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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

●防寒抗冻
保温防寒是本月大棚蔬菜管理的关键。

时刻注意天气预报，包括未来72小时和一周

的天气预报，关注最新气象灾害预警信息，及时

加固大棚设施，修补破损薄膜。遇极端天气，采

用多层覆盖，喷施碧护、天达2116等防冻。遇强

降温，可在夜间放烟及使用电灯泡、火炉等措施

增温。雪后次日上午，应设法清除棚面和四周

的积雪，使棚内尽量接受光照，必要时在棚内增

加支撑柱。下雪后及时清理沟渠，排除积雪、积

水，防止冰雪融化时大量吸收热量而降温。

●控水降湿
湿度是影响地温、土壤通气状况、低温病

害发生的关键，坚持宁干勿湿的原则。大棚

设施湿度管理，宜选择晴朗天气采用井水轻

浇，膜下滴灌；清理棚室内畦沟和棚室外沟

渠，防渍水渗透；在棚内行间走道上铺盖玉米

秸秆、谷壳、锯末等吸湿；病虫害防治使用烟

雾剂，避免增加棚内湿度。

●增加光照
注意保持棚膜清洁，提高透光率；适当延长

光照时间，让蔬菜多见光，以保持叶绿素的活性。

雪后及时清除棚面和四周的积雪，增加棚内光

照。阴雨天要让蔬菜多接受散射光，必要时可每

20平方米挂一盏30~40W的白炽灯补光。

●通风换气
低温时节，通风换气时节短，大棚内气体呈

现有害气体多、二氧化碳气体少这样“一多一少”

状况，不利于作物生长。应抓住晴天中午高温时

段进行顶通风或腰通风，避免扫脚风；排出棚内

有害气体，增加棚内二氧化碳浓度，加强光合作

用；正确施用二氧化碳增长剂气肥。

●抢收抢种
抓住元旦至春节期间市场行情，设施栽

培的越冬蔬菜，达到采收标准的，抢价采收腾

出茬口，再定植早熟蔬菜或抢播一季速生叶

菜，保障“春淡”市场供应。

□本报记者 董豪杰

2022年 12月 27日，寒冬时节，本是桃园的淡季，长

垣市孟岗镇香里张村村民张改建却时不时前去查看。

每年春季，不少前来赏花的游客，还会提前“买树”——

提前订购整棵树的桃子。挂上订购者牌子，张改建的桃

子就提前卖出去了。从种难、卖高价难，到农产品优质

优价，张改建的桃子正是长垣市以“绿色”为抓手，促进

果蔬产业转型升级的缩影。

传统工业强市的农业产业传统工业强市的农业产业““突围突围””

以工业见长、民营经济活跃的长垣市，经济实力雄

厚，为农业产业发展提供了雄厚的基础；黄河滩区等耕

地面积大、市场消费能力突出，也为农业产业提升带来

新机遇。如何发挥优势、补足短板，则是农业高质量发

展的关键。

省农科院院县共建项目的启动实施，带动长垣市农

业产业发展进入快车道，科技活水源源不断地注入，给

农业发展带来强劲动力。

瞄准市场，省农科院专家团队依托院县共建项目为

长垣市量身打造了绿色果蔬产业发展蓝图，高标准谋划

推进，以绿色优质高产为突破口，提升科技含量，强化技

术指导，突出示范引领，绿色果蔬生产、加工能力初步形

成。

绿色果蔬标准化生产及加工技术集成示范专项首

席专家、省农科院园艺所副所长张晓伟介绍说，从产业

整体来看，长垣绿色果蔬产业起步晚，规模化的种植企

业很少，适合长垣种植的优质果蔬品种、生产模式和生

产技术不成熟，果蔬产量和品质不稳定，绿色生产观念

和品牌意识淡薄，基础不牢；就生产而言，当地果蔬产业

以小农经营为主、品种杂乱、种植区域分散、机械化水平

相对较低。

找准短板，精准发力。在省农科院专家团队的指导

下，以优质绿色蔬菜，康养蔬菜，桃、梨、草莓绿色生产，

蔬菜加工为重点的产业提升迅速开展，成效显著。

打破蔬菜种植瓶颈打破蔬菜种植瓶颈

市场消费力量、消费群体、消费场景的巨变为传统

农业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人们饮食已经从吃饱喝

足转变为吃好喝好、吃喝更健康，高品质康养蔬菜需求

快速增长。

抢抓机遇，蔬菜新优品种成为关键。省农科院、长

垣分院专家团队瞄准市场需求，对接种植户，在充分考

察、对比的基础上，从白菜、辣椒、黄瓜、番茄等蔬菜常规

品类入手，示范推广抗病、优质、高产品种。

选择品种的同时，省农科院园艺所针对长垣市蔬菜

种苗供应品种杂乱、质量不稳定等影响产业发展的瓶

颈问题，从优质蔬菜种苗稳定有效供应入手，指导当地

开展工厂化育苗，为当地种植户提供白菜、甘蓝、西蓝

花等自根种苗，黄瓜、西瓜等嫁接种苗40万株，指导当

地种苗生产近 100万株，提升了种植园区蔬菜种苗的

自供给率，打破了外省采购种苗品种不明确的限制问

题。

破除蔬菜种苗“魔咒”，长垣市优质蔬菜种苗供应效

率大大提升，也为当地农户提供了更多的可能。受益于

此，农户可以根据天气、市场、栽培条件等变化，有效开

展不同作物、不同种植模式的规模化、周年化生产，实现

了灵活多变的种植茬口，延长了采收时间，产生了显著

的种植收益，为当地蔬菜优质高效生产提供了新思路、

新方向。

果树有标准绿色价更高果树有标准绿色价更高

与张改建一样，长垣市的果农并不少，仅桃树种植

面积就接近2万亩。但长年以来，按照传统种植理念，当

地果树生产存在管理粗放、产量低、效益差等情况，

院县共建项目启动以来，随着一大批桃梨新优品种

的引入，高品质、适合高档市场的产品陆续进入市场，果

农收益不断提高。

农谚说，有苗不愁长。对于果树种植而言，则不是

如此。种植好品种，更要产出优质产品。为此，省农科

院专家团队针对当地果树生产问题，开展标准化生产技

术示范，以标准化示范园带动农户提高种植管理技术。

桃园里，主干形标准化整形修剪、花果精细化管理

以及病虫害综合防控、施肥枪施肥等一系列技术，促进

了产量质量双提升；梨园里，早中晚熟搭配，省力密植，

水平棚架栽培等多种模式节本增效；草莓大棚里，多个

品种可供农户选择，从育苗到设施草莓连作障碍土壤改

良、病虫害绿色防控，一整套的科技“组合拳”，让果农能

看能学能操作，技术水平的提高带来效益的显著提升。

为支持长垣市果农种植水平提升，省农科院专家专

门制定了《露地桃绿色标准化生产技术规程》《梨简约栽

培技术规程》，申请建设“长垣草莓科技小院”省级科普

平台，为产业发展持续助力。

擦亮特色农业金字招牌擦亮特色农业金字招牌

橘红心白菜、水果番茄、贵族南瓜……这些好看好

吃好卖的蔬菜，一进入市场，便受到消费者普遍青睐，在

省农科院专家的指导下，20多个新奇特蔬菜品种的引

入，让不少农户尝到了甜头。

围绕长垣烹饪之乡的产业基础，省农科院长垣分院

在康养蔬菜绿色生产技术示范推广专题的支持下，用绿

色康养推动当地传统产业转型。从建成引种示范基地、

引进示范适宜当地种植的紫苏、芫荽等康养蔬菜新品种

10个，到集成示范小籽粒精播技术、育苗移栽技术、水肥

一体化技术、病虫草害绿色防控等新技术，再到制定绿

色生产技术规程，全程式技术服务让当地新型经营主体

找到致富新途径。除了生产，专家团队还积极引导经营

主体开展品牌创建活动，开展商标保护，为品牌助力。

眼看成熟的无花果，因为裂果损失不小，曾经是困

扰长垣市桥丰无花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种植的大难

题。省农科院加工所专家团队根据生产需求，针对性制

定无花果裂果防治技术规程，裂果率降低80%左右，使

其采后贮藏期延长3到 5天。同时，针对采后无花果品

质等级情况，帮助企业规划并编制了冻干无花果、无花

果果醋、无花果果酱等采后减损及高值化加工关键技术

操作规程。

与此同时，加工所专家团队在当地示范剁椒酱及豆

酱加工、速冻饺子调味料研发等4项新技术，有效解决了

当地辣椒酱产品风味不稳定且保质期短、酱腌菜胀袋、

花椒和八角贮存期间风味不稳定等问题。

□赵宏波

近年来，河南省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建设

现代农业强省，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走在全国前列。党

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农

业农村优先发展”“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

态、组织振兴，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这些方针为

河南省“十四五”及未来一段时期内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明确了奋斗目标，为河南省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提

供了重大机遇。

县域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主战场，也是实现城乡

融合发展的关键地区。对于河南而言，县域面积占全省

总面积将近九成，经济总量占比超六成，县域经济在全

省发展大局中举足轻重。面对当前严峻复杂的国内外

发展形势，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为抓手，抢抓机遇推进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河南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的关键步骤，意义重大、正当其时。

乡村产业振兴激发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强大动

能。建设好现代化的粮食生产功能区，加快推进育种产

业发展，扛稳扛牢粮食安全重任。持续推进乡村产业高

质量发展，厚植乡村振兴产业基础，着力拓展农业多种

功能，积极推动农村地区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提高乡

村产业发展质量。加快推动农业的精细化、标准化与绿

色化发展，提升农业的质量、效益和竞争力。提升乡村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有序推进链式发展、集

群发展。支持乡村发展特色产业，充分挖掘乡村自身优

势和特色资源引领产业发展，积极探索乡村特色产业高

质量发展路径。

乡村人才振兴提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关键支

撑。人才是乡村振兴的希望，也是县域经济创新发展的

第一资源。坚持乡村人才引育并举，多维施策，统筹做好

广引英才与本土育才工作。一方面需要广开门路“引”，

要制定系列支撑政策，完善乡村配套设施，吸引一批懂技

术有能力的农业科技人才、创业人才、管理人才扎根乡

村，发挥其科技攻关、成果转化、应用服务等优势助力乡

村振兴。另一方面需要多措并举“育”，充分发挥本地乡

土人才、乡村能人的作用，组织开展职业技能、专业知识、

创新创业等培训教育，持续增强乡土人才的综合素质和

致富本领，提升乡村人才发展能力。同时，需要多方支持

“留”住人才，从物质条件、发展机会、福利待遇等方面设法

留住人才，构建留才长效机制，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为乡

村人才搭建平台，激励各类人才在乡村发光发热，贡献力

量。

乡村文化振兴激发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精神动

力。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乡村文化振兴是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组成部分，可为全面推进县

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精神力量。要坚持以党的二十

大精神为指导，加大文化财政、政策与人才等支持力度，

完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动城乡公共文化服务设

施均等化，构建城乡一体的公共文化生活圈；充分发挥

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按照供需关系优化配置文化资源，

积极运用“互联网+”等数字新技术促进乡村文化建设。

注重挖掘乡村丰富的文化资源，将文化和旅游融合，提

升乡村文化产业发展水平。

乡村生态振兴筑牢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绿色根

基。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乡村生态振兴必须牢

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一方面要聚焦乡村生

态宜居，加强农村突出环境问题综合治理，改善农村人

居环境，扎实推进美丽宜居乡村建设。优化乡村的“生

态-生产-生活”空间，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

建设，以县域为基本单元完善城乡公共服务体系。另一

方面要聚焦乡村农业绿色发展，从产地环境、资源利用、

产品供给等方面改变农业生产模式，实现化肥、农药使

用量零增长，地膜、秸秆、畜禽养殖粪污等农业废弃物全

利用，积极推进农业绿色循环低碳发展。

乡村组织振兴提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重要保

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充

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建立健全农村基层党组织工作机

制，明确部门职责，细化任务分工。加强基层党组织领

导服务能力，运用知识、能力、人才充实党支部、培养优

秀的基层党组织书记。面对农村地区存在的人口老龄

化、设施滞后化、村庄空心化等问题，坚持法治保障、德

治教化与村民自治三治融合，完善党领导农村工作的制

度体系与组织体系，积极发挥基层党员、村民公众、社会

组织等作用，提升乡村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

化。

（作者为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
副教授、河南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经济评价体系区域经
济岗位专家）

一月有“小
寒”“大寒”两个
节气，是全年气
温最低、降水量
最少的月份。各
地要密切关注天
气预报，积极应
对极端天气，重
点做好越冬作物
田间管理，防寒
防冻。要充分利
用冬闲时期积
肥、造肥和清洁
田园，消灭越冬
病虫害，规划制
定好本年度生产
计划。

●促弱控旺
对冬前晚苗、弱苗的管理应首先分析

原因，有针对性采取不同管理措施。对基

本苗偏少、基肥施用不足的田块，2叶期应

及时补施苗肥。对基肥、种肥及苗肥均不

足的田块，在主茎3~4叶期施用壮蘖肥，每

亩追施尿素 3~5 公斤，或土杂肥 1000 公

斤、三元复合肥10~12公斤，促弱转壮，同

时注意增施磷钾肥，以提高作物抗寒能

力。对旺长的麦田采取深中耕、镇压、化学

药剂控旺。

●抗旱防涝
对旱情较重田块可于晴好天气中午前

后浇灌水，浇灌水时应注意既要浇透水，又

不能使地面有明水，以防夜晚受冻。

●清沟排渍
稻茬麦要抗旱排涝两手抓，及时清理

“三沟”，防止渍害，促根增蘖，培育壮苗，确

保安全越冬。

●防冻防病
在寒流到来之前，采取浇水、喷洒防冻

剂等措施，预防晚霜冻害。一旦发生冻害，

要及时采取浇水施肥等补救措施，促麦苗

尽快恢复生长。根据植保部门预测预报，

及时防控病害。

小麦11

●促弱控旺
因苗分类搞好肥水管理。一月上旬根

据苗情长势重施腊肥，每亩施用尿素 5~7

公斤、氯化钾3~5公斤。对基肥用量足、密

度足、长势健壮的油菜可不追施腊肥。对

旺长的油菜田块喷施多效唑控旺。

●清沟排渍
及早清理沟渠利于排灌。对旱情较重

田块可于晴好天气中午前后浇灌水，地势

低洼的田块易形成渍涝灾害，要及早配套

“三沟”，及时清理围沟，确保排灌畅通。

●防冻防病
抢在晴天露水干后，叶面喷施碧护等

植物生长调节剂，增强油菜抗寒防冻能力。

●选择品种
平原丘陵地区马铃薯要求早成熟、早

上市、抢高价格，宜选择早熟品种；山区宜

选择中晚熟品种。

●施足底肥
冬种马铃薯覆膜后不便追肥，则必须

一次性施足底肥，注意增施钾肥、有机肥，

适当补充微量元素。

●病虫草害防治
结合整地，亩用 50%辛硫磷乳油 100

克，兑少量水稀释后拌毒土 20公斤，均匀

撒播地面，防治地下害虫。播种后于盖膜

前喷施芽前除草剂，亩用都尔或禾耐斯芽

前除草剂100毫升兑水50公斤均匀喷于土

层上，除草效果较好。

●加强覆盖
采取覆膜、撒草木灰或覆盖秸秆等预

防霜冻危害。

油菜22

马铃薯33

设施蔬菜55

●红薯选种和育苗
根据市场需求合理选择不同类型的品

种。切勿乱引种，避免传入红薯危险性病

虫害。一月下旬开始利用塑料大棚开展红

薯“两段法”育苗。

●玉米和水稻购种
根据试验结果和当地农技部门推荐意

见，合理选择不同类型的品种。建议就近

购种，并保管好发票备查。

春播作物44

●覆盖防冻
平原露地蔬菜，主要是大白菜、小白菜、

大蒜、菠菜、茼蒿、芫荽、莴笋等，重点是做好

保温防冻，寒冻前做好搭盖塑膜小拱棚，夜间

加盖草帘、遮阳网等防冻。

●积肥造肥
及时清洁田园，结合翻耕，亩施生石灰

50~100公斤或氰氨化钙40公斤进行土壤消

毒、调酸补钙。把农作物秸秆、杂草等切碎用

水浸润至手捏稍有水流出，加入人畜粪尿，

0.5%的尿素、2%~4%生石灰，与微生物腐熟

剂混合堆腐，用泥或塑料膜密封肥堆，4~5周

后翻堆密封再腐熟。

露地蔬菜66

●干塘并塘
对养殖的鱼类进行干塘、并塘，分类起

捕、暂养出售。

●池塘改造
对池塘进行清淤、修整，加固塘埂，实施

标准化改造。修整后分别用生石灰（或漂白

粉）等消毒药物杀灭致病菌和有害原生动物。

●设备维护
对渔业机械设备进行维修维护，为来年

生产做好准备。

●越冬管理
保持最高水位，定期施用生物有机肥，保持

水体肥度。加强对各种亲鱼、鱼种的越冬培育和

管理；对已越冬的鱼类，控制适宜的越冬水温。

●饲料投喂
在晴天中午，适当投喂少量优质饲料，增

加能量储存。在饲料中适当添加免疫增强

剂，促进生长，增强免疫力。

●病害防治
主要防治水霉病、小瓜虫、车轮虫、锚头

鳋、斜管虫、烂鳃病、赤皮病、腐皮病等。

●田间整理
翻田、晒田、冻土，积肥、造肥和清洁田

园，消灭越冬病虫害。

●预防冻害
关注最新气象灾害预警信息，及时采取

覆盖、培土、修剪等措施。

●做好种植计划
准备好田块和药材种子种苗，如柴胡、当

归、半夏、芍药等，以便进行适时播种。

科技增动力 农田添新绿
科技助力长垣市打造绿色果蔬产业新高地

家谈乡村振兴专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奋力推动河南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药材77

池塘养殖88

●水位控制
提高水位，保持稻田水位 60厘米以上，

以保持水温。

●水质调节
施用生物有机肥培肥水质，保持水体透

明度30~40厘米。

●饲料投喂
视水温情况适当投喂，可在天气晴朗时

使用发酵料三天投喂一次。

●巡塘管理
加强巡塘，注意防范倒春寒冰冻水面。

●稻田改造
冬闲时对稻虾田按照国家标准进行改

造，环沟面积控制在10%以内，修整田埂及防

逃设施。 （本报专家顾问团）

稻虾种养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