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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农三
2018 年是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的开局之年，也是推进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之年。我
市水稻生产也面临最低保护价下
调，农资价格大幅上涨，产业化程
度不足，效益提高难等问题。对
此，如何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
记者昨日从市农委获悉，今年我
市水稻生产要坚持质量第一、效
益优先、绿色发展的原则，突出

“提质增效、生态保优、品牌兴稻”
的发展要求，大力示范推广集中
育供秧、优良食味稻米绿色保优
栽培、稻田综合种养以及肥水精
准调控等节本降耗、绿色增效技
术，深度挖掘“稻田+”、“稻米+”
在促进乡村振兴、产业兴旺中的
潜力，为推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据了解，今年我市水稻生产
的目标任务是：水稻种植面积稳
定在 52万亩左右，单产 630公斤
左右，总产 33万吨左右，稻米品
质达国家三级米以上标准，良种
覆盖率98%以上。以水稻绿色高
质高效创建为抓手，推广以机插

秧为主的集中育供秧、全程机械
化；推广绿色生态栽培，推进化
肥、农药减量增效；因地制宜发展
稻田综合种养、水稻+N种植模
式，调整种植结构提质增效；推进
绿色优质稻米生产基地建设和产
业化发展。

为推广优良食味水稻品种，
发展稻米产业化，今年我市水稻
品种将推广以高产和优质食味品
质稻米为主，早熟晚粳品种主推
南粳5055、武运粳31，搭配宁粳8
号。迟熟中粳品种主推南粳 52、

宁粳 7号，搭配南粳 9108。各镇
品种布局坚持“一主一辅”原则，
做到因种栽培，严禁推广跨区域、
未审定的品种。并扩大优质食味
稻米品种的种植，因种栽培，调优
品质。建立优质稻米基地，注重
打造优质稻米品牌，加大订单生
产，发展优质稻米产业化，延伸产
业链，提高种粮经济效益。与此
同时，我市还将大力发展集中育
供秧，推进全程机械化生产；推广
绿色生态栽培技术，通过水稻精
确定量栽培集成技术，开展化肥

减量增效和推进植保绿色防控，
促进水稻稳产提质。

优化水稻种植结构，提升稻
米质量和效益。围绕提升质量效
益，推进水稻种植结构调整优
化。一是因地制宜示范推广稻田
综合种养模式。如“稻-鸭共
作”、“稻-小龙虾共作”、“稻-
鱼”、“稻、鸭+牧草、鹅”生态循环
种养等，建立规模种养基地，生产
绿色、有机稻米，各地可扶持引导
生产者、经营实体等组建联合体，
实行种植、加工、销售全产业链发

展，合力打造优质绿色稻米品牌，
提升产品知名度，实现品牌溢价，
提高效益。稻田综合种养的农户
要有一定的养殖基础和经营管理
能力，切忌盲目投入。二是积极
示范推广“水稻+N”种植模
式。有条件的可积极示范推广

“水稻+马铃薯”、“水稻+莴苣+
苋菜”、“水稻+西红柿”、“水
稻+西瓜 （草莓） ”等种植模
式，提高种稻复合收益。

开展绿色高效创建，建设优
质稻米产业化基地。围绕生产可
持续发展理念，继续推进水稻绿
色创建。示范片全面使用优良食
味品质稻米，以轻简、绿色、高
效生产为导向，开展绿色高产高
效示范片创建。通过高产创建等
项目带动，扶持引导规模大户、
家庭农场、新型经营主体等打造
一批生产环境优、基础设施好、
技术能力强、规模集中连片，集
生产、收储、加工、销售一条龙
的优质稻米产业化示范园、家庭
农场集群、产业化示范基地，带
动稻米产业提升。此外，我市
市、镇农业部门还将加强技术指
导与服务，促进关键技术普及，
提高规模化生产水平和规模经营
效益。

突出“提质增效、生态保优、品牌兴稻”

“绿色优质”成为今年水稻生产主旋律
本报记者 须俊 实习生 郡玉 通讯员 玉兰

本报讯（记者 佩玉）“这几
天我的百亩猕猴桃树先后开花，
可好看了，虽然授粉工作量大，但
是忙得开心。”司徒镇梅氏猕猴桃
园负责人梅亚伟告诉记者，今年
他一共种植了 125亩猕猴桃，其
中公树2亩，母树123亩。四月中
旬开始，猕猴桃花陆续盛开，别有
一番风味。

沿着村里蜿蜒的道路，记者
来到位于司徒镇前闵村现代农业
生产基地的梅氏猕猴桃园，还未
走进去，就闻到一股淡淡的花香，
柔和淡雅，十分好闻。走进一看，
果园中间的空地上铺着一块绿色
的布，上面晒满了小花朵，梅亚伟
告诉记者，这些都是从猕猴桃公
树上采下的花朵。“我们把公树上
的花采下来，用机器把花朵和花

粉分离开，花粉是用来授粉的，花
朵晒干以后可以做枕头，晚上枕
着睡觉，会有一股花香，很受大家
欢迎。”

猕猴桃花的花期较短，只有
5天时间。4月10日，梅亚伟种植
的 2亩公树就陆续开花了，15日
开始，母树也开花了，这些天，梅
亚伟每天都和工人们一起忙着采
花、分离花粉、点花……“母树开
花后，最佳授粉期只有两三天，工
作量十分大。除了我，还有10多
个工人一起忙着授粉。”梅亚伟告
诉记者，今年授粉，他还使用上了
新设备——高效授粉器。“其实这
个设备我早就买了，但是一直都
没有用。以前授粉都是用毛笔一
朵一朵点花授粉，这样授粉的成
功率高，效果好，但缺点就是太费
时费力。授粉器授粉速度快，但
是授粉效果要差一些。”梅亚伟告
诉记者，如果像往年一样采用人
工授粉的话，一方面是时间会很

紧张，因为今年花朵几乎是一夜
之间齐开放，且用工成本会比较
高，至少需要50个工人。

梅氏猕猴桃园的创始人梅亚
伟是江阴人，今年39岁。10多年
前，大学本科毕业后的他，在江阴
一家上市企业工作，收入很是不
错。5年前，梅亚伟辞职来到丹
阳，和父亲一起进行农业创业，成
了新型职业农民。为了能够更好
地发展，梅亚伟专门成立了梅氏
猕猴桃专业合作社，并于 2015年
成功注册商标“The One”。

采访过程中，梅亚伟时不时
和记者介绍起猕猴桃的生长特
性、种植要点等等，俨然已经从一
个“门外汉”成长为猕猴桃种植的
专业人士。“就是自己平时多用心
学习，前段时间，我还去南京听一
位教授讲解如何种植猕猴桃呢。”
梅亚伟告诉记者，近两年，受天气
因素等多方面影响，果园产量并
不是太高，产量大约在 1万斤左
右，主要通过零售和游客观光旅
游采摘。“预计今年 9月份，我的
猕猴桃就可以采摘销售了，产量
预计会比较乐观，我还是挺有信
心的。”

“农业种植很辛苦，但是也很
有成就感，每到收获的时候都很
开心，我觉得农业还是大有可为
的。”说起这些年种植猕猴桃的感
受，梅亚伟表示，当初选择种植猕
猴桃，就是看好它的发展前景，今
后，他要继续做大做优猕猴桃种
植，把果园打造成为特色观光农
业基地，同时带动周边农户一同
致富。

图为我市专业大户在准备机插秧营养土图为我市专业大户在准备机插秧营养土 萧也平萧也平 摄摄

百亩猕猴桃花次第盛开
种植户抢抓花期进行授粉

农业色特

课堂养种
根据小麦品种布局、生育

进程、菌源基数和天气趋势等
相关因素综合分析，预计今年
我市小麦赤霉病将呈偏重流行
的态势。再加上白粉病、锈病、
粘虫、蚜虫等其他病虫的影响，
小麦穗期病虫总体将达偏重发
生程度。为此，市植保站提醒
广大农户要坚持“预防为主、主
动出击、统筹兼顾、总体防治”
的防控策略，打好以赤霉病为
重点的穗期病虫防治总体战，
确保夏粮丰产丰收。

1、防治对象：所有小麦田。
2、防治时间：要立足两次

用药，做到“见花就打，盛花再
打，遇雨补打”。第一次用药时
间应掌握在小麦扬花初期（扬
花株率达 5-10%左右，也即见
花打药），第一次药后5-7天开
展第二次防治。

3、防治配方：①48%氰烯·
戊唑醇悬浮剂 50毫升+25%氯
氰·辛硫磷 40 毫升+70%吡虫
啉 3-4克；②45%戊唑·咪鲜胺
水乳剂 25-30毫升+430克/升
戊唑醇悬浮剂 12-15 毫升+
25%氯氰·辛硫磷40毫升+70%
吡虫啉3-4克。

以上配方可兑水 20 公斤
用弥雾机弥雾或兑水30-35公
斤用静电喷雾机、自走式喷杆
喷雾机喷细雾。第二次用药时
仍可选用上述配方，但要按交
替使用的原则选用与第一次不
同的药剂。

注意事项：①防治时要用
足药量和水量，药后 6小时内
遇雨，要及时进行补治；②若小
麦扬花期预报有雨，要抢雨前、
雨隙用药，不要错过防治适期；
③提倡使用自走式喷杆喷雾
机、机动弥雾机和静电喷雾机
防治，以提高农药利用率；尽量
不要选用农药利用率低的担架
式喷雾机；④穗蚜或粘虫发生
重的田块，总体防治结束后，要
根据田间残留虫量做好复查补
治工作；⑤做好农药包装废弃
物的回收，保护生态环境。

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制合作
制改革是继农村实现家庭联产
承包责任制之后的又一次重大
改革，2017年，我市选择7个村
开展了改革试点工作，将集体
资产折股量化到集体经济组织
成员。今年，我市将在 2017年
试点的基础上全面开展农村集
体资产股份制改革工作，确保
年底前全市70%的村完成改革
任务，明年将实现全市农村集
体资产股份制改革工作全覆
盖。

抢抓适期 见花打药

打好小麦穗期病虫防控战

扫一扫，关注丹阳
日报有机农场！

图为梅亚伟在查看猕猴桃花图为梅亚伟在查看猕猴桃花 记者记者 佩玉佩玉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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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委夸赞声音空灵像王菲

徐婕：同学眼中“行走的CD”
本报记者 马骏 赵文菁 孙安琪

第三季《中国新歌声》
丹阳海选赛已经接近尾声
了，回首数周以来的精彩
比赛，不乏声线与知名歌
手十分相近的选手，徐婕
就是其中的一位。来自丹
阳师范学院的她凭借一首
时下流行的《在人间》得到
了评委老师以及现场观众
的一致肯定，并以当场最
高分拿到了晋级复赛的资
格。评委老师点评时更是
夸赞她声音空灵，像极了
王菲，这样的评价也让观
众们对这位小姑娘接下来
的表现尤为期待。

图为徐婕参加第三季《中国新歌声》丹阳赛区海选。记者 溢真 摄

鼓起勇气登台 谁料头
名晋级

徐婕是丹阳师范一年级的新
生，首次登上此类大型音乐比赛
的舞台就取得小组第一的成绩，

对她来说无疑是个大大的惊喜。
“之前根本没想过能得小组第
一，只是觉得能晋级就很满足
了。”赛后，徐婕激动地说。

虽无大赛经历，但小赛经历
却不少。徐婕表示，自己从初中
时期开始就经常参加学校里组织
的歌唱比赛。说到比赛获得荣誉
时，她用手比划着，“大概是这
么一叠奖状、证书，现在还在家
里完好地保存着，算是我一路走
来的一点‘小成就’吧。”不过
类似此次“新歌声”的歌唱大
赛，徐婕还是第一次参加，“我
从来没参加过这种海选，而且是
现场公布晋级名单的比赛。报名
的时候我就一直担心自己会发挥
不好，但看到很多身边的同学都
跃跃欲试，我就想着，不管怎样

都要来试一试。”回想海选当
天，她说：“当时登台的时候还
有些紧张，但唱一会儿就不紧张
了，唱歌能够让我放松下来，之
后就是一种享受音乐的状态了，
音乐就有这种特殊的‘魔力’，
所以我特别喜欢唱歌。”

为追逐“音乐梦”曾与
母亲“冷战”

徐婕说，虽然父母一直非常
支持自己学音乐，但就在小升初
之际，母亲出于对徐婕学习的担
忧，想让她中断声乐考级。得知
母亲这一想法的徐婕又焦急又难
过，“当时培训班的老师说我可以
直接考九级了，虽然妈妈极力反
对，但是我心里非常不甘心，一心
就想坚持下去。”

一气之下，母女陷入了“冷
战”。有两三天时间，徐婕没有和
妈妈说过一句话。“那几天里，我
早上起来就直接去学校了，放学
回来就一关房门，直接回房间
了。”徐婕说，自己当时心里对妈
妈很“失望”，觉得她不能理解自
己对音乐的那份热爱，也不支持
自己，和大多数家长一样，只知道
功课、作业、考试这些东西，对于
自己的兴趣和理想一点也不在
乎，“我一个人待在房间里就生着
闷气，觉得妈妈是在扼杀我的理
想和追求，想到伤心处就忍不住
一直哭。”

“后来突然有一天，妈妈跟我
说‘你要是真的想学就学吧，但是
考完级升学后就要安心学习了，
以后更是不能经常请假出去演
出。’”最终，面对女儿的坚持，母
亲还是让步了，这让徐婕更加坚
定了考过声乐十级的信心。“现在
想想，当时的自己也真是太叛逆
了，不懂得和家人好好沟通。毕
竟自己当时年纪那么小，哪里知
道未来是什么样的，社会是什么
样的，妈妈也是为了我好，但我却
是后知后觉。”说到这里，徐婕显
得有些懊恼。

为乐而狂，同学眼中
“行走的CD”

小时候，徐婕经常参加音乐
班的培训，她也没想到，在以后的
日子里，音乐成了她形影相随的

“好朋友”，甚至可以说是生活的

主要组成部分。如今，徐婕已经
是一位丹阳师范学院一年级的学
生，熟悉她的同学都知道，只要有
徐婕在的地方就有音乐，在同学
的眼中，徐婕就是一个“行走的
CD”，整天戴着耳机一边听一边
唱。“说实话，我原来挺不喜欢那
些戴耳机跟着唱的人，像是完全
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可她唱得真
的好听，现在她要是一天不在我
面前唱歌，我反倒不习惯了。”同
学兼闺蜜说道。

实际上，丹阳师范的学生参
加丹阳日报举办的歌唱赛事这几
年似乎已经成为了一种“传统”，
前几年大受观众喜爱的王丽娜、
贡梦培等选手都来自丹阳师范。

“我听说我们学校很多学姐之前
就参加过丹阳日报举办的歌唱大
赛，还取得了很不错的名次呢，这
次那些学姐没有再来参加，轮到
我了，感觉亚历山大啊。”徐婕笑
着说道。

眼看复赛时间一天一天地接
近了，徐婕已经在精心挑选自己
的复赛歌曲了，“张碧晨的歌比
较适合我的声线，所以一开始我
打算从她的歌里选一首，但是我
纠结了很久，直到前两天才定下
来。”她说。聊到其他选手，徐
婕语气中满是佩服，“我们那场
好几个选手都唱得很好，他们身
上有许多值得我学习的地方，

‘新歌声’给我带来了不少的收
获，希望自己能走得更远吧。”
徐婕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