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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觉得很贴心，有人觉得是浪费车位资源，还有个别市民觉得是歧视女司机

“女士专用停车位”现身商场引热议

本报讯（记者 马骏）昨天上
午，市民杨女士拨打本报民生热
线 86983119反映，称自己近日在
开发区新城吾悦广场的地下停车
场偶然看到了几个画着高跟鞋图
案的停车位，商场工作人员告诉
她，这是“女士专用停车位”。杨
女士表示自己一直以来都没有注
意到，她觉得这样的做法很贴心，

“我拿驾照有一年了，路上开车一

点问题也没有，但每次停车都很
头疼。‘女士专用停车位’比普通
车位宽了不少，很轻松地就能把
车子停进去。”不过，记者在采访
中发现，市民们对于“女士专用停
车位”意见不一，有人觉得这种车
位空间大、体现了对女性司机的
照顾，也有人觉得，这种比普通车
位宽了不少的特殊车位，是浪费
车位资源，甚至有个别市民觉得

这是对女司机的歧视。
接到电话后，记者来到吾悦

广场的地下停车场寻找“女士专
用停车位”，在负二层的E区和F
区，记者看到了几个比普通停车
位宽了大约 50 厘米的停车位。
这几个停车位上均有高跟鞋的图
案，让人一看就知道是女性司机
的专属车位。从停车位上的痕迹
来看，应该是由最初的普通停车
位改造而成的。记者发现，这些
停车位距离商场的进出口比较
近。虽然是工作日的上午，商场
里客流量并不多，但这些“女士
专用停车位”上大多停着汽车。
一位停在此处的车主刘女士表
示，有了这样的停车位实在是太
方便了，不仅容易停车而且还省
去了寻找车位的时间。而对于男
司机来说，面对这样的停车位也
只能笑着离开。车主王先生表
示，“这样的车位确实能方便女
性，挺好的，而且停车位上画着
高跟鞋，男的还真不好意思往这
儿停。”

记者随后向商场工作人员询
问这些“女士专用停车位”平时的
使用情况，一位工作人员称，目前
吾悦广场地下停车场内有十多个

“女士专用停车位”，这些特殊车

位深受一些带小孩的女性顾客青
睐，但也有一些女性车主会选择
在常规的车位上停车，“10 位女
性里，可能有 6 位会选择停在这
种车位上，主要还是看个人喜好
和驾驶技术吧。”

在采访中，一些市民表示，商
场里每逢周末假日，人流量很多，
往往在停车场里转了半天也找不
到一个停车位，而这些宽大的“女
士专用停车位”显然浪费了车位
资源。那么，这些“女士专用停车
位”的设置是否有必要呢？记者
随后在商场里采访了几位女性市
民，其中大多数表示有必要，认为
这体现了对女性的关怀。个别车
主则表示，“女士专用停车位”没
有必要。“商场里提供宽大的女性
专用停车位固然会方便一些，但
街边、马路上，不可能有那么多资
源来设置女性专用停车位，因为
自己是女性就依赖于社会的特殊
照顾，我觉得不好。练好技术才
是硬道理。”一位车主说道。

对于“女士专用停车位”，个
别女性市民认为是对女司机驾驶
技术的质疑。“虽然我每次停车都
要花不少时间，但我从没停过商
场里的‘女士专用停车位’，总觉
得像是对女司机的特殊照顾，让

我感觉挺不是滋味。难道女人开
车就都那么不靠谱吗？”市民张倩
说道，“我老公开车技术还没我好
呢，每次坐他的车，我都控制不住
体内的‘洪荒之力’，总会说他几
句，一脚油门一脚刹车的，哪里受
得了。”张倩表示，男人开车有时
会追求速度，横冲直撞，而女人则
比较小心谨慎。她认为，开车主
要看经验，男司机、女司机都有开
得好和不好的。

吾悦广场一位负责人表示，
商场设立的女士专用停车位相比
普通停车位要宽一些，而且位置
要好停一些，主要是方便女性顾
客，并不是歧视女性司机的开车
技术不好。因为反响良好，商场
眼下已经开始规划，计划设置更
多的连排“女士专用停车位”，并
打算将这些停车位周围的墙体刷
成粉色，以方便女性顾客能更容
易找到这些车位。

商场里的“女士专用停车位”。 记者 马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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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他人着想 捐献热血 分享生命”

热烈庆祝第十五个世界献血者日
世界献血者日之所以选中这一天，是因为 6月 14日

是发现ABO血型系统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卡尔·兰德坦纳
的生日。“世界献血者日”宗旨在于，通过这一特殊的
日子感谢那些拯救数百万人生命的自愿无偿献血者，特
别是多次定期捐献血液的个人，颂扬他们无偿捐助血液

的无私奉献之举；同时希望全社会对自愿无偿献血的重
要性引起更广泛的认识，鼓励更多的人尤其是青年，成
为合格的经常献血者，在需要拯救生命时提供可使用的
最安全血液。2005年5月24日，在第五十八届世界卫生
大会上，192个世界卫生组织成员国通过决议，决定认

可“世界献血者日”为国际性纪念日。
今年“世界献血者日”主题是“为他人着想 捐献

热血 分享生命”，旨在提请关注自愿献血制度在鼓励人
们相互关爱以及建立社会联系和加强社区团结方面的作
用。

纪念《献血法》实施20年

向“无偿献血英雄”致敬！
无偿献血事业是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社会公益性事业，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道德建设

的重要组成部分。自1998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实施近20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各级
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无偿献血工作，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新闻媒体的广泛宣传和采供血工作者的辛勤努力下，特
别是在广大无偿献血者的积极参与下，我市的无偿献血工作一步一个脚印，一年一个台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形成了政府领导、多部门协作、社会参与的良好氛围，我市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先进城市和江苏省无偿献血先进市荣
誉称号。自献血法实施20年来全市共22.8万人次参加了无偿献血，献全血3858.3万毫升，成分献血7.8万治疗量，
临床用血100%来自自愿无偿献血。2017年我市共有12295人次参加了无偿献血，献全血290.7万毫升，比2016年增
长了18.3%；成分献血5881治疗量，比2016年增加了6.1%，充分保障了临床用血。

符合无偿献血奉献奖（献血 4000ml以上)3602人，金奖（8000ml以上）1707人，银奖（6000ml以上）612人，铜奖
（4000ml以上）1283人。

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已表彰）名单如下（排名不分先后）：
鲍道月 江渠平 蒋浩浩 蒋开生 凌正芹 刘成厚 刘 惠 刘国栋 冒素凤 周锁香 俞海生 曾文飞 赵 伟 张秀恒 张学康 武安军
徐 芳 朱红军 王林生 仰荣华 薛云杰 唐志强 李武志 夏卫华 尚亚龙 王 林 孙 欣 胡海滨 徐锁占 周 海 张杉杉 欧阳正兴
唐 豪 巢 杰 万芝明 宋海波 胡志明 陆 军 盛恒云 卞 利 祁学军 李留英 李轶卓 曹兴锐 刘 卫 房红辉 谢东雷 周志虎
蔡 君 于木书 许二梅 张夕妹 徐小妹 陈玲霞 夏建芳 汤和风 史根英 窦玉娥 王建华 刘荣康 王火坤 张洪仙 王书夕 王锁平
张荣生 林友法 薛建华 盛锁美 徐学英 蒋云峰 曹冬英 姜和琴 王丹敏 杜庭华 汤书娥 毛良金 高菊风 李琴梅 言新泉 王海军
田国仁 铁永会 陈建国 李腊琴 李云坤 毛瑞荣 谭月华 杨锁海 帅金法 姜红妹 毛月霞 郦中兴 虞亚平 言新波 董锁华 丁玉金
朱智红 刘来科 孙新琴 刘文忠 毛荣寿 余金仙 陈凌峰 陈云美 吴华芳 秦国勤 夏红军 张亚香 赵海平 王卫武 吴华忠 路国华
唐雪芳 丁红仙 张静华 林正龙 邓忠花 杨爱萍 吴三忠 王留坤 陈腊生 袁初生 蒋云芳 李林花 刘忠良 邓正风 肖仁仙 刘民中
汤月华 任惠元 蒋文兵 韦国平 吴双华 孙红军 束夕炳 刘双林 束法龙 颜中华 张 伟 肖书云 刘学珍 葛明凤 葛海清 蔡文霞
陈伟强 狄思蓉 韦金辉 赵金彦 王国宏 王春娣 沈小俊 蒋明浩 杨文学 陈 明 谭荣俊 王 斌 朱红斌 毛冬红 王朝明 徐庆荣
厉卫东 王玉金 郦国海 臧东升 蒋柏伟 史瑜辉 顾林潘 郭洪兴 陈 梁 周伟国 徐文辉 贺玉栋 王 明 石 俊 何俊峰 戎建祥
刁祥雨 孙 宏 王 俊 吴敏源 李杰芳 李旭东 王 华 江丽红 于 雷 姜 维 宋鑫福 张岩平 韦叶玉 蒋伟俊 刘志仲 陆 军
谭白云 毛建强 丁 洁 赵紫娟 常河翔 庄 明 张 剑 毛燕平 卞延军 丁云玲 孙 健 盛丹华 刘伟坡 曾 云 雷 伟 李坚强
丰 伟 窦杰斌 束冰涛 邹云杰 卢 凯 景 幻 许俊晨 贡兆祥 黄 健 史文浩 王晓旭 周炳杰 于碧慧 王 鹏 李 松 宋超凡
张培培 尹露军 邵 林 张 文 谢 杰 刘智城 沈国军 王 涛 邵 敏 李 栋 芮金奎 张 青 孙常君 廖明慧 周前程 郭其学
祁 月 王其龙 吕小林 陈尚保 季传伟 刘金帅 李 杰 马元飞 曹道强 徐 兵 吴其菊 陈 松 王康壮 张海波 刘理想 王振成
孙 浩 李 朋 胡飞祥 于洪起 吴 彬 宗 虎 宗贤林 曹学池 周思健 彭 炯 杜爱玮 方恒根 姜 军 庄 豪 黄 华 谢金富
洪阳峰 吴钦妹 王春苟 贾明志 林海东 赵信正 李玉法 赵存林 王素起 张明远 付长海 张志锋 牛草原 李 勇 王晓广 杨 雷
苏迎欢 朱毛五 翟成鹏 赵帅民 陈世喜 王 杨 丁志刚 胡明训 李 杰 全江平 莫爱明 王小林 罗登才 起朝发 张佳会 罗 建
黄 强 陈碧军 何 勇 曾 琼 王 金 王 英 冯 江 李远慧 赵 洪 李 波 孙长兰 任飞洪 谷云浪 李章鸿 罗 未 徐章惠
訾昌友 石贵美 罗友发 孙传友 铁永会 陶建芬 尹太龙 聂红军 金 昕 荆孝平 李琴芳 王春花 吴林梅 左亚明 姚正荣 臧守柱
李忠宾 卞国军 陈德香 白玉明 胡大家 王乐平 朱兴文 马建伟 李永俊 秦 龙 姜国平 罗国良 史顺娣 史 玉 魏康辉 谢 毅
徐国新 殷晓杰 张成真 郑传将 陈建平 许冬泉 赵桂英 沈贝平 张留刚 陈克劲 贡国中 荆小秀 史新华 施志涛 杨惠明 杨有为
岳贵莲 王和金 蒋国俊 吴 伟 徐思君 徐伟生 徐琰华 江国忠 孙 峰 臧 云 胡 江 顾建梅 仲金锁 周 晨 李维华 戴荣玲
马威威 马玉花 马云辉 李 飞 荆云良 陈团利 陈喜邦 陈艳红 陈志伟 隆玉娣 陆春波 吕红妹 罗 强 罗永志 罗运梅 骆 强
牛春林 潘莉刚 彭庆标 钱正好 任建宝 吴伟忠 张何来 张建玉 张金英 张志成 赵得保 韦水炳 张 坤 张明兰 张锡芳 盛亚军
时天宝 朱国庆 朱和坤 朱林军 朱新疆 庄粉娣 庄银瓶 邹陆俊 陈 凯 戴 贵 汪刘网 王春华 许正方 薛阿萍 李 凯 李 铮
王坤建 王升虎 王水军 王眭杰 王孝凤 夏 炎 徐 刚 徐广成 徐新伟 许琴良 杨 炳 杨兴梅 肖新娣 肖家平 董国梅 杜 星
高 渡 高建林 贡俊浩 后国保 胡培训 黄金方 杨秀国 杨秀连 殷素仙 殷志峰

丹阳市无偿献血志愿者服务队
丹阳市无偿献血志愿者服务队是由在本市积极参加无偿献血和自

愿推动无偿献血事业发展的人士所组成的。
服务队宗旨是以“快乐志愿、健康公益、传递爱心、拯救生命”为使

命，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倡导“公正、友善、责任、
诚信”的价值取向，遵循“设定目标、自主管理”的发展要求，将无偿献血
志愿者服务队打造成一支具有社会影响力的队伍。

目前，无偿献血志愿者服务队下设齐梁义工、如意慈善、凤凰 520、
九九爱心、爱心车队、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等六支分队，定期开展无
偿献血和志愿服务。

欢迎更多的企业、社会团体、爱心人士加入无偿献血爱心企业公益
联盟和丹阳市无偿献血志愿者服务队。

联系热线：0511-86586286

无偿献血爱心企业公益联盟成立啦
为了推动丹阳无偿献血事业的发展，本着“健康公益、传递爱心、拯

救生命”的宗旨，无偿献血爱心企业公益联盟今日正式成立了。
本联盟为企业自愿加入，定期与丹阳市血站开展无偿献血相关活

动，为献血者提供本企业承诺的各种优惠政策和便利服务，心系天下，
关爱生命。

丹阳新城吾悦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丹阳山水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江苏万善律师事务所 丹阳市江泰工具厂 镇江苏宁易购有限公司

江苏碧佳碧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丹阳市食品总公司

丹阳市金艺装饰有限公司 孩子王儿童用品有限公司

金仕堡健身 艾美家 遇见菲林 波卡猫 蒙特梭利国际早教

香玉婷 邻家女孩 铜锣湾 RB巡茶（珍奶会所）

丹阳市开发区山海津餐馆 陈记粥铺 火舞食炉匠烤肉

新石器烤肉 小蜀娘 爱斯米牛排自助 风波庄 一席地

向广大无偿献血者、志愿者和支持、参与无偿献血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致敬!

首批无偿献血爱心企业公益联盟名单如下（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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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 5~9月份都是小龙虾
的销售旺季。昨日一大早，记者
赶到访仙镇惠明水产专业合作社
时，合作社的社员们正忙着捕捞、
筛选小龙虾，合作社理事长戎新
华告诉记者，眼下正是小龙虾销
售的旺季，这段时间，合作社每天
都能卖出近 1 吨小龙虾，每斤价
格在21~22元。

据戎新华介绍，今年，该合作
社共养殖了 1000 余亩水面的小
龙虾，他个人也养殖了 70 多亩。
目前已经进入了销售旺季，销量
大，价格也十分可观。“今年5月1
日开始，我们就开始卖小龙虾了，
都是商贩上门来收购的，主要都
是销往上海市场，到目前累计卖
了十多吨小龙虾了，这几天的销
量更是达到一天一吨。现在每斤
批发价在 21~22元。”戎新华告诉
记者，由于现在是销售旺季，根据
市场行情，他预计再过半个月，小
龙虾的批发价还能再涨到每斤
25元以上。

近年来，我市部分农民瞄准
小龙虾市场，大力发展小龙虾养
殖业。戎新华就是通过养殖小龙
虾致富的。2004年，因机缘巧合
他开始养殖小龙虾销往镇江、常
州等周边地区，获得利润。随着
销路越来越广，戎新华的小龙虾
供不应求。

在戎新华的小龙虾养殖基
地，记者看到，一口挨着一口的小
池子周围被渔网团团围住，浅一
点的池子水深在 80厘米左右，深
一点的也就 120 厘米。戎新华
说，养殖小龙虾是一件十分辛苦
的事情，由于小龙虾白天休息、晚

上活动频繁，因此，他的很多工作
都是在傍晚或晚上进行的。“每天
下午 4 点以后，我们就要开始喂
小龙虾。现在是销售旺季，我们
每天晚上 6点要开始在龙虾池里
放网，第二天早上5点起来收网、
筛选，早上8点，商贩就要过来收
购小龙虾了。”

说起养殖小龙虾给他带来的
效益，戎新华给记者算了一笔收
支账，去年，他一共养殖了 52 亩
水面的小龙虾，其中 2 亩为育苗
塘，另附加 5 亩池塘用于河蟹养
殖。去年一年，他个人一共出售
龙虾 1.69万斤，平均销售价为每
斤 27元，产值 45.63万元；鳜鱼放
苗2500尾，产值4万元，加上销售
白鲢、鲫鱼的 2 万元，合计产值
51.63 万元，减去各项成本 23 万
余元，去年一年，戎新华在水产养
殖方面获利28.6万元。

多年的小龙虾养殖经历，戎
新华对小龙虾养殖经验多多，什
么时候晒塘、什么时候消毒、什么
时候种草、什么时候杀虫等等，他
都了如指掌。同时，为了掌握更
多的养虾技术，戎新华还翻阅大
量相关书籍，去往多地参观学
习。遇到养殖户向他请教，戎新
华尽心尽力地为大家解决养殖难
题。“我们合作社的社员们每天早
上都会把小龙虾运到合作社进行
统一销售，平时养殖过程中有什
么疑问了，大家也都互相交流，相
互帮助。我也希望能够通过努
力，带领大家一起致富。”

机插秧同步施肥，节肥又省工
——我市水稻机插侧深施肥现场观摩会见闻
本报记者 蒋须俊 通讯员 陈功磊

一方宽阔水田里，一台加装
侧深施肥设备的插秧机正在田
间来回驰骋，机械过后，除了留
下一排排翠绿的水稻秧苗，每排
稻秧附近还有呈条状的细线，这
些就是肥料的“行驶”轨迹。6月

7 日上午，在珥陵镇中仙村举行
的全市水稻机插侧深施肥现场
观摩培训会上，与会人员对机插
秧同步施肥、节肥又省工的新技
术产生了浓厚兴趣，一些种田大
户代表当即表示也要装置侧深

施肥设备进行试验示范。
“你看，肥料就被施在距离

水稻秧苗根部一侧 5 厘米左右
处，施肥深度为 2~5 厘米。”市土
壤肥料技术指导站人员告诉记
者，该项技术在进行机插秧的同
时，可以将肥料一次性定量、定
位、均匀、可靠地施在稻秧一侧
的泥土里，肥料在水稻根际形成

“贮肥库”，持续为水稻提供养分
供水稻吸收，具有节肥、省工及
减少面源污染的特点。此举为
当前水稻过量施肥和肥料利用
率不高的问题提供了解决途
径。同时，还利于秧苗返青与早
期分蘖，确保水稻产量构成有效
穗较早地形成。

水稻机插侧深施肥技术是
由南京农业大学 2011 年在我市
延陵镇试验基地开始探索研发，
目前在全省所有农业大市都有
零星示范推广。2017年，市土肥
站选择延陵镇九里村和珥陵镇
倪甸村开展水稻机插侧深施肥
试验。试验结果表明，氮肥投入
减少 30%，利用率提高 10%，减少
肥料流失，降低水体污染，同时

减少 2~3 次施肥人工成本，实现
了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双丰收。

“长期以来，水稻生产施肥
环节一直沿用人工撒施或表施、
冲施等方式，不仅肥料用量大，
而且在田间分布不均匀，造成水
稻秧苗吸收肥料不一致，直接影
响粮食产量，现在采用水稻机插
秧侧深施肥机技术，一次性就可
以完成插秧、施肥作业。”应邀前
来观摩指导的国家水稻产业技
术体系专家、浙江理工大学机械
学院教授李革认为，采用机插秧
侧深施肥技术，可以直接将肥料
施到底部，既省了肥料，肥效又
可以直接作用到秧苗，肥效时间
也变长了，这种新的机械化施肥
方式，可保证水稻均匀、稳定地
获取养分，实现水稻高产稳产。

水稻侧深施肥技术符合现
代农业的发展要求，是落实江苏

“两减六治三提升”行动的体
现。是缓释复混肥应用与机插
侧深施肥技术相结合：缓释复混
肥由南京农业大学研制，插秧施
肥一体机由浙江理工大学研
制。不过，在示范推广过程中，

有些技术关键点值得关注。市
土肥站站长郑网宇介绍，水稻机
插秧侧深施肥田块，特别是秸秆
还田地块，要求翻耕深达15厘米
以上，确保秸秆翻入大田表面以
下，否则水稻插秧侧深施肥机施肥
开沟装置挂草影响插秧速度。因
此，要引导农户在机收麦子时将秸
秆切碎切细，并进行深耕旋埋，才
能将这项技术发挥到最大化。

郑网宇表示，在去年试验的
基础上，今年，我市对该机器装
置做了一定的改进和提升，并将
在珥陵、延陵、界牌三镇进行 250
亩的示范推广。“我们将加强农
机农艺融合，做给农民看、带着
农民干，通过这一新技术的示
范，让家庭农场、种粮大户等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今后都能使用
加装侧深施肥设备的插秧机，促
进这项绿色农机化技术的大面
积应用，走出一条现代农业的资
源化、节约化利用之路。”

图为装有侧深施肥装置的插秧机正下田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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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种时节听种粮大户话增收
本报记者 旦平 佩玉

昨日上午，在延陵镇宝林村
的一方农田里，两台高速插秧机
在田间来回穿梭，插秧机开过之
处，一行行秧苗整齐地挺立在田
间。一旁站着的延陵镇宝林村
顺源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当
地种粮专业户蒋须俊告诉记者，
现在正在插秧的田块将进行稻
鸭共作，今年他将继续种植80亩
稻鸭共作米，其中60亩种植的是
稻鸭共作富硒米。

蒋须俊承包了 180亩地，日
前，他的小麦已经全部收割并销
售结束。“今年我的小麦亩产在
600斤左右，和去年差不多。前
几天我刚以每斤 1.01元的价格
把小麦全部卖掉，因为我的小麦
没有烘干，所以相对价格也便宜
一些。”据了解，今年蒋须俊将继
续种植80亩稻鸭共作米，其中60
多亩将种植稻鸭共作富硒米，剩
余 100 亩土地将继续种植南粳
5055等优质品种。今年，他所创
办的顺源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延
林牌稻鸭共作富硒大米”还荣获
首届“镇江好大米”金奖。

在当下粮食市场价格下跌，
种粮利润下滑的情况下，如何围
绕粮食供给侧改革做好稻米产
销文章、增加收入，是不少农民关
注的焦点。蒋须俊告诉记者，农
产品销售渠道不畅，一直是困扰
种养大户的难题，电商销售作为
新的模式必将带来广阔的空间。
为此他率先加入农产品电子商
务协会，着手在包装上做文章，欲
借“互联网+”，让“延林”牌稻鸭
共作绿色稻米搭上电商快车，以
拓展更大的市场。“去年，我们在
网络上销售了1吨大米，这个成
绩很不错。”蒋须俊说。

此外，他还告诉记者，近年
来，粮食市场普遍不景气，传统销
售道路已经不行了。“我打算在合
作社门口开设一家米店，销售常
规大米，而我家的稻鸭共作富硒
大米走高端产销路。”蒋须俊告诉
记者，他已经和位于河阳高速路
口的日月升华国际水汇大酒店
达成了长期合作协议，自己的“延
林牌稻鸭共作富硒大米”将作为
丹阳地方特产长期定点进行销

售。“现在该酒店已经在试营业
了，等到酒店正式营业，我就可以
进行铺货了。”蒋须俊笑着说。

“这个月 17号，我的水稻也
要开始插秧了。”昨日上午，访仙
镇池塘村的种粮大户袁金芳如
是说。老袁今年种植了400多亩
小麦，主要种植镇麦9号、宁麦13
这两个优质品种，目前小麦已经
全部收割结束，亩产量在500斤
左右。“收割前的高温天气对我的
小麦产量有一定的影响，但今年
的产量还是比去年要好。就是
今年市场价格太低了，我准备放
一放，等到市场价格回升了，再把
我的麦子卖出去。”袁金芳告诉记
者，现在他正抓紧时间做好各项
插秧准备工作，今年将继续种植
镇稻19、南粳5055等优质水稻品
种。“去年，我就试种了这几个品
种，发现产量还不错，今年打算继
续种下去。”

一线夏三

这段时间，访仙镇惠明水产专业合作社每天都
能卖出1吨小龙虾，每斤批发价格在22元左右

小小龙虾助农增收
本报记者 龚佩玉 通讯员 刘建华

水产色特

由于我市目前春茶刚采摘
结束，夏季茶园管理迫在眉
睫。市园艺站提醒茶农根据当
前情况做好以下管理：

一、浅耕除草。浅耕除草
不仅可以减少杂草对土壤水
分、养分的消耗与减少病虫害
的发生，还可以疏松土壤，提高
土壤透水性和蓄水能力，减少
径流，使土壤的持水率和接纳

雨水的能力增强，提高土壤保
水、保肥、保土能力。

浅耕除草宜在每轮茶采摘
结束后的晴天进行，耕锄深度
10~12厘米为宜。

二、茶园铺草。据资料表
明，每产一公斤干茶需耗水
2000~2600公斤，因此伏旱期茶
园保水尤为重要。茶园铺草不
但可以减少土表水分蒸发，提

高土壤湿度，保蓄土壤水分，调
节土壤温度，防止或减轻旱热
害，同时还可以增加土壤有机
质和其它养分，减少杂草滋生，
改良土壤结构，防止土壤冲刷，
提高茶叶质量与产量。有关资
料表明，铺草与未铺草比较，5~
9 月份土壤含水量提高 4.84%~
13.58%，地表温度降低 3~8℃，
土壤冲刷量减少6~14倍。

夏季茶园如何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