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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是艾草的主要产区，南

阳常年种植面积 20 余万亩。艾草

抗旱不耐涝，温度超过 30℃，艾田淹

水超过 8小时，艾草的存活率基本就

很低了。当前正值二茬艾生长的关

键时期，近日南阳市多地遭

遇连续强降雨，农田积水严

重，对艾草的生长造成了严

重的影响。

河南省现代农业产业技

术体系中药材体系豫南综合

试验站技术团队赴各艾草种

植地调研艾田受灾情况，发现

部分艾田积水较重，试验站站

长陈培育副研究员随即向体系

首席专家陈随清教授汇报艾田受

灾情况。为最大程度地减少洪涝水

灾对艾草造成的损失，中药材体系第

一时间组织专家制订救灾方案，具体

救灾及补救措施如下：

一、及时排除田间积水。停雨后

及时到地里检查田间有没有积水积

涝的情况，如果田间有明显的积水，

立即通过挖沟清淤排水、水泵抽水等

方法把田间的积水及时排除，尽快在

1天内把田间所有积水全部排出去、

降低地下水位高度，最大化降低田间

土壤湿度、避免艾根长时间水浸而发

生烂根、死棵等问题。

二、停雨后及时追肥促进恢复生

长。艾田经过水淹，土壤中的养分大

量流失，加上根系受损吸收能力衰

弱，及时追肥对植株恢复生长和增加

产量十分有利。水涝退后，一旦植株

恢复生机，应及时追肥补充营养。追

肥补充营养的方式要采取根部追肥

和叶面喷施相结合的方式。正确的

方法是先叶面喷施叶面肥，后根部追

施速效肥。叶面肥可以按每亩 100

克尿素+150克磷酸二氢钾+10毫升

芸苔素内酯兑水 50~60公斤的用量

进行喷施，建议连续喷施2次，每隔7

天喷施 1次。在田间排干积水后，采

取根部追肥的方法，每亩追施 10公

斤左右速效性的尿素，以此进一步增

加艾草的营养供应，促进艾草尽快恢

复正常长势。

三、及时防治病虫害。洪灾过

后，田间温度高、湿度大，再加上艾草

生长衰弱，抗逆性降低，极易发生病

虫害。因此，要及时调查掌握病虫害

的发生动态，做到早防早治，控制病

虫害发生危害。

四、及时补种。对于受淹时间较

长，植株已枯死的地块，要及时对受

灾田块进行补苗，最大限度弥补灾害

造成的损失。

（河南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
供稿）

7月 8日，河南省农业良种联合

攻关项目——“高产抗病抗逆宜机收

玉米新品种选育与示范推广”启动仪

式在河南技丰种业集团有限公司荥

阳试验站成功举行。该项目由河南

农业大学、洛阳农林科学院、河南技

丰种业集团有限公司、河南富吉泰种

业、河南大成种业、河南金北种业共

同承担。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

副厅长王俊忠，郑州市农委副主任

徐宝龙，河南农业大学、洛阳市农林

科学院的专家教授，河南技丰种业

集团董事长李继军博士等 30余人参

加。

粮安天下，良种先行。该项目的

实施，依托河南农业大学陈彦惠教授

团队及洛阳农林科学院赵保献研究

员团队的育种研发优势，结合技丰种

业集团旗下各企业多个科研团队的

育种优势、营销团队的推广优势，以

“科企合作”为切入点，针对高产抗病

抗逆宜机收玉米新品种选育与推广

中的诸多关键技术难点开展联合体

攻关。

该项目瞄准农业良种培育的薄

弱环节和核心关键技术，以市场需求

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集中优势力

量，构建产学研推深度融合的种业自

主创新体系，发掘一批耐高温、水肥高

效利用、抗穗粒腐病、抗茎腐病、耐密

抗倒、早熟、适宜全程机械化的优异玉

米种质资源；培育高产抗病抗逆宜机

收突破性玉米新品种，良种良法配套，

加快在生产上应用，努力提升种业企

业核心竞争力，推进我省由种业大省

向种业强省迈进。

牵头该项目的技丰种业集团是河

南省种业十强企业，省种业上市后备

企业。公司与多家大学、科研单位建

立了战略合作关系，依托全国知名科

研院校的支撑，未来三到五年，技丰种

业集团将从品种体系建设、市场占有

率等各方面全面进入中国种业一线方

阵。

“本次项目通过科企合作和资源

整合，政、科、企三方合力，打破种质资

源的瓶颈约束，推动玉米科技成果加

速落地，力争选育出一批有突破性的

玉米新品种，为河南种子升级换代和

产业升级，为农民丰收和粮食安全贡

献技丰力量。”李继军说。 （肖列）

□本报记者 刘彤

一斤蜜瓜多卖两毛钱，赚得不算

多。如果每亩增收2000多斤，每斤又

多卖两毛钱呢？

“相当于每亩多赚四五千元，对咱

种植户来说这可了不得。”7月 9日，兰

考县蜜瓜种植户田德龙站在自家地

头，一边招呼着装车，一边给记者算了

笔账，“我种了二十多亩，算下来，这一

茬能多赚十来万元吧。”

正在装车的 5万斤蜜瓜，是新鲜

时刻月初预订的，每斤收购价1.8元。

“三天前，来自郑州的客商，收购

了 5万斤；七天前，来自湖北武汉的客

商，收购了 2 万斤。”田德龙介绍说，

“我这瓜品质好不愁卖，收购价也稳定

得很，都是每斤一块八，比别人至少多

卖两毛钱。”

田德龙的蜜瓜，比别人的好在哪

儿？听到疑问，田德龙停下手中的活

儿，转身钻进大棚，指着吊在藤蔓上的

蜜瓜，自信地说，“咱的蜜瓜好看、好吃，

每个瓜重量都在5斤左右，甜度、脆度、

香味都非常好。”

顺着田德龙手指的方向望去，可

以看到一排排蜜瓜个头一致、布纹均

匀。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已进入丰收

期，但植株十分健壮，丝毫没有颓势。

问及田德龙丰产丰收的秘诀，他

抬起手伸出两根手指，说：“两点，一是

梁专家帮咱改了土；二是在管理上，咱

确实用了心。”

田德龙口中的梁专家，指的是省

农科院园艺研究所的梁慎博士，一个常

年奔波于田间地头、致力于把科研成果

转化为农民增收动能的科研人员。

“改土以前，这块地土壤盐渍化

严重，影响蜜瓜生长。”田德龙介绍说，

“营养跟不上，蜜瓜的个头就小，一般

都是两斤多点，亩产勉强能达到3000

斤。品质也不行，口感差远了，根本卖

不上价。”

去年，蜜瓜生产刚一结束，不服

输的田德龙，向梁慎博士求助：“梁专

家，你得帮咱看看，为啥一样的下功

夫，咱的瓜没人家的好？”

今年春茬蜜瓜栽种前，梁慎博士

专程来取了土样进行化验，根据化验

数据对土壤进行了改良。

“改土效果很明显，你看土壤湿

润、疏松，几乎没有盐渍化痕迹，植株

根茎也很健壮、须根较多。”田德龙随

手扒开一株蜜瓜根部的土壤，向记者

展示。

改土效果明显，花销大不大呢？

“每亩投入千元左右，但是能增

收四五千元，对于咱们种植户来说完

全能接受。”田德龙表示。

“实用、高效、少投入，才能让科研

成果真正落地。”梁慎博士介绍说，“依

托河南省重大科技创新示范专项，我

们在兰考县开展了蜜瓜连作障碍技术

集成研究与示范，就是为了集成出防

治盐渍化的技术路径。”

梁慎博士认为，沿黄地区土壤营

养丰富、气候适宜，最重要的就是治

理盐渍化，“只要能治理好，老百姓就

会有好收成。”

猕猴桃热害如何应对

艾田雨后如何防涝灾

一茬蜜瓜多赚十来万元

科企合作推动玉米科技成果加速落地

□本报记者赵博通讯员赵志坤文/图

7月 6日，河南农业大学120周年

校庆，典礼隆重。焦作市马村区政府

是河南省100多个县区单位中被河南

农大特意邀请出席活动的单位之一，

河南农大与马村区的深情厚谊要从河

马仙果小镇说起……

很多人好奇河马仙果小镇名字的

由来，河马仙果小镇的负责人马长生

研究员半开玩笑地说：很早以前，坐落

于母亲河——黄河北岸的一个曾选育

出无数千里马的地方，叫“马村”“演

马”“亮马”，其中有一位水平很高的相

马伯乐，名字叫“河马”，因此就起了河

马仙果小镇的名字。

河马仙果小镇是河南农业大学和

马村区、豫艺公司通过深入挖掘农业

的多重价值和作用，为周边的老百姓

创造好的就业机会，学会技术、学好

本领，种对、种好、卖好优质瓜果蔬

菜，助力农业提质增效，打造的一个

全国一流的农业田园综合体。同时，

建成河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豫艺公

司、地方政府合作的一个高端优质瓜

菜良种研发中心、学生实习创业和农

业人才培养综合基地，探索全产业链

发展之路，最终为实现农业农村可持

续的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服务，让农

业成为受人尊敬的行业。

目前，受天气和疫情等因素的影

响，河马仙果小镇还没有全面完工，但

在河南农业大学、焦作市马村区各级

领导和群众的关心、支持下，大家齐心

协力边建设边生产，不到一年时间已

种出了三茬瓜果蔬菜，产品丰富多彩，

并且品质很好，让很多人大开眼界，也

获得很多人的关注和称赞。

河马仙果小镇

一个让产学研落地生根的地方

河马仙果小镇刚采摘的果蔬

高温高湿环境会促使奶牛代谢高温高湿环境会促使奶牛代谢

失衡失衡，，引起热应激反应引起热应激反应，，进而导致奶进而导致奶

牛产奶量下降牛产奶量下降，，乳品质下降乳品质下降，，繁育效繁育效

率下降率下降，，疾病风险提高疾病风险提高，，从而给广大从而给广大

养殖从业者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养殖从业者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如如

何平稳度过夏季热应激期何平稳度过夏季热应激期，，省现代农省现代农

业产业技术体系奶牛产业技术体系业产业技术体系奶牛产业技术体系

首席专家张震给出建议如下首席专家张震给出建议如下：：

第一第一，，科学降温科学降温。。直接降温和间直接降温和间

接降温是奶牛降温的主要方法接降温是奶牛降温的主要方法。。直直

接降温就是直接牛体降温接降温就是直接牛体降温，，这是牛场这是牛场

最普遍的做法最普遍的做法，，通过风扇将浇湿奶牛通过风扇将浇湿奶牛

的体表水分带走以此给奶牛降温的体表水分带走以此给奶牛降温。。

此种方法要充分考虑风扇的此种方法要充分考虑风扇的““有效有效

性性”，”，结合风扇功率结合风扇功率、、高度高度、、风向等参风向等参

数数，，确保风速达到确保风速达到 33米米//秒秒，，还要保证还要保证

奶牛充分的喷淋降温时间奶牛充分的喷淋降温时间，，建议每天建议每天

累计喷淋降温时间在累计喷淋降温时间在44~~66小时小时，，共计共计

66~~88次次，，每次每次 3030分钟至分钟至 11小时不等小时不等。。

间接降温因场而异间接降温因场而异，，有使用水帘降有使用水帘降

温温，，有加装遮阴网有加装遮阴网，，或者安装遮光板或者安装遮光板

等降低牛舍温度等降低牛舍温度。。

第二第二，，营养调控营养调控。。严把饲料原料严把饲料原料

关关。。建议选择适口性好建议选择适口性好、、消化率高消化率高、、

营养浓度高的饲料原料营养浓度高的饲料原料，，可以最大程可以最大程

度提高干物质采食量度提高干物质采食量，，将营养转换为将营养转换为

产奶产奶。。有经验的场长会将最好的原有经验的场长会将最好的原

料用在热应激期间使用料用在热应激期间使用，“，“好钢用到好钢用到

刀刃上刀刃上”。”。

水是夏季最重要的饲料水是夏季最重要的饲料，，因此要因此要

确保奶牛有足够的清洁凉水确保奶牛有足够的清洁凉水，，在保证在保证

牛群平稳的情况下合理优化配方设牛群平稳的情况下合理优化配方设

计计，，提高日粮能量浓度提高日粮能量浓度，，合理添加功合理添加功

能添加剂能添加剂。。

第三第三，，繁育调控繁育调控。。奶牛处于热应奶牛处于热应

激条件下激条件下，，受胎率明显下降受胎率明显下降。。热应激热应激

期间期间，，要制定相应的繁育策略要制定相应的繁育策略，，提高提高

受胎率受胎率，，同时尽量避开在同时尽量避开在77~~88月份产月份产

犊犊，，此时不仅奶价普遍不高此时不仅奶价普遍不高，，产奶产奶

量也不高量也不高。。

第四第四，，疫病防控疫病防控。。热应激热应激

下下，，奶牛体况免疫力下降奶牛体况免疫力下降，，高温高湿高温高湿

环境易滋生细菌环境易滋生细菌，，此阶段牧场要提高此阶段牧场要提高

意识预防肢蹄病大规模发生意识预防肢蹄病大规模发生，，另外注另外注

意防蚊蝇等媒介动物意防蚊蝇等媒介动物，，预防传染病病预防传染病病

原传播原传播。。夏季是乳房炎的高发期夏季是乳房炎的高发期，，关关

注牛群乳房健康度注牛群乳房健康度，，降低乳房炎带来降低乳房炎带来

的经济损失的经济损失。。

第五第五，，其他风险防范其他风险防范。。夏季持续夏季持续

高温高湿高温高湿，，极端天气更是频发极端天气更是频发，，奶牛奶牛

场场长要预防暴风场场长要预防暴风、、雷电雷电、、洪水等自洪水等自

然灾害然灾害，，保障牧场人员生命和财产安保障牧场人员生命和财产安

全全；；储备足量材料储备足量材料，，并注意草料并注意草料、、库库

房房、、青贮窖等防水防潮青贮窖等防水防潮，，预防饲料原预防饲料原

料霉变料霉变，，注意用电安全注意用电安全、、机械设备操机械设备操

作安全作安全。。

（（河南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河南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
供稿供稿））

奶牛养殖如何应对高温天气

猕猴桃喜水但怕涝、喜光但怕

暴晒，自然分布多生长在庇荫湿润

的地方，阳面及干旱地区几乎没有

分布。我国猕猴桃商业化栽培已有

几十年的历史，夏季高温天气是制

约猕猴桃主产区生产发展的主要因

素之一。猕猴桃是我省特色果树，

栽培面积约 13.20 千公顷，年产量

44.86万吨。而近日来，我省大部分

地区出现持续高温天气，最高气温

达 42℃，将对猕猴桃生长产生不利

影响，造成损失。

热害的定义热害的定义

中国大部分猕猴桃产区，夏季高

温、干旱、强光常同时发生，三者协同

作用，严重影响猕猴桃的生长发育。

每年的 6~8 月间，当气温达 35℃以

上时，猕猴桃叶片受强烈阳光照射 5

小时即叶缘失绿、褐变发黑。若这样

的高温持续两天以上，猕猴桃则表现

为叶缘变黑上卷，呈火烧状，也被称

为日烧。

主要危害主要危害

对叶片的影响。在高温、干旱、

强光的共同胁迫下，根系、枝梢生长

受到抑制，叶面积变小，叶片易灼伤、

叶缘枯萎，甚至整片叶凋落，落叶率

有时可达 50%~60%，抗性较差的品

种在极端干旱时落叶率可超过90%，

并影响次年开花结果及树体生长。

对果实的影响。高温干旱条件

下，强光辐射可造成暴露在枝叶外的

果实表皮细胞及皮下部分果肉细胞

受到伤害，从而形成日灼果。可使果

面接触阳光的部分变褐发黑，果皮细

胞角质化，从而限制果实的生长。轻

者果实阳面受伤变褐，严重影响其外

观、内在品质和贮藏性能，大大降低

果实的综合品质；重者则严重落果，

落果率可达45%以上。严重时，果实

软腐甚至溃烂。

对枝干的影响。6~8月，如供水

不足，连续高温 30℃以上的天气超

过 3天时，猕猴桃的枝条、主干会被

晒伤，严重时出现大片纵向褐斑、韧

皮部组织坏死，特别严重时可导致整

棵植株死亡。

应对措施应对措施

科学灌水。此期果园水分管理

极为关键，如若缺水，将对果实及树

体造成极大损伤，应根据土壤墒情及

时科学灌水。有条件的果园尽可能

采用喷灌、滴灌，可降低果园和树体

的温度，也可小畦分灌、隔行灌水等，

避免大水漫灌、过量浇水造成沤根，

避免晴天11~15时高温时段浇水。

果园生草。这是夏季猕猴桃园

热害防控的基本措施，可缓冲上烤下

蒸，降低热害。据观察，裸土清耕园

在高温临界值 35℃条件下，热害发

生率是生草园的2倍。

果园遮阴。遮阳网具有减弱太

阳辐射、降低植物周围温度和风速、

增加空气湿度、减轻日灼伤害的作

用。有条件的果园可以用全园遮阳

网搭建，采取避光栽培，防止直射光

灼伤果树。遮阴强度一般以遮去自

然光照强度的20%~30%为宜。

合理修剪。针对枝梢量较少的

幼龄猕猴桃果树要注意及时摘心，促

进二次发梢，从而增加架面上的枝条

覆盖量，可起到一定的遮阴效果，进

一步降低热害发生的机会。

规范架型。在栽培方式上，可采

用大棚架型，避免地面直接裸露。近

年来，新西兰推广“超级架式”猕猴

桃，因其新梢全部沿屋脊状引绳向上

攀缘，所以结果枝、果实基本上全在

遮阴条件下生长，防止日灼的效果很

好。

果实套袋。在高温来临前，提前

把树冠外围及西南方向和上部裸露

果先行套袋，免遭直射光照射，防止

发生果实日灼。

喷施叶肥。在授粉结束果实坐

住后，结合灰霉病、叶斑病和小薪甲

等病虫防控，加喷全营养氨基酸叶

肥、有机钙肥、磷酸二氢钾等，促进营

养平衡供给，加快细胞壁生长，提高

树体抗热性。

间作套种。幼龄初果树提倡间

作套种，除了能提高果园前期收益、

以园养园外，还能改善园区小气候，

避免树行暴露。保持园区湿度，进而

提高抗热能力，也是有效措施之一。

避免中耕。在夏季施肥、中耕阶

段，尽可能采用喷洒施肥的方式，因

中耕存在伤根的危险，会诱发热害，

若非必要可以选择不除杂草，若需中

耕 则 需 选 择 浅 耕（深 度 范 围 10~

15cm）。

适当疏果。树体超负荷挂果是

猕猴桃日灼病产生的原因之一，尤其

是树势不旺、抗性不强的品种，控制

挂果量是减少或消除日灼病的有效

措施。当果实膨大幅度不大、生长明

显缓慢时，应随时进行疏果，减轻负

载。

（河南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
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