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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技大讲堂

杨广军 河南省12316“三农”
服务热线蔬菜组专家，内黄
县六村乡农业科技 110 服务
站专家

专家
名片

飘香贡品琉璃脆 功名显耀有封芹

□杨广军

气象条件有利 田管措施到位

我省小麦苗情加快转化升级

本报讯（记者董豪杰）测土配方施肥

推广技术入户率82%，全省化肥减量增效

示范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覆盖率达95%

以上，推广耕地质量保护和提升技术3.36

亿亩次……3月23日，记者从全省土肥水

工作会议上了解到，围绕绿色生态做“减

法”，抓减肥增效抓农田节水，围绕藏粮于

地做“加法”，提耕地质量提粮田标准，精准

发力，全省土肥水工作取得新成效。

科技引领“加与减”农业生产更绿了

科学施肥技当先，我省绿色发展取得

新突破，化肥使用量提前3年实现零增长目

标。据了解，2017年，我省遵循“精、调、改、

替”四大技术路径，调整施肥结构，转变施肥

方式，深入推进测土配方施肥和有机肥替代

化肥技术应用，做到良种、良田、良法相配

套，农机农艺相融合，施肥结构更加优化，肥

料利用率明显提高。全省测土配方施肥推

广技术入户率82%，化肥减量增效示范县

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覆盖率达95%以上，推

广配方肥125万吨（折纯），亩均增产24.4

公斤，亩节本增效45.2元，总节本增效45.4

亿元。新型肥料推广示范面积225万亩，秸

秆还田面积达9000万亩。

2017年，我省完善耕地质量监测体

系，提升土壤墒情监测能力，全省耕地质

量监测规模进一步扩大，监测内容更加丰

富，为服务农业生产打下坚实基础。

2017年，全省推广耕地质量保护和提升

技术3.36亿亩次。

正视土肥水“顽疾”推行绿色生产方式

“2017年，全省土肥水工作为我省粮

食持续丰产和农业可持续发展作出了重

要贡献，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

我省农业发展也面临着许多不平衡不充

分的问题。”河南省土壤肥料站站长刘灿

华在会上说，就我省土肥水工作来说，在

科学施肥方面，还存在化肥施用量较大、

施肥方式相对落后等问题；在耕地保护和

质量提升方面，仍存在着中低产田面积

大、耕地障碍因子多等影响农业发展的难

点问题；在农田节水方面，大项目少，带动

效果差，用水效率不高。

刘灿华说，这些问题迫切需要我们

挖掘种植业内部增产增收潜力，大力推

行农业绿色生产方式，加快节水、节地、

节肥技术推广，加强耕地质量和高标准

粮田建设，强化肥料市场监管，让粮食安

全基础更牢固，农业供给体系更高效，田

园乡村更美丽，农民生活更富裕，乡村治

理更有效。

建立长效机制有机肥替代化肥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今年我省将继续

开展果菜茶有机肥替代化肥行动，在苹

果、设施蔬菜、茶叶优势产区开展新的示

范县创建工作。

刘灿华在会上强调，果菜茶有机肥

替代化肥示范县，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要

建立长效机制，不能只招标买肥料，要

提前谋划好，把资金使用的关键点放在

充分利用本地有机肥资源上，投在扶持

有机肥生产设施上和生产工艺改善上，

把种植业的果菜茶生产与养殖业的畜

禽废弃物利用对接好，实现种养结合、

农牧融合。

封丘芹菜，俗名“封芹”，是封丘县传

统特产。据《封丘县志》记载:“芹菜四时

均有。而春种、夏移、冬成者,嫩而无渣,

为封特产,远近驰名。”其形根似龙首，叶

似凤尾，茎鞘如笙，色泽鹅黄清雅，入口甘

脆鲜嫩，余韵绵甜。因其风味上佳，北宋

时就作为宫廷贡品，名满天下。

以芹献礼，古已有之。《诗经》中已有

二则记载，《小雅·采菽》：“觱沸槛泉，言采

其芹。君子来朝，言观其旗。”《齐颂·泮

水》：“思乐泮水，言采其芹。鲁侯戾止，言

观其旗。”从这两次采芹来看，不论是朝

见，还是庆宴，准备点新鲜的芹菜，以表示

礼节和亲近，可见，春秋或者更早时已把

芹菜作为进献之礼了。

封芹成为贡品，亦有故事流传。相传

后周显德七年春，大将赵匡胤假辽入侵北

上御敌，大军方渡黄河，军士多感风疾，头

昏目眩，不能前行。赵匡胤令兵马驻陈桥

驿站休整，苦闷之际，亲兵通报有一僧来

访，见曰：“城北十里有香芹，乃灵草，可愈

此疾。”赵匡胤躬身称谢，僧曰：“此乃将军

大德、百姓福祉，从此改天换日，天下定

矣。”言毕，退而不见。赵匡胤称奇，遂遣

人采芹数千斤，众人分服之，果愈。当日

夜，众将士拥戴，宋太祖黄袍加身，开创了

大宋三百多年的基业。太祖赵匡胤登基

后，当年采食之芹遂成贡品，号“贡芹”。

后来发生“杯酒释兵权”事件后，大将石守

信等人亦年获恩赐贡芹数百斤，遂有“封

隐勋臣天下贡，丘野一方雪底芹”藏头藏

尾诗联相传。南宋文学家岳珂（岳飞之

孙）亦有“金花诏纸夜封芹,首录先朝社稷

臣。贯日精忠格天业，狂胡勿谓汉无人”

的诗句流芳后世。

明清时期封丘芹菜亦被列入御膳房

贡品，清乾隆皇帝食后御笔题词：“封芹飘

香宴佳宾”。清光绪帝与慈禧太后庚子年

西狩自开封返京途经封丘，随扈责令当地

进贡特产以迎圣驾。封丘知县手捧封芹

觐见，慈禧太后看到将芹菜作为贡品，顿

感不快。知县见太后不悦，一时惊慌将贡

芹失手跌落，封芹应声碎为数段，慈禧见

而称奇，令御厨烹制后品尝，觉得爽脆非

凡，齿颊生津，神清气爽，连声称佳，赞不

绝口。慈禧太后回銮后仍念念不忘，即责

令封丘知县连年岁贡，赐号“琉璃脆”，封

丘“琉璃脆”芹菜自此名扬天下。

新中国成立后，封丘芹菜亦与数位

国家领导人结缘，1958年毛泽东主席写

了《介绍一个合作社》，时任封丘县应举农

业合作社社长的崔喜彦应邀到毛主席家

中做客，崔喜彦带来了家乡特产封丘芹

菜，毛主席品尝后大为赞赏。后来封丘芹

菜还曾受到胡耀邦、李先念等国家领导人

的品尝和赞誉。

封丘芹菜口味清香，鲜吃脆而无渣，

熟食则鲜香兼备。这种独特的品质和风

味与当地自然特点和它的特殊栽培方法

密不可分。封丘芹菜主产区在封丘县王

村乡的近50个村庄，面积4万多亩。该

区域为地势平坦的黄河冲积平原，四季分

明，雨水充沛，热量充裕，当地年平均日照

2400小时，平均气温14 ℃，无霜期241

天，远离污染源，土壤pH值适宜，沙黏度

适中，孔隙度适宜，通透性良好，保水保肥

性较强，有机质含量高，供肥性能良好，耕

作方便，病虫害少，非常适合芹菜生长。

当地按传统时令封埋再生种植芹菜的方

法称为“雪底芹”或“三封芹”，十分独特。

即在霜降后10～15日采收芹菜，小雪时

节启陇封埋，冬至时节封盖第二层土，大

雪时节封埋第三层土，在农历春节前启

封，去掉老茎取新生嫩茎食用。封埋可以

促进芹菜在泥土中再次生长，三次封土可

以保持芹菜再生长所需的恒定适宜温

度。经过封埋的封丘芹菜营养美味、口感

爽脆、鲜嫩可口。封丘芹菜的封埋过程对

季节温度和土壤湿度以及启陇培土技术

要求很高，土中的芹菜既要避免缺氧死亡

腐烂，又要保证正常生长，不被冬季严寒

冻死。整个种植过程需要丰富的种植经

验。正是当地的水土环境和特殊的封埋

技术造就了“封丘芹菜”的优良品质。

现代医药研究表明，封丘芹菜中含有

黄酮类、多不饱和脂肪酸、矿物质元素、叶

绿素、丁基苯酞类、萜类、香豆衍生物、膳食

纤维以及多种氨基酸、维生素，所含物质具

有平肝清热、祛风利湿、除烦消肿、凉血止

血、解毒宣肺、健胃利血、清肠利便、润肺止

咳、降低血压、健脑镇键的功效，对高血压

或肝火旺盛引起的头痛亦有效果。经农业

部果品及苗木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郑

州）测试，封丘芹菜维生素、总糖、粗纤维、

铁、锌等含量均高于普通芹菜。这也是封

丘芹菜深受欢迎的重要原因。

“封丘芹菜”是封丘县的拳头产品，

2010年获得农业部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

登记。伴随品牌化、产业化，封丘芹菜必

将再传佳话。

朝天椒育苗是一项增产技术措施。

朝天椒一般在2月下旬播种育苗，育苗设

施是中拱棚或小拱棚。俗话说：“春天猴

子脸，气候随时变。”春季气候特点是回暖

快，但气温波动较大常出现较强的寒流激

剧降温，对拱棚育苗危害相当大，严重影

响育苗质量，容易使辣椒苗发生冻害，甚

至造成死亡。人们常说：“可度三九，难熬

春寒。”今天为您介绍春季朝天椒育苗中

常见问题及补救办法。

播种后迟迟不出苗怎么办

朝天椒种子发芽适温为 20℃～

28℃，10℃～15℃则发芽缓慢，低于

10℃则不能发芽。在正常温度情况下种

子发芽期为12天。在一定时间内检查

种子，如种子种胚呈白色且新鲜，但不出

芽，则可能是由于苗床条件不适造成

的。温度低的要设法提高床温，苗床土

过干的要适当浇水；若种子已经腐烂，则

应及时补救。

朝天椒苗受冻害早预防

如果气温骤降或长时间低温阴雨，椒

苗很容易发生冻害。症状为幼苗顶嫩叶

出现坏死状白斑或淡黄色斑，严重时叶片

和茎呈水渍状，尔后慢慢干枯死亡。

预防冻害的方法有：

1.夜间加盖草帘保温。日出后及时

揭开草帘，经常拍打塑膜使水珠流下以增

加光照，适当保持昼夜温差，促进椒苗健

壮发育。

2.叶面施肥。用10%的优质红糖水加

天达2116壮苗灵，兑水15kg后喷施，可增

强朝天椒苗抗寒能力。在椒苗4叶期喷施

0.5%钙肥液，也能明显提高其抗寒性。

3.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及时釆取有效

措施预防冻害。如在育苗棚上增加覆盖

物等。

防止辣椒苗发生徒长

导致朝天椒苗徒长的原因有：温度过

高、苗床湿度大、播种密度过大、氮肥施用

量过大、苗床通风差等。

防治方法：一要进行温差管理，白天

温度保持17℃，夜间保持10℃。二要控

量浇水，精量播种。三要合理施用氮肥。

另外，随着气温上升，要逐渐加大放风量。

如有徒长现象，可用3.5g多效唑兑

水15kg喷施，以蹲苗促壮。

育苗期病害咋防治

朝天椒苗期病害主要有：猝倒病、立

枯病、灰霉病、疫病等。

对种子和苗床进行消毒处理，均可减

轻此类病害的发生。若发病，可选用75%

百菌清、72%农用链霉素、40%嘧霉胺或

70%氟吗锰锌等药剂兑水喷施防治。

防治朝天椒苗期病害必须贯彻“预防

为主综合防治”的方针，防患于未然，确保

培育出壮苗。

当前，我省小麦已进入返青拔节

期。随着气温回升及田间管理措施的落

实，小麦生长发育速度加快，苗情迅速转

化升级，较冬前明显好转。一二类苗面

积为6896万亩，占84.1%，较冬前增加

14.3 个百分点，接近常年同期较好水

平。麦田群体合理，个体发育较好，各地

苗情均衡向好发展。

开春以来，全省各级农业部门广泛

动员发动，指导农民积极开展早春麦田

管理，落实中耕、追肥、浇水等技术管理

措施，有力促进了苗情转化升级。目前，

正值冬小麦返青拔节的关键时期，各级

农业部门坚定稳粮增收目标不动摇，立

足抗灾夺丰收，全力抓好春管措施落

实。一是加强肥水管理。搞好肥水调

控，因地因墒因苗落实好借墒追肥、镇压

划锄等措施，弱苗地块重施返青拔节肥，

促进苗情转化升级。二是强化指导服

务。继续开展“万名科技人员包万村”活

动，深入生产一线，查苗情、查墒情、查病

虫情，开展技术宣传，加强分类指导，落

实关键措施。三是狠抓防灾减灾。密切

关注天气变化，及时发布预警信息，重点

做好“倒春寒”、“春旱”等灾害防御，切实

减轻灾害影响。对墒情不足的麦田，千

方百计开发水源，浇好返青拔节水。四

是防控病虫草害。重点加强小麦条锈

病、纹枯病、吸浆虫、麦蜘蛛、蚜虫等病虫

草害监测预警。适时开展“一喷三防”作

业，大力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遏制

重大病虫害扩散蔓延。(省农技)

日前，省发改委、省农业厅下发

《关于做好秸秆气化清洁能源利用示

范县申报准备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凡纳入国家秸秆气化清洁能

源利用示范县的重点项目列入年度中

央预算内投资生态文明建设专项，按

不超过总投资的30%予以补助，秸秆

气化发电上网电量由电网企业全额收

购。

《通知》指出，按照“工程集中布局、

整县推进”要求，河南省将以生态文明

先行示范区、循环经济示范城市（县）、

绿色能源示范县、农村能源革命示范

县、农业可持续发展试验示范区等为重

点，选择一批秸秆产量大、利用能力强、

基础条件较好的县（市、区），布局建设

秸秆气化清洁能源利用示范县，集中规

划建设秸秆气化清洁能源利用工程，实

施一批秸秆热解气化多联产、秸秆沼气

多联产等能源利用重点项目。

《通知》要求，秸秆气化清洁能源利

用工程的重点项目要以乡镇居民居住

区为中心集中建设，形成农村清洁能源

供应体系，为农户及乡镇学校、医院、养

老院等公共设施供应炊事取暖清洁燃

气。（省能源）

3月17日,信阳毛尖生态原产地保

护产品国家专家评定会在信阳市举

行。受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委

托的专家评定小组通过评审申报材料、

现场勘察种植基地、专家合议等环节,

一致同意信阳毛尖通过生态原产地保

护产品专家组评定并向国家质检总局

推荐上报。

近年来,信阳市坚持“五大发展”理

念,按照“美丽中国·美丽河南建设”的总

体部署,进一步发挥信阳生态茶产业优

势,努力推进信阳茶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擦亮“中国毛尖之都”的品牌,为生态信

阳建设增光添彩。

据了解,生态原产地保护产品是指

生命周期中符合绿色环保、低碳节能、

资源节约的要求,并具有原产地特征和

特性的良好的生态型产品,取得该产品

认证对于提升产品知名度美誉度、提高

市场竞争力、突破国际市场的生态壁

垒、打开国际市场的绿色通道具有重要

意义。（信阳市农业局）

南阳市以举办世界月季洲际大会

为契机，着力打造世界月季名城，突出

抓好南阳月季园、月季大道等重点工

程，为 2019 年大会顺利举办打牢基

础。

据悉，2017年，南阳市新发展月季

等特色花卉苗木4万亩，目前全市花卉

苗木面积达到45万亩，总量位居河南省

前列。今后三年全市规划发展月季特色

花卉5万亩，总面积达到15万亩，产值

100亿元。到2020年，规划建设月季等

特色良种繁育与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

12个、面积6万亩，以示范基地带动特色

花卉苗木产业发展。(李红亚）

本报讯（记者董豪杰）耕地质量是农

业发展的基础，3月23日，记者从全省土

肥水工作会议上了解到，今年，我省将进

行耕地质量等级调查评价。

根据农业部要求，我省4月份要完成

耕地质量调查及化验数据的上报，10月底

以前要完成省级耕地质量等级信息统计

上报。省辖市和省直管县（市）在9月底

前，县（市）级8月底前将完成本辖区耕地

质量调查评价工作。

据了解，作为我省土肥部门2018年

的新工作，省土肥站已经配合国土部门制

订了《河南省第三次土地调查方案》，主要

工作是进行耕地质量等级调查评价，并将

耕地质量等级结果标注在第三次土地调

查的图斑上，各地土肥部门将和当地国土

部门配合积极开展工作。

做好“加减法”守“土”保丰收

朝天椒春季育苗 这些问题早防治

秸秆利用示范县开始申报

信阳毛尖通过生态原产地
保护产品专家组评定

南阳全力打造世界月季名城

我省将开展耕地质量
等级调查评价

3月25日，在沈丘县周

营镇中药材基地，药农种植

的中药材紫软迎来收获期。

当日，中药材种植合作社的

社员们抓住有利天气进行采

收，田间地头呈现出一派繁

忙景象。近年来，该镇积极

采取“党支部+合作社+农

户”模式，以土地流转撬动农

业供给侧改革，推进农业规

模化经营、专业化种植，打造

绿色品牌，不断提高农业质

量效益和竞争力，有效带动

农民增收致富。本报记者

巴富强通讯员谢辛凌摄

沈丘县

初春时节
收药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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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5日,游客在宁陵县乔楼乡辘轳湾村的千亩桃花园里开心地赏花拍照。中国宁

陵第二届桃花节将于3月28日开幕，目前一望无际、粉里透红的桃花盛开满园，吸引游客

纷纷前来赏花、游园、拍照。吕忠箱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