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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今年，测土配方施肥技术

覆盖率达90%以上，主要农作物化肥

利用率稳定在 40%以上……3 月 30

日，全省土肥水工作会议在郑州召开，

从会上获悉，今年我省土肥水工作将把

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作为关

键抓手，推动化肥减量增效、耕地质量

建设、农业节水技术推广等工作高质

量发展。

去年，我省化肥减量增效成效显

著，全省化肥年使用量继续负增长；有

机肥替代化肥扎实推进，在西峡等8个

县（市）开展果菜茶有机肥替代化肥试

点，示范区内化肥用量减少15%以上，

有机肥施用量增加20%以上；耕地地力

水平稳步提升，建成国家、省、市、县四

级耕地质量监测网点1250个；农业节水

技术加快推广，全省发展喷（滴）灌节水

灌溉面积达2200万亩，其中水肥一体

化面积超过500万亩。

省农业农村厅有关负责人表示，今

年我省土肥水工作将全面推进化肥减

量增效，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覆盖率达

90%以上，主要农作物化肥利用率稳定

在40%以上，化肥减量增效示范区配方

肥到位率达80%以上。大力推进有机

肥施用，稳步提升畜禽粪污综合利用

率。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开展

耕地提质行动，确保全省耕地质量稳中

有升。建立完善“三三二”墒情监测工

作机制，开展农业节水技术推广，提高

农田水肥资源利用率。 （本报记者）

近日，平顶山学院牡丹育种基地内，两万余株牡丹竞相开放，该校师生趁着花时走出实验室，深入田间开展育种试验。该校自

2016年以来开展牡丹多倍体育种攻关，在宝丰县闹店镇和曹镇乡建起占地面积40余亩的牡丹育种基地，借助“树木非离体枝芽高温

加热”国家发明专利技术，通过显微观察、石蜡切片、激光共聚焦分析等实验过程，在掌握牡丹配子染色体发育基础上，成功建立了花

粉染色体加倍技术体系。目前已通过杂交授粉获得了大量的子代。据了解，牡丹花粉及雌配子染色体加倍技术体系的建立，将为花

期延长、花色变艳、重瓣增加、抗逆能力提升等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王双正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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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风大
当心除草剂药害

“超级害虫”烟粉虱为啥难防治
最新发现：它“窃取”了植物的解毒基因

本报讯（记者刘彤 通讯员彭红）近

期，我省气温起伏较大、降雨过程偏多，

小麦条锈病、赤霉病和倒春寒如果叠加

发生，将会对今年小麦生产构成极大威

胁。日前，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再发

通知，要求加强小麦条锈病、赤霉病、倒

春寒危害防控，保障夏粮生产安全，促

进稳粮增收和提质增效。

小麦条锈病、赤霉病防控时间紧、

窗口期短、技术要求高，搞好统防统治

是确保防控实效的关键。通知指出，省

财政下达的1亿元农业生产发展资金，

主要用于豫南45个条锈病、赤霉病高风

险县（市）开展统防统治；各地要加大投

入，整合其他涉农资金，通过采取政府

购买服务、财政补贴等方式全力推进统

防统治；组织和支持各类农民专业合作

社、家庭农场、种粮大户等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开展规模化自防自治，并示范

带动周边农民开展科学防治；优质小麦

生产基地所在的县（市）要确保实现统

防统治全覆盖。

对于倒春寒危害，通知要求，各地要

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及早制订防控预案，

通过综合技术措施，确保小麦健壮生

长。通知同时指出，在搞好“两病一寒”

防控的同时，要做好对麦穗蚜、白粉病、

叶锈病等病虫害的监测防治工作。

温差较大 降雨增多

严防小麦“两病一寒”叠加发生

本报讯（记者刘彤 通讯员吕浩）践

行提质增效，推进绿色发展。3月 31

日，第十八届中原农资信息交流暨产品

交易会（以下简称“中原农资双交会”）

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各地农资

企业借助中原农资双交会亮相，抢占

2021年农资行业发展先机。

本届中原农资双交会，在中国植

物营养与肥料学会、河南省土壤肥料

站、河南省植物保护检疫站、河南省绿

色食品发展中心的指导下，由河南省

肥料协会和河南省植物保护新技术

推广协会主办，郑州恒达会展服务有

限公司和郑州盈克会展服务有限公

司承办。

从现场看，两万余平万米的展馆内

有300余家参展企业，保持了农资全产

业链的展示特色，呈现出信息权威、产

品丰富、活动多样、观众专业等亮点。

会上，展览展示了肥料、农药、种子，各

类农资生产原料，水肥一体化等相关机

械和设备等产业链上下游行业的新产

品、新技术和新项目；专家解读农资行

业政策支持发展方向，讲解农资行业及

产品应用发展趋势；“中原农资绿色发

展高层论坛”“经济作物疑难问题解决

峰会”等活动同期举办。

参展农资企业纷纷表示，中原农资

双交会充分发挥了农资产品创新“指南

针”、供需对接“大平台”的作用，搭建了

一个农资提质增效绿色发展成果展示

平台、优质农资新产品新工艺新技术推

广应用平台、生产企业经销单位产需对

接沟通交流平台。

产品丰富 观众专业

中原农资双交会供需对接效果好

植物被昆虫咬食后，会产生防御反

应并生成大量有毒次生代谢物，导致大

部分昆虫死亡，酚糖就是一类植物重要

的抗虫次级代谢产物。

“超级害虫”烟粉虱，个头比芝麻粒

还小，却能传播300余种病毒，“食谱”

包含600种以上的植物。烟粉虱在取食

植物时，把病毒传播给植物，造成植物

死亡，比如番茄，2009年在我国暴发的

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造成了100多亿

元的巨大损失。

具有异乎寻常的“极度多食性”，却

又不被植物抗虫次级代谢物毒死，甚至

对50余种杀虫剂有效成分产生抗性，烟

粉虱是如何做到的呢？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

张友军团队最新研究发现揭示：烟粉虱

具有一种类似“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

本领，其从寄生植物那里获得了防御性

基因。这是现代生物学诞生100多年

来，首次研究证实植物和动物之间存在

功能性基因水平转移现象。

张友军介绍，在植物和昆虫的共进

化过程中，植物能够产生有毒的次级代

谢产物（比如最常见的酚糖）来防御昆

虫侵害；但是酚糖在充当植物“铠甲”的

同时，其过量表达又对植物本身生长发

育不利，于是植物就利用PMaT基因代

谢酚糖来降毒。

烟粉虱“盗用”了植物源PMaT解毒

基因变成自己的BtPMaT1基因（这一基

因水平转移事件发生在距今3500万年

~8600万年间），这些基因由原子构成

的若干组碱基表达，在被烟粉虱“偷盗”

之后，其结构基本不变，功能大致相

当。烟粉虱由此获得了对大多数植物产

生的有毒次生代谢物“免疫”的本领。

找到了烟粉虱厉害的“密码”，怎么

攻克它呢？张友军团队制定了一种策

略，来破解烟粉虱窃取的“超级力量”，

也就是利用RNA干扰烟粉虱的丙二

酰基转移酶基因，让它对这种植物有

毒化合物敏感。团队构建了表达该发

夹RNA的转基因番茄品系，发现这个

转基因番茄品系能够完全抵御烟粉虱

危害。

张友军介绍，用RNA干扰的方式

把这个基因的片段转到植物里面，在植

物里表达，烟粉虱吃了这个转基因的植

物以后，它的丙二酰基转移酶基因就会

被干扰，它就没有攻击植物的酚糖的能

力，就不能代谢这个次生代谢产物了，

吃了这个转基因植物后就100%死亡

了。 （本报综合）

随着天气转暖，杂草开始生长，麦田除

草剂又到了使用高峰期。每年，都有因除草

剂使用不当，造成周围作物发生药害的事情。

在此提醒广大的农民朋友，使用除草

剂要先看周围。若周围均为同种作物，可

以放心使用；若有不同作物，应选择无风

或处于敏感作物下风向时用药，并提醒其

他人做好防护，如关闭通风口、覆盖地膜

等，以免造成重大危害。

发生除草剂药害后如何补救？

首先，清水冲洗，摘除受害叶片。当

作物喷施除草剂过量或邻近作物的敏感

叶片遭受药害时，应立即用干净的喷雾器

装入清水，对准受害植株连续喷洒3~5

次，可清除或减少作物上除草剂的残留

量。对内吸性除草剂药害，还要注意摘除

受害叶片，减轻其对植株整体的影响。

其次，及时浇水，追施速效肥。浇水

追肥，改善植株营养状况，配合叶面喷洒

1%~2%尿素或0.3%磷酸二氢钾溶液，促

进作物生长，提高抗药害能力。

再次，加强中耕松土。中耕由浅到

深，破除土壤板结，增强土壤的透气性，提

高地温，增强根系对养分和水分的吸收能

力，使植株尽快恢复生长发育。

此外，接触过除草剂的喷雾器、衣物

以及其他设施，都要清洗干净，单独保存，

避免药剂挥发等造成药害。 （刘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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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0日，在柘城国际辣椒小镇万

亩辣椒种植示范区，随着辣椒直播机械

的运行，一粒粒辣椒种子被均匀地播种

到田地中，地膜和滴灌带也随着一并铺

设完成，呈现出一幅现代农业画卷。

据了解，柘城县与省农科院园艺研

究所合作，在柘城国际辣椒小镇万亩辣

椒种植示范区内开展大规模“辣椒丸粒

化直播新技术”示范推广。辣椒直播机

械是用拖拉机参照棉花直播机械进行

改装的，前部是拖拉机驱动，中部设有

播种器，后端设有铺膜起垄器和变速

轮，具有直播种子、覆盖地膜、增配水管

的一体化作业功能。通过辣椒直播机

械把辣椒种子直接播种到田地中，省去

了育苗、移栽环节，提高了工作效率，优

化了工作流程。此项技术2020年在柘

城试种成功后，今年开始示范推广。

“这种辣椒机械化直播技术，就是

把种子丸粒化技术与机械直播技术有

机结合。机械在播撒辣椒种子的同时，

也把地膜和滴灌带一次性铺设完成。

采用膜下滴灌，能大幅度提高肥料利用

率，节约用水。由于没有

移栽环节，辣

椒根系发达，

植株健壮，抵御病

虫害能力增强，减少了

农药的投入。总结下来就

是，省工、省时、节水、省肥、省药，

非常方便和高效。”省农科院园艺研究

所茄果类研究室主任姚秋菊介绍说。

每年的3~5月份是辣椒育苗、移栽

种植的黄金时期，按照传统的辣椒种植

方式，从整地育苗到移栽都需要大量的

劳动力，较高的用工成本挤压了椒农种

植辣椒的利润空间，导致亩均收益并不

理想。

“以40亩种植面积为例，如果以人

工方式种植辣椒，从育苗到移栽时间跨

度需要两个月，而使用这种辣椒直

播机械，一天就可以完成，亩

均成本机械仅仅是

人工的六分

之

一

。”河南

省北科种业

有限公司负责人

梁圣尊表示，“最重要

的是，采用这种辣椒机械

直播新技术，辣椒易成活产量

高，非常适合朝天椒高密度种植。”

据悉，柘城县是传统辣椒种植大

县，全县辣椒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40万

亩。辣椒机械直播技术的应用，将极大

减少种植成本，提高种植效益，同时对

于该县推广机械化种植打下坚实基础。

□河南农业大学教授、河南省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李胜利

发病症状：主要发生在叶片上，也

可为害茎和果实。叶片受害会出现近

圆形、椭圆形等形状的病斑，大小不等，

灰褐色，边缘明显，直径1~10毫米，较

大的病斑上有时有轮纹。病斑中央稍

凹陷，有光泽。高温高湿时，病斑表面

生出灰黄色至暗褐色霉，是病菌的分生

孢子梗和分生孢子。

发病特点：病菌以菌丝体或分生孢

子在病残体上于田间越冬，第二年条件

适宜时产生分生孢子，借气流、雨水、灌

溉水传到寄主上，从气孔、皮孔或伤口

侵入，潜育期2~3天。病菌发育的适宜

温度为 25℃~28℃，适宜酸碱度为

pH6.5~7.5。高温高湿，特别是高温多

雨季节病害易流行。

防治措施：①加强栽培管理。低洼

地采用高畦深沟种植，同时改善田间通

透性。采用配方施肥，适当增施磷肥、

钾肥，提高植株抗病性。健全排灌系

统，做好清园工作。②药剂防治。

发病初期喷药防治，可选用50%多

菌灵可湿性粉剂800~1000倍

液，70%甲基硫菌灵（甲基托布

津）可湿性粉剂800~1000

倍液。一般每10天喷

1 次，连续防治

3~4次。

发病症状：主要危害叶片。叶面

初现白色霉点，散生，后逐渐扩大成白

色粉斑，并互相连合为大小不等的白

粉斑，严重时整个叶面被白粉所覆盖，

像被撒上一层薄薄的面粉，故称白粉

病。叶柄、茎部、果实等部位染病，病

部表面也出现白粉状霉斑。白粉状物

即为本病病征（分孢梗及分生孢子）。

发病特点：通常温暖潮湿

的天气及环境有利于发展，尤

其在温室或大棚保护地栽

培，病害发生普通而较

严重。病菌孢子耐

旱力特强，在高

温干燥天气亦可侵染致病。品种间

抗性差异尚待调查。

防治措施：①注意选育抗病品

种。②保护地栽培宜加强温湿调控，

主要用粉尘法或烟雾法防治（10%多

百粉尘剂15千克/15亩·次，或45%

百菌清烟剂3.75千克/15亩·次，暗火

点燃熏一夜，1~2次）；露地栽培于发

病前或病害点片发生阶段及时连续喷

药控病，可选用15%粉锈宁可湿粉

1500倍液，或40%三唑酮多菌灵可湿

粉1500倍液，或50%甲基硫菌灵硫

磺悬浮剂1000~1500倍液，交替喷施

2~3次，隔7~15天1次，前密后疏。

发病症状：不论发生在果实、叶

片或主茎上的病斑，都有明显的轮

纹，所以又被称作轮纹病。果实病斑

常在果蒂附近，茎部病斑常在分杈

处，叶部病斑发生在叶肉上。

发病原因：初夏季节，如果多雨、

多雾，分生孢子就形成的快而且多，病

害就很易流行。除去温、湿度条件外，

发病与寄主生育期关系也很密切。当

植株进入1~3穗果膨大期时，在下部和

中下部较老的叶片上开始发病，并发展

迅速，然后随着叶片的逐渐老化而向上

扩展，大量病斑和病原都存在于下部、

中下部和中部植株上。当然，肥力差、

管理粗放的地块发病更重。另外土质

黏重者，出土质砂性强的地块发病重。

防治措施：①品种的选择，一般早

熟品种、窄叶品种发病偏轻，高棵、大秧、

大叶品种发病偏重。②注意轮作，鉴于

病原能有一年以上的存活期，所以要注

意轮作。一般是与非茄科作物进行两

年以上的轮作。在选择育苗床时，也要

引起足够的重视。③药剂防治幼苗定

植时先用1∶1∶300倍的波尔多液对幼

苗进行喷洒后，再进行定植，既可节省

药液和时间，又有较好的预防作用。定

植后每隔7~10天，再喷l~2次，同时对

其他真菌病害也有兼防作用。

发病症状：真菌性病害，受病处产

生的白色霉层就是病菌产生的孢襄梗

和孢子襄。主要危害叶、茎和果实。叶

片上病斑多从叶尖或叶缘开始发病，形

成暗绿色，水渍状不规则形的病斑，扩

展后为褐色且边缘不明显的大斑，潮湿

时病斑上长出白色霉状物。茎上病斑为

暗绿色，条状稍陷，边缘霜状霉层较明

显。果实主要危害青果的近果柄处，病

斑呈灰绿色云状硬块，边缘不明显，潮湿

时亦长有稀疏白色霉状物。初次侵染来

自田间马铃薯病株，借气流把马铃薯植

株上产生的孢子传播到番茄上，在番茄

上产生孢子襄进行再侵染。

发病原因：在田间温度不超过

24℃，夜间不低于10℃，早晚有雾，露

重，或连阴雨，相对湿度在75%以上，晚疫

病常发生严重。地势低洼，排水不良或植

株生长过密，有利于晚疫病的发生危害。

防治措施：①加强田间管理，深沟

高厢，及时整枝打杈，注意通风透光，降

低田间湿度。②发现田间有中心病株

时及时拔除，并清理病叶病果，对周围

植株进行施药防止蔓延。③不与马铃

薯连作，远离马铃薯种植区。④及时喷

药，药剂可用0.3%波尔多液；75%百菌

清700倍液；50%多菌灵1000倍液等。

每隔10天左右喷一次，连喷2~3次。

早疫病早疫病

白粉病白粉病 褐斑病褐斑病

晚疫病晚疫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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