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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耕备耕

据新华社成都电(记者杨华、萧永航)三月农忙时节，土肥
专家李巍都会穿梭于川西平原各个水果生产基地，查看土壤
改良后果农们的收成，指导新一年的肥土技术。

在蒲江县甘溪镇箭塔村，村民曹春枝一大早就到自家果
园里忙着，翻土、剪枝，忙得不亦乐乎。

曹春枝家用的肥料正是李巍合作的科技公司提供。最开
始这家公司找上门让试用新型有机肥时，她还有些怀疑，只拿
出几十棵柑橘树来做试验。从去年 5 月开始使用新肥料后，曹
春枝家的柑橘树眼见着一天变一个样。

记者跟随曹春枝来到最早使用新型有机肥的田地，一棵
柑橘树长势茂盛，沉甸甸的果子挂在枝头，色泽鲜艳、果实饱
满，而旁边一棵则显得矮小许多，挂果数量也少了很多。

“这是我特意留下做对比的两棵柑橘树，效果对比太明显
了。今年我全部用新的有机肥，只有土壤改良好了，果树的根
才能长好，不容易生病，就可以少打农药，相对而言也节约了

成本。”曹春枝信心十足地说。
跟曹春枝一样，箭塔村的其他果农也尝到了土壤改良的

甜头。村民宋祥珍家的猕猴桃树叶越来越厚实，原本呈硬块状
的土壤经过富含可溶性有机质的有机肥改造，松软适度、肥力
充足。“施肥以后，基本上不用管，按时浇水就行了。”

李巍告诉记者，果园的土壤里很容易发现蚯蚓，这正是土
质良好、肥力充足的最直接证明。多年前，李巍发明了精准改
造土壤技术，提出改造土壤和土地增肥的技术实施方案，通过
改变土壤容重和孔度，用微生物增强土壤有益菌活性，从而逐
年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

伍茂源是箭塔村驻村第一书记，一直在跟踪本村土壤改
良户的实施情况，他告诉记者，现在按照土壤改良的方法来种
的，标果率都得到很大的提升，平均每个重量达到 110 克。“我
们把果子放到电商平台售卖，获得了好评。农民们真正尝到了
土壤改良的甜头，消费者也吃上更加可口的甜果。”

“精准”改土壤，结的果子大又甜

在宁夏贺兰县立岗镇兰光村一片平整的
农田里，一台红色的小麦立体匀播机刚刚驶
过，47 岁的马学明便蹲下用手指拨弄着泥土，
检查耕播效果。“整地效果不错，种子不疏不
密，作业速度也够快。”马学明说。

马学明称赞的是宁夏今年春耕春播期
间推广的小麦耕播一体化技术。作为宁夏红
苹果园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马学明也算个种
田的“老把式”了，从早先“二牛抬杠”式耕作，

到如今的机械化作业，他见识过的耕作技术
着实不少，但此次政府推广的新技术还是让
他眼前一亮。

“以往我们合作社也是用机械整地、播
种，但作业工序偏多。新技术仅仅依托一台
机械就能同步完成旋耕、施肥、匀播、覆土、
镇压五道工序，作业效率明显提高，每亩地
种植成本能降低 40 元左右。”马学明说。

让马学明更为舒心的是，这两年宁夏各
市县(区)先后建起农业社会化综合服务站，
服务站能够提供技术指导、农资超市、测土
配肥、病虫害统防统治、农机作业等“一站式”

服务。马学明将合作社 800 亩小麦一体化耕
播工作直接外包给服务站，自己落了个轻松
自在。

老话说“三分种，七分管”，即使播种时很
用心，后续田间管理如果不科学，也难有好
收成。不过，这一点马学明却不担心。他掏出
手机，向记者展示了一个名为“2018 小麦春
播先锋群”的微信群。

“通过微信群，贺兰县农技推广服务中心
会给县里种植大户及时推送土壤墒情、气候
条件等农业信息，还要求我们每天上传照
片 、视频，以监督指导耕播 、田间管理等工
作。”马学明笑着说。

“我这田地力不差，现在又采用了新技
术，后续还会有专家进行技术指导，算是占
了‘地利’和‘人和’，要是再赶上个风调雨顺的
好年成，今年肯定会是个丰收年。”马学明说。

(记者靳赫、杨泽)据新华社银川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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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春耕时

据新华社南宁电(记者赵刚、吴小康)又到一年春耕时节，
在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不少乡镇农村，田间地头随处可见劳
作的人们。在高岭镇龙州村附近的一处地块里，广西都安桂合
泉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员工黎天兵正带领几位村民补种玉米。

“你看这些玉米，跟其他玉米有啥不一样？”黎天兵问记
者。已经长出几片嫩叶的小苗刚脱离地面，看起来与普通的玉
米并无二致。看出记者有些困惑，他哈哈大笑：“我们的玉米不
是用来吃的，是拿来作饲料的，我们种的是‘饲料玉米’。”

这里是都安瑶族自治县“粮改饲”示范基地，目前全县有 2
万多亩这样的土地都种上了饲料玉米。都安属于典型的喀斯特
地貌，当地群众过去普遍种植较为耐旱的玉米作为口粮。2017
年底，都安县积极引导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推进畜牧业绿色生
态循环发展，当地开始探索种植适合牛羊食用的“饲料玉米”。

“用作口粮的杂交玉米每年种两季，一亩地产量大约

1000 斤，市场价格每斤 1 块钱左右，扣除种子、化肥和人工成
本后，即使丰年也赚不到多少钱。”黎天兵算了一笔账，“‘饲料
玉米’一年可种三季，叶子和玉米棒都能利用，每亩地可产饲
料将近 15 吨，如果换算成产值，每亩地年产值超过 4000 元，
相比单纯种玉米口粮，产值翻了一番。”

桂合泉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的 1500 亩“饲料玉米”并不外
销。玉米收割后，经过粉碎、发酵等工序，制作成牛羊最爱的饲
料。“以前种牧草喂牛，营养相对低，需要添加豆粕、玉米等精
料，工序麻烦而且成本比较高。‘饲料玉米’靠堆存发酵就可以
制成饲料，这种饲料蛋白质丰富、糖分高。”桂合泉生态农业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黄麟说。

黄麟透露，公司下一步将产业链下游发展。“支撑这一切
的是‘饲料玉米’，今后我们还要利用多种形式发动农户广泛种
植，带领他们发家致富。”

浙江将通过开展百千万农技人员帮扶、惠农政策到农
家、放心农资下乡进村、“机器换人”护春耕等“十大行动”，
形成联村、联社、联企、联场、联户的“五联”局面，并集中开
展送政策、送科技、送农资、送信息、送服务的“五送”服务，

帮助群众解决春季生产中的困难。

浙江省春耕备耕“五联五送”服务月活动日前在平阳县启
动。活动中，浙江省农业厅、浙江省农科院的专家与当地种养
大户、合作社负责人等座谈，并对农业生产、农技运用、村集体
发展等方面的问题面对面交流解答。

“我院培育出的超油二号油菜，大幅提高出油率。这次‘五
联五送’服务月，我们带来了技术团队，相信能为大家解决农
业技术问题。”浙江省农科院院长劳红武说。

启动仪式现场，专家向农户介绍粮食生产、农机购机补贴
等惠农政策，提供粮食、蔬菜、畜牧生产等技术咨询，并开展农
科培训。据统计，此次启动仪式下基层发放政策科技资料 1 万
份，展示农业新品种 40 种、新技术 20 项、农机具 9 大类 15
种，把复合肥料和农机具、早稻种子等物资送到农户手中，惠
农人数 1000 人以上。

活动从今年 3 月开始，将持续到 4 月底。浙江省农业厅厅
长林健东表示，将通过培训、上门服务、张贴公示等形式，将各
项惠农政策、先进科技、放心农资、实用信息、服务措施等送到
农民手中。

(记者许舜达)新华社杭州电

“五联”又“五送”

浙江“十大行动”助春耕

玉米“粮改饲”，每亩产值翻一番

▲在河南省驻马店市遂平县常庄镇大兴村，无人机植保
员徐伟在展示操控植保无人机的手机软件操作页面（3 月 13
日摄）。春耕备耕时节，中原大地农事繁忙。植保无人机、电动
平移喷灌机等智能设备开始应用到农业生产，助力农民春季
麦田管理。 新华社记者冯大鹏摄

▲ 3 月 19 日，用户在展会现场参观拍摄农机。

当日，第二届中国北方农业航空装备博览会暨第十三届
中国·吉林现代农业机械装备展览会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开
幕。120 多家企业携 13 大类 2000 多个品种的农用机械参展，
吸引众多用户参观选购。 新华社记者张楠摄

智能设备助力春季麦田管理 现代农机装备集中亮相长春

“原本再过半个月草莓就能上市了，现在
可咋办？”看着去年贷款 5 万元建的两栋大棚
被雪拦腰压塌，发愁的王洪菊站在地头抱怨
说：“过去盼着春天下雪，现在可就怕了它。”

王洪菊是辽宁省抚顺市清原满族自治县
镇西村村民。3 月 14 日夜间开始，一场暴雪
席卷了辽宁大部分地区，其中抚顺地区因降
雪量较大，部分设施农业受灾。

“这场大雪对传统玉米种植来说是大喜，

可对设施大棚来说就变成灾了，农民现在增
收就靠大棚。”清原县岭丰草莓专业合作社理
事长王京海说。

从清原县城一路向村镇走去，设施农业
分布在道路两侧，尤其在镇西村，从村里向村
北的山坡望去，成片的草莓大棚依次排开。
“我们村种植草莓有二三十年了，这几年政府
帮着发展设施农业更是让我们赚了钱。”王洪
菊说，被压倒的大棚是为今年“五一”准备的。
“往年‘五一’的时候，一天最多能卖 2000 元，
大小收购车辆挤满村路，今年咋办啊？”

就在这场暴雪前，王洪菊刚刚花了 1700
元，雇人将休眠的草莓秧上的老叶摘掉。

农民的生产方式在变，政府救灾的工作
方式也在转。在田间地头，市县农业部门第
一时间赶到。清原县农发局产业办主任王刚
说：“我们正在加紧统计灾情，组织专家指导
施救。”

在镇西村村民韩万龙看来，政府还是很
给力的。韩万龙说：“知道大棚‘金贵’，政府雪
前有预报，雪还没停就派铲车把村里的路清
开了，就盼着有好招法快速把大棚修好。”

近年来，设施农业在我国大面积推开，
使农业生产抵御传统冻害旱灾的能力正逐
步增强，但新的挑战又开始出现，亟须引进
更多金融工具，为农业生产避险提供有力
支持。

王洪菊说：“虽然有预报，但雪下得太急
了，来不及清理，一些标准低的大棚就保不
住。我没买农业保险，这都是教训，以后可要
考虑新的避免损失的方法了。”

(记者汪伟)新华社沈阳 3 月 19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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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哈尔滨 3 月 19 日电(记者杨喆)优质供给加上去，
低端供给减下来；“绿色有机”加上去，农药化肥减下来；市场
意识加上去，盲目种植减下来……正值春耕备耕时节，记者在
农业大省黑龙江的部分备耕一线蹲点调查发现，黑土地正用
多种“加减法”算出“绿色账”“效益账”，推动农业发展和农民
增收。

3 月中旬的黑龙江省虎林市，最低气温仍有零下十几摄
氏度，却阻挡不了许多农户购买农资的热情。14 日早 8时左
右，在经营者李明的“兴农种子”农资店里，已有数名农民选好
了所需农资正准备付款。

“今年优质水稻种子销量比去年多了 10% 以上。”李明指
着一袋种子告诉记者，优质水稻种子产量相对较低，但产出的
稻米市场价格高，综合效益也好。“因此很多农民现在选种子
不仅要看产量，还要看质量。”

除了选用优质种子提升农产品质量，绿色种植理念和方
式也受到越来越多农民的追捧。近日，记者在虎林市良艳有机
鸭稻专业种植合作社里看到，前来签订新一年合作协议的农
民挤满了一间办公室。

“我们合作社种的都是高端鸭稻米，一点儿化肥都不用，

所以销路老好了，价格比一般大米高五六倍呢。”合作社社员
李明强边签协议边说。

李明强告诉记者，去年他在合作社第一次尝试入股了 4
亩多地，没想到每亩增收 1000 多元。尝到甜头的他，今年把自
家所有土地都拿来入股。

像良艳合作社这样，减少或不用化肥农药，已经在黑土地
上得到了更广泛的认同。黑龙江农业部门工作人员介绍，该省
今年将继续实行“减化肥、减农药、减除草剂”行动，计划化肥
亩均施用量比去年减少 2% 以上，除草剂减幅 5% 以上，农业
“三减”高标准示范面积将扩大到 3500 万亩。

在增加优质农产品供给、减少农药化肥用量的同时，许多
农民也在转变“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旧观念，增加市场意识，减
少种植的盲目性。

密山市永胜现代农机合作社理事长黄旭才最近正在落实
新一年的种植计划。“今年我想减少一部分普通玉米的种植面
积，增加 3000 亩鲜食玉米。”黄旭才介绍说，虽然同样叫玉米，
但鲜食玉米更被认为是一种蔬菜，市场价格是普通玉米的两
倍以上。

鸡西市农业委员会副主任隋启春认为，在备耕过程中，种
植主体需围绕市场需求，方能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鸡西的
鸭稻、蟹稻、鱼稻等绿色有机水稻，刺五加木耳等特色食用菌，
北药、杂粮杂豆等特色种植业，都具有明显供给优势，我们也
在围绕这些打造当地农业新的增长点。”隋启春说。

新华社西安电(记者刘彤、都红刚)初春的汉中盆地乍暖
还寒，凉风习习。惊蛰期间的连续降雨，为广袤的土地带来丰
收的希冀。当记者来到陕西省城固县采访时，看到的是水旱轮
作的中药田里农技人员和药农们忙碌的身影，听到的是他们
对暮春元胡收获的期待话语。

城固位于秦巴山区腹地，被称为“天然中药库”，全县
50 . 49 万亩耕地面积中，元胡的常年种植面积就有 8 . 6 万亩，
每年全国元胡总产量的 70% 就来自城固，是名副其实的“元
胡之乡”。城固县委书记陈心亮说，元胡具有活血、利气、止痛
的疗效，上世纪 70 年代从外地引种至今。元胡和水稻的轮作
种植，不仅保证了这两种作物的品质，也为城固“稻菌轮作”
“稻油轮作”提供了示范样本，走出了连续多年保证土地地力、
确保作物品质的成功之路。

在上元观镇嵩山寺村，城固县农技中心高级农艺师王志
宏正在雨后的田间为药农们讲解元胡病虫害的防治技术：“今
年冬春气候干冷，元胡的缺糖性病害有提前发生的可能，现在
是协助元胡植株保持养分，尽一切可能预防菌害、病害、虫害
的关键时期。今年元胡能否丰收，就在这几天的田间管理。”

站在元胡田间沟垄旁边的嵩山寺村党支部书记王福成等
十几位药农听罢王志宏的讲述，有的皱起了眉头，有的把弄起
元胡植株。王福成说：“40 多年的元胡种植和 20 多年的水旱

轮作，大家都知道元胡的常见疾病，但今年霜霉病、菌核病等
可能会偏重发生，怎么防治，还希望你给大家指导方法。”

蹲在元胡田边，王志宏一一解释了霜霉病、菌核病的喷
药比例、可选药品、喷药间隔期限、发病时常见的症状等实用
农业技术。听罢他的讲解，一些药农又和他进行了面对面的
交流。30 多分钟的“田间课堂”很快结束，王福成他们带着满
意的笑容从水渠边的元胡田爬上堤岸。

双脚带上了元胡地里的稀泥，双手也是满满的水和泥，
刚刚走出元胡田的王志宏略有疲惫：“水旱轮作是有效解决水
稻和元胡常见疾病，保证粮、药产量和品质的关键。每年五月
上旬元胡收获后，必须抓紧农时为田地浇水、插秧。九月水稻
收获后，要完成元胡的撒种和接茬，水稻田的腌渍又会大量
杀死对元胡有害的菌类等病害，保证作物的品质。多少年来，
城固始终按照水旱轮作，进行适宜作物的种植，按元胡最高
产量 1800 斤/亩、水稻产量 1300 斤/亩计算，1 亩地实现‘千
斤粮、万元田’不是问题。”

陈心亮说，水旱轮作除病害，元胡田里出效益。40 多年的
元胡种植，在城固达到了土地增效、农民增收的实际效果。未
来城固将以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无害化处理等关键技术为依
托，不断提高群众利用科技知识发展生产的能力和水平，为
全县农业发展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

黑龙江：“加减法”新算“种田账” 汉中：“田间课堂”帮药农解“疙瘩”

三月初春时节，天山南北逐渐回暖。如今，愈发快速便捷
的农村信贷服务，让春耕备耕中的全疆各族农民得以“兵马未
动，粮草先行”。

水土资源优越的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察布查尔锡伯自治
县是新疆著名的“粮仓”，农贷资金需求旺盛。近年来，新疆涉
农金融机构大力推动简化贷款手续、缩短审批流程，并对已
评级授信的农户开通“绿色通道”，促进春耕备耕贷款快速投
放，提升助农效率。

在察布查尔县孙扎齐乡牛录镇，当地的信贷员定期来到
农民夜校中进行宣讲，这也让村民哈力买买提·伊敏江接触
到了方便快捷的“农贷通”产品，只需提供身份证等必备文件，
再填好资料完成审批，当天就能取出贷款。

“‘农贷通’专门针对小额农贷用户，采取一次授信、循环使用、
随用随贷的政策，合同三年一签，最多可以申请 10 万元，不使用
额度则不会产生利息。”孙扎齐牛录信用社主任张学华介绍。

“之前申请农贷费时费力，现在需要钱就可以随时去取款机
取，比以前方便多了。”哈力买买提·伊敏江告诉记者，如今“农贷
通”成为当地农民的“新宠”，在孙扎齐乡覆盖率已经超过 80%。

手头有了足够的资金，也让哈力买买提·伊敏江心中充
满“底气”。今年他在打理自家田地的同时，还盘算着购入一批
果树苗进行种植，待成形修剪后再售出。

据统计，从 2017 年 11 月至今年 2 月，新疆辖内农信社累
计发放春耕备耕贷款 323 . 4 亿元，农户贷款覆盖率为 68 . 2% ，
同比上升 15 . 2% ，有力保障了各族农户春耕备耕资金的贷款
需求。 (记者孙哲、尚升)据新华社乌鲁木齐电

农贷手续“瘦身”

新疆“农贷通”成农民新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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