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牛羊育肥牛羊育肥++光伏发电光伏发电””村民过上好日子村民过上好日子

刚刚经过大雪的滋润，
海东市民和回族土族自治
县隆治乡桥头村的后山上
散发着湿润的气息。三年
前这里成片的撂荒地，杂草
横生。2015年，桥头村驻村
第一书记动员村里能人流
转这些土地，以合作社的形
式进行规模化复耕、集约化
利用，带领村民靠土地脱贫
致富。 今年，合作社收入
了132万元，净收入有22万
元。在合作社务工的近百
名 村 民 ，收 入 达 到 1.6 万
元。昔日的撂荒地摇身一
变 成 了 村 里 的 脱 贫 致 富
田。图为桥头村光林种植
专业合作社的村民在地里
覆地膜。 魏玉坤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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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资技术

冬季，果树及设施
作物施肥对农家肥需求
量较大。但是农家肥又
因为肥效较迟缓，养分
不均衡等原因对作物生
长不利，可以采取科学
方 法 提 高 农 家 肥 肥
效。

在人粪尿中加过
磷酸钙 每 100 公斤人
粪尿中加入5公斤过磷
酸钙，搅拌均匀，存放
5~10天。经化学反应，
能使人粪尿中易发挥的
碳酸铵转化成性质稳定
的磷酸铵，从而防止氮
素的挥发流失，增加人
粪尿中的磷元素，提高
肥料的质量。

在人粪尿中加盐
每 100 公斤的人粪尿
中，加入 5 公斤过磷酸
钙和 3 公斤食盐，充分
搅拌均匀后发酵10天，
能提高氮素含量。使用

时，兑水3倍浇灌。
在鲜牛粪中加黄豆浆 每100公

斤鲜牛粪中添加2.5公斤黄豆浆，放
在缸内搅拌均匀，在25℃气温下密封
3~6 天。施用时需兑水 3 倍，做追
肥。

在厩肥、堆肥中加过磷酸钙 在
堆肥、厩肥中加入20%的过磷酸钙搅
拌均匀，堆放20~25天，可防止厩肥中
氮素的挥发流失，加快厩肥堆肥的腐
熟过程，增加有效磷含量，提高厩肥、
堆肥质量。 中肥

脱贫致富

现代农业新模式种菜新模式种菜 既防病虫害又加既防病虫害又加““营养营养””
“这就是我们种的空心菜，从

这里可以看到根系露出了土面，这
是充分湿润的标志。原来的土面
是姜黄色的，土壤可溶性盐浓度
高，现在土壤表面就比较正常，土
壤的可溶性盐浓度已经恢复到了
正常土壤的标准。”近日，在南京市
溧水华成蔬菜专业合作社示范基
地的田埂上，扬州大学园艺与植保
学院江解增教授说。

记者了解到，江解增团队联合
江苏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经过试
验研讨首次创新提出农作物“湿旱

轮作”模式，从示范应用来看，对防
控设施蔬菜连作障碍初见成效。

江解增介绍，“湿旱轮作”模式
是指利用水稻、空心菜、水芹等适
宜湿润栽培的作物与旱生蔬菜进
行轮作，为实现设施蔬菜可持续、
稳定发展找到了有效途径。江解
增说，相对传统的设施连作模式，

“湿旱轮作”模式能够控制土壤盐
渍化，改良土壤，有效治理设施连
作障碍，提升种植效益。

目前，江解增团队在连续种植
了8年的旱生蔬菜连栋大棚内的试

验结果显示，种植一茬湿润栽培作
物的方式，使土壤盐渍化情况得到
明显缓解，已有 400 多亩地达到了
预期效果。

“我们在对黄瓜霜霉病的调查
中发现，在常年种植黄瓜的大棚
中，黄瓜发病率相比’湿旱轮作’田
高出 50.7%。”江解增说，“湿旱轮
作”模式可以杀死大部分危害旱生
蔬菜的病原菌、害虫及虫卵等，有
效抑制病虫害，减轻旱生蔬菜田的
病虫害，从而使得农药投放量大大
降低。

江解增还介绍，除了可以抑制
病虫害，这种模式还能有效增加土
壤的“营养”，随着耕种年限的增
加，试验表明“湿旱轮作”田中速效
磷和速效钾的含量要比常规菜田
高出 27.7%。因此，种植水稻、空心
菜等作物的过程中不需要再施用
任何肥料。目前，示范基地的空心
菜收割了 8 茬，亩产约 6500 斤，水
稻亩产近 700 斤，比一般同类农作
物可以提早 1 到 2 个月上市，减药
减肥、增值增效效果明显。

据《科技日报》

柴达木灌区青稞高产栽培技术柴达木灌区青稞高产栽培技术（（一一））
青海省农林科学院青海省农林科学院 研究员吴昆仑研究员吴昆仑

专家讲堂

“一条腿走路不稳定，只有两条
腿一起走路，生地村才能稳步脱贫，
走上富裕的道路。”通过牛羊育肥和
利用太阳能资源优势，开展光伏发电
扶贫项目建设，昔日靠天吃饭、土地
贫瘠的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
青林乡生地村的村民们摘下贫困帽
过上了好日子。

三年前，生地村的村民主要依
靠种植小麦、油菜、土豆为生，但种植
的产量较低，只够自家吃，无法成为
村里主要经济来源，因此不少村民外
出打工挣钱补贴家用。而且，村里的
基础设施也十分落后，通向外界公路
也只有一凹凸不平、缺乏修缮的硬化
道路。

“扶贫刻不容缓！”西宁市人大办
公厅选派到生地村的第一书记罗浩

带领扶贫工作队，为村里“量身定做”
制定了一套完整的脱贫计划。

生地村全村共 176 户、743 人。
通过精准识别和建档立卡，确定贫困
户有 59 户、贫困人口 212 人。2015
年，罗浩来到生地村，白天走村入户
搞调查，晚上整理资料，从老党员到
退休的支部书记，从支部委员到群众
代表，从致富能手到贫困户，罗浩每
天与村民们拉家常、聊心事，听听大
家的意见、谈谈村里的发展思路。经
过近三个月的深入走访调研，罗浩与
扶贫工作队对生地村的发展现状、贫
困原因及贫困人口状况有了一个深
入的了解。

掌握到实际情况后，扶贫工作
队决定通过精准扶贫贷款来发展育
肥牛羊。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和发展

牛羊育肥，生地村已有不少村民尝到
了甜头。然而发展育肥牛羊还远远
不够，2016年，为确保贫困户获得长
期稳定收入，生地村通过扶贫单位的
牵线搭桥，实施了江苏南京援助的东
西部光伏发电项目，投资171万元支
持村里的57户贫困户实施分布式光
伏发电扶贫项目。

“村里充分利用太阳能资源丰
富的优势，开展光伏发电扶贫项目建
设，利用贫困户屋顶和村里的空余面
积建设集成太阳能光伏系统，从而增
加贫困户的经济收入。每家每户投
资3.1万元，安装之后合并到国家电
网里面，之后国家电网给村民们一些
补助，发电好的家庭能达到 7000多
元，最差的一年都有 5000 多的收
入。”罗浩说。

村民们切实感受到了扶贫工作
队的帮助，大家收入增加了，生活也
变好了。“光伏电站给我们安装上了，
经济方面负担就减轻了不少，工作队
帮扶我们牛羊育肥，现在路灯也安装
了、水管也通了、田间路也改建完成
了，主要是国家的政策好，能为我们
老百姓带来实惠。”村民哈春孙说。

在精准扶贫工作中，农村党支
部的建设至关重要。罗浩说：“很多
困难只要村党支部思想统一就会迎
刃而解，只有充分发挥村党组织战斗
堡垒作用，才能为精准扶贫提供坚强
的组织保障。扶贫工作队将基层党
建与脱贫工作深度融合，综合施策，
精准发力，持续推进，使脱贫攻坚工
作有了坚实的组织保障。”

据新华社

莫贪便宜买贱
牛 由于各地竞相饲
养奶牛，牛源比较紧
张，高产优质奶牛比
较难买，而且价格昂
贵。初养奶牛户因
贪图便宜或不了解
情况往往会买回产
奶量低的改良牛或
者年龄偏大的牛，有
的甚至买回患乳房
炎、子宫炎的病牛。
因此，农户购买奶牛
时，要聘请专业技术
人员帮助挑选高产
优质的青年奶牛。

饲养管理方法
要科学 一是买牛时
要尽量多了解奶牛
原来的生活环境，如
饲喂的饲草种类、喂
量、日挤奶次数、日饲喂次数等；
二是优化饲料配方，根据每头牛
的产奶量确定不同的饲料配方
和精饲料的饲喂量，降低生产成
本。

搞好牛奶的销售 有些地方
刚开始发展奶牛生产，奶牛规模
很小，产奶量少，往大型乳品加
工企业送奶划不来，致使有些养
牛户干脆不挤奶，只供犊牛饮
用，殊不知这样会影响奶牛以后
的产奶性能。因此，奶牛散养户
应积极开辟当地的牛奶销售市
场，坚持正常挤奶，保持奶牛的
正常生产水平。

章华

一、适宜范围
青海省柴达木灌区高产青稞

区主要包括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
州柴达木绿洲灌溉农业区。

二、品种选择
昆仑 15 号、柴青 1 号、昆仑 14

号等品种。
三、栽培技术
（一）播前准备
1.轮作倒茬
选用油菜、马铃薯等作物茬

口。青稞忌重茬，一般轮作 1~2
年。

2.耕作整地

秋收后及时深翻 20 厘米，播
种前灌水浅耕。

3.施足基肥
施农家肥 1500kg/亩~2000kg/

亩，秋耕地区深翻埋肥，施磷酸二
胺 30kg/亩、尿素 10kg/亩，采用分
层施肥播种机与播种同时进行。

（二）播种
1.播种时间
一般在 4月中旬至 5月上旬。
2.播种方法
条播，行距 15cm，播种深度一

般在 3cm~5cm之间。
3.播种量

根据品种千粒重和特性确定
播量。不抽穗或半抽穗品种播量
为 17.5~20.2kg/亩。全抽穗品种
播量为 20.0~22.5kg/亩。

（三）田间管理
青稞从播种到成熟，需要进行

精耕细作，才能达到全苗、壮苗，壮
秆穗大，籽粒饱满，因此苗、株、穗、
粒是达到大面积平衡高产的四大
关。根据青稞生长特点，田间管理
工作可分为前期、中期、后期三个
阶段，即出苗分蘖阶段、拔节孕穗
阶段和抽穗成熟阶段的管理。

1.前期管理

青稞从出苗到分蘖为苗期阶
段。苗期是生长根系，地上绿色
部分迅速增长和幼穗分化的时
期，为青稞吸肥的临界期，尤其是
青稞 3 叶期是幼苗吸肥较多而迅
速的重要时期。三叶期追施尿素
10kg/亩，随后浇水 1 次，并进行松
土、除草。为确保幼苗生长健壮，
延长幼穗分化时间，增加子穗数，
促使根系打下良好的基础。

2.中期管理
青稞拔节期，小穗数已经定

型。这时正是营养生长和生殖生
长最旺盛的时期，又是青稞一生中

生长发育最快，对养分、水分、温
度、光照要求最迫切的时间，因此
必须紧紧抓住这个重要时期，加强
管理，促进大穗多粒的形成，提高
结实。此时因视苗情：弱苗田应及
时追肥，每亩追施尿素 2.0~2.5kg，
长势过旺地块要可喷0.5%矮壮素，
控制株高，防止倒伏，创造良好的
通风透光环境，促进群体协调生
长。分别在拔节期和孕穗期浇水
两次。

3.后期管理
灌浆成熟期，其小穗数已确

定，但却是提高结实率、争取穗粒
数的重要时期，也是对水分比较敏
感的时期，防止倒伏，该时期应根
据地块水分含量适时浇水两次，以
满足青稞生长对水分的要求。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