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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病虫害防治

灾后农业生产恢复显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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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防治十字花科蔬菜、莴苣、菠菜

的霜霉病；棚栽黄瓜枯萎病、霜霉病、白

粉病；番茄叶霉病、灰霉病。注意防治蚜

虫、白粉虱、美洲斑潜蝇、小菜蛾、菜青

虫、黄曲条跳甲。

十字花科蔬菜彻底防治蚜虫、白

粉虱和斑潜蝇，发病初期选用噻虫嗪、

烯啶虫胺、噻嗪酮、联苯菊酯、啶虫脒

和吡虫啉的两种药剂混合使用进行叶

面喷雾，每 5~7 天喷一次，连续 2~3

次，可有效防止虫害发生。设施栽培

中，建议增加黄板和蓝板的悬挂数

量。

大白菜软腐病可用3%中生菌素可

湿性粉剂600倍液、4%春雷霉素800倍

液或90%新植霉素2000倍液，隔7~10

天喷一次，连续防治3~4次。

莴笋、白菜、菠菜的霜霉病可在发

病初期用64%杀毒矾可湿性粉剂500倍

液或58%甲霜灵锰锌可湿性粉剂500倍

液或25%阿米西达悬浮液1500倍液喷

雾。

防治小菜蛾、菜青虫可用12%甲维

盐虫螨腈1500倍液，或2.5%溴氰菊酯乳

油2500~3000倍液，或2.5%功夫菊酯乳

油3000~4000倍液喷雾，隔7~10天喷

一次，连续防治2~3次即可。

本报讯（记者董豪杰）还记得

7月份那场暴雨吗？10月30日，临

颍县瓦店镇陶庄村补种的绿豆成

熟啦，亩均产量超200斤。

陶庄村的一片绿豆田里，临

颍县颍山红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种

植基地负责人魏永浩扒拉着豆荚

说：“看起来长得不错，已经可以

收获了。”他介绍，该地块原本种

植的辣椒因暴雨被淹，公司种植

的 2000多亩秋作物约有一半绝

收。

暴雨过后，河南省农业科学

院粮食作物研究所特色杂粮研究

室主任李君霞等专家第一时间伸

出援手，为基地提供了早熟绿豆

品种郑绿8号种子并指导开展改

种补种。李君霞介绍，这块绿豆

田是8月10日补种的，虽然在生

长后期遇上连续阴雨、低温寡照

等不利天气条件，但依然取得了

一定的产量。

河南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组

织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国家食用豆

产业技术体系南阳综合试验站、南

阳市农业科学院等科研院所的专

家现场测产数据显示，该地块亩均

产量113.2公斤，在一定程度上弥

补了种植损失。

“虽然受到不利天气条件，没

能发挥出品种的产量潜力，但整体

来说，补种改种绿豆是成功的。”河

南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副站长平

西栓说，这也为我省泄洪区、涝渍

灾害区提供了补种减损的成功经

验。

抢播抢栽耐寒蔬菜 做好越冬防寒措施
□河南省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郑州试验站 郑军伟

进入 11月份，中原
地区气温下降幅度较大、
降雨量明显减少，低温霜
冻天气可能会给蔬菜生
产带来不利影响。受10
月份连绵秋雨的影响，本
月蔬菜生产仍以排涝散
墒、及时冬播为主，此外
还要做好越冬蔬菜的防
寒措施和明年早春茬蔬
菜的育苗工作。

要抢播抢栽一些耐寒蔬菜和

半耐寒蔬菜，继续抢种露地菠菜

和大蒜，适时定植洋葱、越冬春甘

蓝和地膜覆盖春莴笋。抢播抢栽

时，可结合整地增施农家肥和生

物菌肥，配合施用磷钾肥。

播种菠菜。菠菜营养价值非

常高，生长较快且耐寒能力强，适

合秋冬季节露地种植。当前气候

条件下，菠菜可以继续播种，一般

在月底前结束。

播种大蒜。覆盖地膜继续播

种大蒜，大蒜幼苗耐寒能力很强，

覆盖地膜可有效促进大蒜快速出

苗和抗寒越冬，来年春天可提前

返青生长。

定植露地洋葱。一般于9月

下旬播种的洋葱苗，苗龄40~50

天即可定植（11月中下旬），在定

植前铺上地膜，开孔定植，用细土

封严定植孔，以防风吹。不栽苗

龄过大和老化的幼苗，以防明年

春天先期抽薹，减少产量。

定植越冬莴苣。莴苣是半耐

寒的蔬菜，喜冷凉耐霜冻，怕高

温，炎热季节生长不良。苗龄

30~40天即可铺地膜定植。定植

深度以不露根不埋生长点为宜，

定植成活缓苗后，追施一次速效

氮肥促进生长，以利安全越冬。

由于11月份雨量较少，上大冻之前

要浇一次透水防止冻害发生。

提高露地蔬菜的抗寒能力。出苗的

菠菜和大蒜，上大冻之前浇一遍透水，每

亩追施10公斤尿素作为冬季保暖肥。

新定植的洋葱和越冬莴苣定植后，浇一

遍大水，起防寒保暖作用。准备数量足

够的无纺布，在严寒突然侵袭时做好覆

盖。对叶菜类如菠菜、莴笋等，因冬季光

照弱，应增施腐熟的农家肥和生物菌肥，

少施氮肥。

加强秋延大棚蔬菜的管理。要继续

做好秋延后番茄、辣椒、茄子和黄瓜等喜

温蔬菜的塑料薄膜覆盖。初霜来临前，

应覆盖塑料薄膜，当夜间温度降至5℃

时，塑料薄膜上要加盖草帘或棉被。要

根据气候变化进行通风换气；浇水施肥

应在中午前后进行；结果盛期要用0.25%

磷酸二氢钾进行根外追肥。

及时收获已长成的蔬菜。在寒流来

临前，七八月份播种的秋萝卜、秋胡萝

卜、秋马铃薯和大白菜，要及时采收。蒜

苗高30厘米以上、粗0.6厘米以上时，可

分批采收。秋延冷棚栽培的黄瓜、瓠瓜、

西葫芦、菜豆、豇豆、番茄、茄子、辣椒也

要及时采收，温室栽培的各类叶菜如油

麦菜、生菜、茼蒿、快菜、上海青、香菜、菠

菜、香葱等，达到采收标准就尽早采收。

留种的胡萝卜、白萝卜、大白菜要经过选

优后，再将种株移栽假植于背风向阳处，

加以疏松透气的简单覆盖。

做好春提前设施栽培的茄果类蔬菜

育苗。塑料小拱棚早春辣椒和早春番茄

一般在11月下旬播种育苗。育苗时，先

浸种催芽后播种，播种前要做好种子和

苗床土壤的消毒。种子可采用温汤浸

种，用55℃温水浸种15分钟，浸种时不

断搅动，加入热水保持恒温，当温度下降

到30℃时，停止搅动，让其自然降至常

温。之后，在常温清水中浸6~8小时，再

放入10%磷酸三钠溶液中浸20分钟，可

防病毒病。放在25℃~30℃处进行催

芽，2~3天后，70%种子萌芽时即可播

种。苗床消毒可以用50%多菌灵800倍

液+58%瑞毒锰锌500液+12%中生菌素

600倍液制成混合液。采用冷床播种的

茄果类育苗，白天温度控制在25℃，夜间

温度保持在15℃左右，加强低温锻炼，以

适应外界环境。春提前栽培的番茄、茄

子、辣椒苗，要加强防寒保温措施，保证幼

苗生长所需的营养，及时分苗和移钵。

当前，大多数果树尚
未进入休眠期，此时遇到
低温冻害，会导致枝干开
裂、枝蔓失水（俗称“抽
梢”或“抽条”），芽也会因
受冻导致发育不全。为
做好我省果园防寒防冻，
减轻果农经济损失，河南
省大宗水果产业技术体
系特提出如下防护措施。

树体落叶后，要及时进行果园

清园工作，清除园内病株和残枝落

叶。同时，对树干和主枝蔓均匀涂

白，利用白色石灰的反光作用，减

轻晴天吸热，缩小昼夜温差，防止

树体受冻裂皮，还能有效防治害

虫。涂白剂按照石灰10公斤、硫

黄粉1公斤、食盐0.5公斤、食用油

少许、水30~40公斤的比例配置。

土壤封冻前，对树体根茎部进行培

土，也可将稻草、枯草、玉米秸秆等覆盖

于种植行上。这样做既可阻挡冷风侵袭

根茎，减弱冻害，又可减少土壤水分蒸

发，保墒增温。

有条件的果园，可用稻草、玉米秸

秆、蛇皮袋等透气材料，缠裹地面以上1

米内树干，防止主干受冻；也可在树冠或

枝蔓上，投放杂草或小树枝等，减轻枝条

冻害。

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在寒潮来临

时，提前两三天进行全园灌水，以灌透为

宜。水的热容量大，在极端降温前全园

灌水可提高土壤热容量，在土壤中储存

一定的热量，降温时能减缓土壤和近地

面空气温度下降，同时在天气转晴气温

骤增、土壤和叶片温度升高时，减缓树体

生理失水，保障树体更好地过冬。

烟雾笼罩在果园上方，可以很好地防

止冷空气入侵。如果条件允许，可根据天

气变化，提前在园内堆一些湿柴火，大约

每隔20米放一堆，燃火点设在上风口，在

低温来临前点燃。熏烟材料可就地取材，

如柴草、锯末、谷壳、落叶等均可。通过熏

烟，一方面烟粒与水汽形成浓厚烟雾，可

阻挡地面和树冠辐射降温；另一方面通过

燃烧放热，改善果园微域气候，提高园内

气温。

遇降雪天气，及时摇去树体上的

积雪，缩短树体受冻时间，防止积雪

压折枝条。幼树嫁接部位要用保温

设施包裹好，防止冻害；设施果树要

注意及时清理棚顶积雪，避免坍塌，

必要时破膜保骨架；在无冰雪或冰雪

融化后可用3~5波美度的石硫合剂或

500倍液的农用链霉素喷洒树体，减

少病原入侵。

低温条件下，树体吸收的水分较

少，叶片水分依然蒸腾，容易造成冻

害。在低温来临前1~2天，全园喷施

寡糖或壳聚糖或芸苔素等营养液或防

冻液，使叶面上覆盖一层薄膜，从而抑

制水分蒸发，提高树体的抗冻和抗逆

性。同时，如遇低温大风天气，要注意

防范棚架等设施损坏，及时检修加固

棚架设施。

临颍县

补种的绿豆成熟啦

信息速览 NEWS

11月3日，2020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其

中，“水稻高产与氮肥高效利用”“水稻驯化的分子机理研究”“典型农林

废弃物快速热解创制腐植酸环境材料及其应用”等多项农业相关项目入

围“2020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

近日，上市肥企前三季度财报完整出炉，从统计的23家上市肥企

业绩数据来看，22家实现了净利润同比增长，20家实现了营收和净利

润同比双增长。具备产品、渠道、成本优势的磷复肥龙头企业，特别

是具备一体化产业链优势的龙头更能充分长期受益于行业发展，盈

利空间可期。

近期，尿素价格连续跳崖式下滑，多数企业面临收单压力，预计

短期价格仍有回落空间，主流区域跌势放缓。磷肥一铵方面，生产企

业成本压力较大，市场观望情绪较浓，预计后期价格弱势整理运行；

磷肥二铵方面，秋季市场基本结束，冬储市场暂未启动，在原料成本

以及出口市场行情支撑下，预计近期价格以稳为主。氯化钾市场需

求放缓，复合肥生产企业采购原料以按需为主，预计短期价格持稳为

主。复合肥市场观望态势明显，预计近期价格稳中窄幅调整为主，后

期存在回落空间。

（本报综合）

本报讯（记者肖列 通讯员路
放）11月7日，走进尉氏县南曹乡

洼张村绿色蔬菜种植基地大棚内，

可以看到茄子长势喜人、圣女果已

经成熟，几十名种植户正在抢收，

现场一派丰收的景象。

今年夏秋季节，我省多地阴

雨连绵，部分地区农田被淹。面

对灾情，南曹乡农技中心紧急制

定蔬菜生产恢复自救措施，同时

派出农技人员进村入户指导蔬菜

改种和大棚修复。在农技人员的

技术支撑下，该乡秋延茬蔬菜育

苗和农田改种补种有序进行，成

效显著。

“受灾后，我们一直很迷茫，不

知道改种啥、咋改种。后来看到农

技人员上门指导，我心里踏实多

了。”洼张村村民李四一扫之前的

愁绪，“秋季以来，蔬菜价格直线上

升，我们种植蔬菜品种全、品质优，

获得了不错的经济效益。”

近年来，南曹乡把瓜菜特色种

植作为富民产业来抓，目前该乡瓜

菜类合作社已达15家，瓜菜种植面

积超千亩，辐射带动当地八成以上

的农户从事相关产业。如今，该乡

新型特色产业呈现连片发展的新

态势，乡村振兴的产业基础也越来

越牢固。

尉氏县

改种的蔬菜丰收啦

11月5日，商水县邓城镇范庄村农田里，河南省科技特派员、乡镇干部张耀正

在指导农民管理大蒜。连日来，他通过集中授课、现场指导、发放资料等形式，向当

地农民传授小麦晚播、大棚草莓栽培、大蒜种植管理等技术。 乔连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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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4日，尉氏县十八里

镇申庄村蔬菜种植合作社，员

工和帮扶志愿者在忙着采摘、

分拣西葫芦供应市场。随着

天气的转冷，尉氏县积极做好

城乡居民的蔬菜等农产品的

供应，同时加强食品质量监管

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菜

篮子”充足安全。李新义摄

B 果园防寒早着手 漫灌熏烟可增温

果园漫灌

园内熏烟

喷施药剂

农业生产遇寒潮 农技专家忙支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