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植保无人机除草保丰收

乐都读者吴世军问：

大棚土壤经过化学
药物处理后，如何
补充生物菌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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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税郭镇野岗埠村，工作人员使用植保无人机在麦田里喷洒除草剂。

时下，山东省枣庄市14万公顷小麦进入喷施除草剂的关键时期。枣庄市组织专业服务队利用植保无

人机等现代农业技术和设施消除麦田里的杂草，全力保障小麦丰收。 孙中喆摄

种薯切块种植，能
促进块茎内外氧气交
换，破除休眠，提早发芽
和出苗。但切块时易通
过切刀传病，引起烂种、
缺苗或增加田间发病
率，加快品种退化。切
块过大，用种量大，一般
以切成 20～30 克为宜。
切块时要纵切，使每一
个切块都带有顶端优势
的芽眼。

小整薯做种，可避
免切刀传病，而且小整
薯抗旱力强，播后出苗
早而整齐，每穴芽数、主
茎数及块茎数增多。因
而采用 25 克左右健壮
小薯作种，有显著的防
病增产效果。

催芽是马铃薯栽培
中一个防病丰产的重要
措施。播前催芽可以促
进早熟，提高产量。同时，催芽过程
中，可淘汰病烂薯，减少播种后田间
病株率或缺苗断条，有利于全苗壮
苗。催芽方法：将种薯与沙分层相
间放置，厚度约 3～4 层，并保持在
20℃左右的最适温度和经常湿润的
状态下，种薯经 10 天左右即可萌
芽。 刘景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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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
见》正式发布。这是新世纪以来第
18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一号文件，
更是开启新征程的重要“灯塔”。

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的历史关口、在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完成的新形势下，“三农”工作被赋
予了更加深刻的意义。如何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做好同乡村振兴
的有效衔接？如何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如何保障
粮食安全，打好种业翻身仗？专家
对此进行了解读。

传好“交接棒”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
出要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中央一号文件
再次强调了这一点，这也将是今年
乃至整个“十四五”时期“三农”工作
最重要的任务。

那么，如何传好脱贫攻坚与乡
村振兴的“交接棒”？

“体现在巩固、拓展和转型三个
方面。”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副
院长张红宇表示，就是要把过去行
之有效的做法和经验延续下来，并
拓展到乡村振兴的方方面面，在“十

四五”期间保持政策连续性。
张红宇强调，在此基础上还要

再“升华”，实现区域之间的平衡，让
西部地区跟上中部地区的水平，中
部地区跟上沿海发达地区的水平，
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实现更高
质量的发展。并且设立底线，不发
生规模性返贫。

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对摆
脱贫困的县，从脱贫之日起设立 5
年过渡期。

齐头并进推动现代化

这次中央一号文件的一大亮点
是，聚焦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
业农村现代化。两个关键词，一个
是“全面”，一个是“加快”。

“囊括生产、生活、生态以及农
业、农村、农民，是全方位的。”张红
宇表示，从生产力推进的角度来看，
聚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乡村产业
发展；从农民角度则是聚焦低收入
人群和脱贫人口；从农村来看，提出
实施乡村建设行动，要求在基础设
施和公共服务等方面更上一层楼。
最关键的，还强调了怎么在“十四
五”开好局、起好步，为 2035年基本
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打下坚实基
础。

在张红宇看来，“加快”则是要

推进农业现代化、农民职业化、农村
美丽化。农业现代化指的就是规模
化、集约化、数字化和绿色化。

“比如，粮食和大宗经济作物如
何规模化经营，提高劳动生产效率、
资源配置效率。而对经济作物、多
元化菜篮子产品而言，则是如何提
高其集约化水平，实现劳动密集、技
术密集和资本密集，提高土地产出
效率。”张红宇说。

“值得一提的是，数字技术在推
进乡村振兴和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的进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从田间到餐桌，全程保障。”北京大
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科
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黄季焜
指出。

同近年中央一号文件相比，这
次的中央一号文件对数字技术推进
乡村振兴和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做
出了具体部署，明确提出“实施数字
乡村建设发展工程”。

黄季焜表示，数字技术加快农
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在于乡村产业
数字化。为加快乡村产业数字化发
展，中央一号文件突出强化科技支
撑、加快智能化农业机械研发和应
用，发展智慧农业。

张红宇认为，留得住人的乡村

应该是美丽、宜居的，农村美丽化就
要求厕所、垃圾、面源污染等问题要
得到很好的治理，并且搞出农村的

“特色”，避免“一刀切”和“千村一
面”。

“有一点要特别注意，实施过程
中，不能把农业和农村分割开。这
次中央一号文件也强调坚持农业现
代化与农村现代化一体设计、一并
推进，把农业和农村作为整体进行
现代化建设，才能实现农业现代化
与农村现代化的相互促进。因此，
要特别提高对农业与农村关系的认
识。”朱启臻说。

粮食安全牢牢抓紧

“手中有粮，心里不慌”，守住粮
食安全是重中之重。中央一号文件
提出粮食安全党政同责，打好种业
翻身仗，提升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
给保障能力。

1978 年中国粮食总量 3.05 亿
吨，2020年中国粮食总量 6.7亿吨，
翻了一番。1978 年中国粮食单产
170 多公斤，2019 年中国粮食单产
380公斤，也翻了一番。

“土地没有增加，但是粮食增长
了，从这个角度来讲，科技对于农业
保总量、保结构、保多元化意义非
凡，农业的科技贡献率达到 60%以

上。”张红宇说，从生物技术、装备技
术、数字技术到绿色技术，我们完全
可以用最短的时间缩小与发达国家
在农业科技方面的差距。

张红宇指出，中国国土面积非
常广袤，南北差异巨大，决定了农业
资源多元化，因此打好种业翻身仗
的前提是要保护好有特色的种质资
源，并且提高资源性，特别是主攻粮
食单产水平。

当前面临的压力和挑战也不能
忽视。张红宇指出，资源环境压力
巨大，保护好耕地资源十分关键。
根据政策，要采取“长牙齿”的措施，
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严防
死守1.2亿公顷耕地红线，坚决遏制
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

有技术、有土地，还必须要有
人，粮食安全还要解决种粮主体的
问题。”朱启臻表示，中央一号文件
这次也提到要突出抓好家庭农场和
农民合作社两类经营主体，这解决
的就是未来谁种地、如何种地的问
题。

“要培养造就一大批有文化、懂
科技、会管理、善经营且具有爱农情
怀、工匠精神、创新意识和社会责任
的新型职业农民。”张红宇强调。

据《中国科学报》

专家解读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

在更高起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近日，国家小麦良种重大科研
联合攻关和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
遗传改良研究室联合攻关筛选出的
多个节肥绿色高效小麦品种通过鉴
定。这标志着小麦品种养分高效利
用鉴定试验取得显著进展。

自 2016年起，国家小麦良种重
大科研联合攻关和国家小麦产业技
术体系遗传改良研究室在多地区创
建了小麦氮、磷养分利用特性鉴定
平台。2020 年度小麦良种攻关通
过国家初审品种 23 个，其中氮、磷
双高效 1 个，氮高效 7 个，磷高效 8
个。

小麦品种氮、磷利用特性鉴定
平台鉴定出的养分高效品种在生产
上推广应用，每0.067公顷可减少施
肥 10%～20%，节省成本 10～20元，
具有良好的经济、生态和社会效
益。 据《河南科技报》

小麦品种养分高效
利用试验取得进展

答：土壤经过化学药物处理

后，土壤中有益菌和有害菌均被杀

灭，使土壤处于相对“真空”状态，

所以及时足量地补充微生物菌对

恢复土壤的生态环境极为有利。

在操作过程中，可以通过沟施

或穴施集中施用的方式，如沟施或

穴施木美土里；也可以在定植后，

根据植株的需要随水冲施液体的

生物菌肥。 综合

补充水分 为了使菌丝迅速恢
复生长，应通过补充菌棒内的水分
和营养，降低空气相对湿度，才能获
得春菇高产。同时通过补水，人为
拉大了菌棒表面的干湿差，可以刺
激菇蕾形成。

加强通风 菌棒浸水后是保温
发菌期间，每天要通风1～2次，每次
1～2小时。

拉大温差 菌棒浸水 3 天后，通
过揭盖薄膜，拉大菇畦内的温差，使
其从营养生长阶段再次进入生殖生
长阶段，诱发菌棒形成更多的菇蕾，
从而使菇潮明显，菇朵均匀。 蒋娜

春菇的出菇管理
本报讯（通讯员 应存业）近

日，海东市乐都区从农资供应到机
具检修，从科技示范到农民培训，
田间地头呈现一派繁忙的景象，春
耕备播全面展开。

今年乐都在农业生产过程中
把确保重要农产品供给，扛稳粮食
安全作为大事来抓，着力稳面积、
稳政策、稳产量。在此基础上，坚
持质量兴农、效益优先，大力发展
紧缺和绿色优质农产品。

目前，乐都农资货源充足，价
格平稳。粮食作物统一供种 3.67
万公斤，农户自留75.11万公斤，串

换51.22万公斤；油菜统一供种0.2
万公斤，农户自行购买 2.28 万公
斤，青稞农户自留9.6万公斤，自动
串换 10.4 万公斤；豌豆农户自留
5.4万公斤，串换 2.1万公斤；截至
目前，收储麦类作物原良种 40.07
万公斤，采购杂交油菜青杂 7号 1
万袋。马铃薯储备马铃薯脱毒种
薯 6 万吨，满足全区 1.5 万公顷马
铃薯的生产用种。蔬菜种苗需求
地膜洋芋需种 7500 吨,辣椒种苗
550 万株。目前预定种苗 800 万
株，已供辣椒种苗 460 万株，其余
正在育苗中，已备蒜种 670.8 吨。

区供销系统已调运储备各类化肥
8135吨，储备农药 5吨、农膜 8吨、
中小农具2972件。近10万台（套）
农机具已全部检修完毕。今年，乐
都计划播种粮油作物 2.5万公顷。
截至目前，全区完成农作物种植近
1333公顷。

为让群众用上“放心种”“放心
肥”，乐都积极开展农资打假专项
行动。同时，积极开展科技下乡服
务活动，开展以全膜覆盖栽培、配
方肥施用、大力推广增施商品有机
肥、有机肥替代化肥、病虫绿色防
控等技术为主要内容的科技培训。

乐都:春耕有序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