、苋菜等，则可以从春季一直
种到夏末初秋。

喜寒型蔬菜，在没有霜的地区，
秋季和冬季都可以种；有霜的地区，
要在夏末初秋种，以保证在降霜前
成熟。在寒冷的地区，春季也可以
栽种，不过需要先在温室里育苗，再
移栽到户外。成熟得快的喜寒型蔬
菜，如樱桃小萝卜、小白菜、上海青、
生菜，不管是南方北方，春季都可以
栽种。

耐寒型蔬菜，幼苗期间非常耐
寒，但需要温暖的天气才能长大成
熟。所以一般在初霜前一些时候栽
种，使其长出幼苗来过冬。在寒冷
的冬天，幼苗并不会冻死，但几乎停
止生长，等来年开春天气转暖后，继
续生长。

（路宏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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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种蔬菜都有一
定的栽种时间，种得早
了，可能出不了芽，种
得迟了，又没有时间长
大。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