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淡季种快菜 种植效益增

享受野趣 满足味蕾

九如万家精品有机葡萄
成熟啦

□本报记者董豪杰

□本报记者刘彤

品种选择

秋冬茬黄瓜目前采用的都是嫁接

苗，其中对黄瓜品种的要求非常严格，不

但要在低温、弱光、高温、高湿等条件下

结瓜能力强，同时还要对管理条件要求

不严，遇不良条件后恢复能力强。南瓜

砧木与黄瓜接穗的亲和力，决定了嫁接后

种苗能成活多少、伤口愈合速度的快慢以

及成活后的生长发育状况。嫁接后，种苗

植株茂盛、生长健壮、发育正常、早熟高

产，则说明亲和力较好。南瓜砧木品种的

选择，要注意其对不良环境条件的适应性

和抗病性能，以及对后期产量和商品质

量的影响。

基质选配

基质是培育壮苗的关键因素，其功能

与土壤相似，满足幼苗快速生长发育所需

的最佳根部环境条件。同时要根据基质

的理化特性，与营养液配方相结合，以充

分发挥基质的潜能。使用前，应知晓基质

的pH值、EC值和有效养分的含量，还应

了解基质的物理特性，如持水力和孔隙度

的比率等。

种子处理

包衣种子可以直接播种，未包衣种子

可按照下面方法进行处理。

晾晒及筛选：催芽前，先将种子晾晒

3~5小时，以加快种子萌发。将秕种子和

畸形种子筛选出来，保证种子大小一致以

提高种子出苗质量。

浸种：将种子置入50℃~55℃的温水

中烫种保持20分钟左右，并不断搅拌，待

水温降至35℃左右时即可浸种，种子在

28℃~32℃稀释1000倍的亮盾水溶液中

浸泡6~8小时，使种子吸足水分，捞出后

搓洗掉种子表面的黏液，待种子表面的水

分散失后催芽。

催芽：种子浸种后用透气的湿纱布包

裹，放置于发芽箱、催芽室等设施中进行

催芽。砧木种子催芽温度保持在28℃~

32℃，接穗种子催芽温度保持在28℃~

30℃，待种子露白后进行播种。

播种方法

夏秋季节播种时间应在定植期前

25~30天进行，砧木比接穗提早播种4~

6天，接穗播种时间以看到砧木出苗时

为宜。

砧木播种：选用催芽后露出根尖的种

子，平放于装好育苗基质的育苗穴盘内，

1穴1粒，上边覆盖厚度为1.5~2.0厘米的

湿润育苗基质。

接穗播种：选用催芽后露出根尖的种

子，撒播于装满湿润基质的育苗穴盘中，上

盖1.0~1.5厘米的湿润育苗基质或者湿沙，

接穗应选择穴数较多的穴盘，可以减少苗

床面积（用平盘播种容易提高发病率，降低

接穗利用率）。播种后浇透水，然后用

1000倍的亮盾加750倍普力克喷淋，可以

有效地防治土传病害的发生。

嫁接方法

砧木第1片真叶露心，接穗子叶展开

变绿即可嫁接。宜采用插接法进行嫁

接。从砧木真叶一侧剔除真叶和生长

点。用嫁接针紧贴砧木任一子叶基部的

内侧，向另一子叶基部的下方呈45度斜

刺一孔，不可刺破表皮，深度约0.5~0.8厘

米。取一接穗，在子叶下部1.5cm处用刀

片斜切0.5~0.8厘米的楔形面，长度大致

与砧木刺孔的深度相同，然后从砧木上拔

出嫁接针，迅速将接穗插入砧木的刺孔

中，嫁接完毕，覆盖地膜保湿。

嫁接愈合期管理

湿度：嫁接后用地膜或小拱棚封闭苗

床，嫁接后前3天小拱棚内的相对湿度要

达95%以上，适量通风、降低湿度。3天

后可揭开小拱棚顶部少量通风，5天后即

可逐渐撤去小拱棚增加通风时间和通风

量，但仍要保持80%以上的空气湿度。

7~10天后，生长点不萎蔫，心叶开始生长

即可转入正常管理。

温度：白天保持在25℃~28℃之间，

夜间不低于20℃。

光照：在小拱棚上盖遮阳网，嫁接后

1~3天，晴天要注意全日遮光，4~5天可

逐渐减少遮阴时间，适当增加光照。5~7

天以后可逐渐通风，不再遮阴。

嫁接成活后管理

温度：嫁接后3~5天，当接穗真叶开

始生长时，应逐渐加大通风，增加光照，促

使正常生长。第2片真叶露心时，采取较

大温差管理，白天30℃左右、夜间15℃左

右，以促进幼苗健壮。

光照：晴天或多云天气，日出后棚温

达25℃以上时，揭去小棚膜，使幼苗充分

见光。阴雨无日照天气，在棚温不低于

20℃的情况下，在中午揭去小棚膜，见光

两小时，增加幼苗光照时间。

壮苗标准

4片子叶完整，2~3叶1心，叶色浓

绿、肥厚；无病斑、无虫害，植株高度10~

12cm，节间短，茎粗壮；砧木下胚轴长度4~

6厘米；根坨成型，根系粗壮发达；定植后缓

苗和发根快、适应性强、雌花多、节位低。

春夏秋冬，时令百味，有一种无可替

代的味道，叫作“葡萄”。又是葡萄上市

季，比起在市场上选购，许多市民对亲

自体验采摘情有独钟。

8月16日，记者从郑州出发，驱车向

西约30公里，来到了绿树环绕、青山横

斜的荥阳市豫龙镇毛砦村，探访郑州市

首批通过有机认证的葡萄种植企业

——郑州九如万家精品有机葡萄园。

登上园区主楼，临风远眺，种植区

内数百座现代化设施葡萄大棚整齐排

列，蔚为壮观。休闲区内则充满田园野

趣，葡萄架下，簇簇“玛瑙”满缀；方塘

里，荷叶随波荡漾；藩篱中，群羊悠闲食

草……

“这里不仅能体验到田园野趣，还能

吃到非常好吃的葡萄。更重要的是，这

里的葡萄绿色有机，给孩子吃起来也特

别放心。”在一座设施葡萄大棚里，趁假

期带着孩子来体验田园野趣的郑州市

民韩女士告诉记者。

“葡萄味道特别棒，肉质紧实、脆甜

可口，把我的嘴都给吃刁了！”夏初就采

购过“夏黑”和“巨玫瑰”等品种的郑州

市民王女士则打趣地说，“这不，听说

‘金手指’成熟了，我们几个又特意跑来

采购一些。”

“金手指”和“阳光玫瑰”都是口感很

好的优良葡萄品种，在外观上，“金手

指”果粒细长、色泽金黄，“阳光玫瑰”则

轻明晶透、芳鲜圆绽。郑州九如万家精

品有机葡萄园总经理蔡毓新介绍，园区

种的“金手指”和“阳光玫瑰”等品种，在

2017年河南省第三届葡萄优质果评比

中，以出众的品质夺得金奖。

地肥水美，自然能孕育出“有机好葡

萄”。“园区非常重视果园土壤质量，大

量施入酵素菌和绿色微生物有机肥，并

采用水肥一体化技术，将腐植酸和聚能

肽混配，随灌溉施入。”蔡毓新介绍，“同

时，园区还积极采用设施栽培技术、物

联网监控技术、物理防护技术等，合理

稀植、疏花疏果、定穗限产，在生产中实

现了安全、优质、高效的有机结合。”

凭借着“重视食品安全的生态自觉”

和“不求多但求精的价值理念”，郑州九

如万家精品有机葡萄园和园区工作人

员，在田园里践行着自己的理想——致

力于打造味道鲜美、食用安全、价格亲

民的葡萄品牌。

淡季“见缝插针”种快菜

8月8日，开封市祥符区四妮蔬菜种

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大棚里种植的快菜正

陆续收获。这些看似未成熟的大白菜，其

实是以功能叶为主体的苗用大白菜，用合

作社负责人刘前进的话说，“这个白菜就

是吃嫩叶的。”

夏季是大棚蔬菜的淡季，前茬收获完

毕、下茬还未定植，是大棚“休息”的时

候。对于多数种植户来说，夏季高温、高

湿、病虫害多，不适宜种植蔬菜，而春秋两

茬作物之间的间隙短，也不适宜多数蔬菜

种植。

省农科院园艺研究所蔬菜专家王志

勇介绍，苗用型大白菜以其速生和广适

性、茬口及采收灵活、复种指数高、土地利

用率高等特点，成为夏季种植的新选择。

苗用型大白菜25天便可成熟，此时粗纤

维结构还未大量形成，其食用品质和风味

更佳。

刘前进介绍，今年他在种植番茄和茴

香球的空档期，将闲置的大棚利用起来种

快菜，加上合作社距离市区近，取得了不

错的收益。

亩均效益超过5000元

“没想到，一个月的时间，一亩地就挣

了5000多元。”在一座蔬菜大棚里，刘前

进拔掉一棵快菜，介绍说，“快菜亩产达

5000斤，市场售价在1.2~2元之间。”

刘前进种植快菜之所以取得高收

益，不仅是因为市场需求大，其产品质量

也是关键。夏季绿叶蔬菜最怕虫，他在

大棚外风口加装了防虫网，棚内采用粘

虫板等物理杀虫技术，生产全程不使用

农药。

大棚种植品质易把控，刘前进决定今

后要加大种植面积。省农科院园艺研究

所蔬菜专家团队根据合作社需求，选择多

个品种进行试验示范。经过专家测产，各

品种亩产均超过5000斤。专家组一致认

为：经综合产量、抗病等评比，大棚种植的

“豫园快菜1号”“新苗2号”“开蔬快菜2

号”等快菜新品种商品性好、产量高、适应

性强，效益显著。

让农业技术惠及更多农户

刘前进种植快菜取得了高收益，他的

秘诀就在于好品种、好技术。去年，四妮蔬

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成为省农科院“四

优四化”优质蔬菜示范基地，我省优良快菜

品种在园区落地，相关配套技术也随之引

入，大大提高了种植效益。

王志勇介绍，根据快菜生长特点和合

作社实际情况，专家团队指导合作社采用

半机械化精量播种技术，在提高播种效果

的同时减少了用工；夏季采取遮阳、避雨、

物理降温等技术，利用闷棚物理技术灭

菌、杀虫、灭草，使用防虫网、粘虫板等物

理防虫技术，采用水肥一体化节水技术。

省农科院园艺研究所副所长张晓伟

提醒，快菜既可夏季种植，也可周年生

产。其生长周期短等特点，在自然灾害及

特殊气候下，作为应急蔬菜在平衡市场方

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应注意，由于夏季

气候条件等原因，快菜在储存、运输方面

受到一定限制，因此要尽量选择距离城市

和消费市场近的地区进行生产。

培育黄瓜嫁接种苗 咋管理才能更高效
□史宣杰

秋冬茬黄瓜栽培作为我省
黄瓜主产区的重要茬口之一，生
产要度过一年之中日照最差、温
度最低的季节，技术难度较大，要
求比较严格，但却是经济效益最
好的一茬。为了达到防病增产的
效果，该茬口主要采用嫁接栽培
的生产模式。

当前，秋冬茬黄瓜嫁接种苗
培育工作已经开始。俗话说“苗
好半成收”，如何培育好黄瓜嫁接
种苗，确保农民有一个好收成，省
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耕作栽培
岗位专家提醒广大农户重点要做
好以下几项措施。

专家名片▶▶
史宣杰 省农科院园艺研究所研究

员，省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耕作栽培
岗位专家，省园艺学会理事，省农学会蔬
菜专业委员会理事，《中国瓜菜》编委，河
南省庆发种业有限公司和郑州市九如万
家家庭农场有限公司技术专家组组长。
主要从事瓜菜工厂化育苗技术，微生物
土壤修复技术等的研发、示范及推广工
作。获省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二等奖5
项（主持完成两项），三等奖1项，制定河
南省地方标准3项，在国内外重要刊物发
表论文50余篇，主编图书6本。主持及
承担科研类与示范推广类项目40余项。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和健康意识的增强，绿叶蔬菜的
消费量逐年增加，而夏季绿叶蔬
菜多为露地生产，病虫害较多，
品质难以保障。

在夏季绿叶蔬菜供应淡
季，利用优质、安全、高效的综
合技术，种植生产快、不用农药
的快菜，以解决夏季绿叶蔬菜
生产问题，为消费者提供优质
绿色的蔬菜。

8月18日，青岛欧非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马克托尼功能肥红薯高产观摩会

在开封市祥符区召开。观摩会上，种植户施用马克托尼瓜果蔬菜专用肥（17-17-17纯硫

基型）种出的红薯，由于产量高、品质好倍受与会人员欢迎。本报记者肖列摄

本报讯（记者肖列通讯员宋奎）近

日，受“利奇马”影响，河南多地强对流

天气频发，居民人身和财产安全遭受一

定程度损失。为应对这一情况，做好防

灾减损和保险理赔各项工作，国元保险

第一时间启动大灾应急预案，做好对保

险标的的损失排查，全力做好理赔服务

工作。此次灾害中，国元保险河南分公

司频频接到报案，案件涉及机动车辆、

农险及人身意外等方面。

8月1日，信阳市固始县普降大到暴

雨造成部分水稻倒伏，且倒伏的田块为

即将成熟的单季稻。国元保险河南分

公司在接到报案后，成立由国元保险

信阳中心支公司总经理为组长，县支

公司负责人任组员的特别工作组，对

接案调配、理赔查勘、损失核定、案件

处理、后勤保障、资金调配等方面全流

程应急处理。一方面积极向当地党委

政府汇报工作，加强与财政、农业农村

等部门的联系对接；另一方面邀请农

业专家进行实地查勘、对受损田块拍

照留存。

截至8月15日，国元保险河南分公

司财险部接到多起车险报案，查勘人员

在接到报案后立即与客户取得联系，赶

赴现场查勘，对受损车辆进行定损跟

踪。

据了解，面对“利奇马”这一重大灾

情，国元保险河南分公司全体员工统一

思想，严格按照上级公司和监管部门的

要求，坚持“客户至上、以人为本、规范

运作、优质高效”的经营理念，不惜赔、

不拖赔、不乱赔，最大程度帮助客户挽

回损失，切实发挥保险业的经济补偿和

社会管理功能。

本报讯（记者肖列）“今年我公司

将在河南区域内的20个农业重点县投

放130个‘酷拉斯’包衣服务站，让高效

优质的种衣剂产品与良种组合，培养农

户科学安全用药习惯，为河南小麦优质

高产保驾护航。”8月16日，先正达河南

区经理左志君在小麦种衣剂启动会上

信心满怀地说道。

左志君介绍，河南是农业大省，也是

全国小麦第一生产大省，作为全球领先

的植保企业，先正达公司高度重视河南

市场。“酷拉斯”是先正达最新上市的小

麦专用三元复配种衣剂，该产品在河南

上市5年来，其优秀的防病、防虫和壮苗

效果，让使用过的农户纷纷竖起大拇

指，也迅速得到了渠道客户和广大种植

者的一致认可。

“酷拉斯”包衣对小麦高度安全，不

会抑制小麦出苗。“酷拉斯”内含的噻虫

嗪成分，对小麦蚜虫及地下虫害有优异

的防治效果，并且壮苗效果显著。咯菌

腈和苯醚甲环唑的杀菌剂组合，高效防

治纹枯病，茎基腐、全蚀病、根腐病等土

传病害，并大幅减少小麦后期枯白穗。

“为彰显‘酷拉斯’品牌形象，先正达

河南区域此次重磅推出的130个包衣服

务站，将统一人员、统一标识、统一培

训，配备伞展、桌子、X展架、种衣剂产品

等设施，培养和引导农户安全的用药习

惯和科学的种植知识，为农业增效、农民

增收贡献先正达力量。”左志君介绍说。

先正达“酷拉斯”包衣服务站

为小麦优质高产保驾护航

国元保险河南分公司

应对“利奇马”践诺勇担当

肥料中检出植调剂
按假农药处理

肥料新国标发布——

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

标 准 化 管 理 委 员 会 批 准 发 布 GB/

T37500-2019《肥料中植物生长调节剂

的测定高效液相色谱法》标准，让监管肥

料里添加植物生长调节剂的违法行为有

了技术支撑。

标准中各目标物的方法检出限和定

量 限 分 别 为 ：复 硝 酚 钠 3mg/kg 和

10mg/kg；2.4-D5mg/kg和 10mg/kg；

脱落酸、萘乙酸、氯吡脲、烯效唑3mg/kg

和 10mg/kg；吲哚-3-乙酸、吲哚丁酸

5mg/kg和10mg/kg。怎么理解呢？以

复硝酚钠为例，当肥料中添加复硝酚钠

3mg/kg以上时，就可以通过高效液相色

谱法测定出来；当肥料中添加复硝酚钠

10mg/kg以上时，可以通过该方法测出

具体的复硝酚钠含量。

植物生长调节剂属于农药，根据《农

药管理条例》，只要肥料里面添加了农药，

该产品就属于农药，应该按照农药进行登

记、生产、经营、使用和监管。未办理农药

登记证的，即属于未依法取得农药登记证

而生产的农药，或者农药所含有效成分种

类与农药的标签、说明书标注的有效成分

不符，确定为假农药。（余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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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提示

8月18日，光山县司马光小镇升辉农业农林专业合作社社员正在采收菱角。该合作社将菱角种植和观光旅游结合起来，以

旅游观光带动菱角销售，实现了亩均超两万元的好收益。同时，积极吸纳30多名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带动了28户农户种植菱

角。谢万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