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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粒豆”绘就丰收图
——来自南阳镇合丰村的调查

·农技讲堂·

大卡车开进村头收购

市农委推广
农业新技术新成果新品种

村干部田头了解农户心声
五六百亩,亩均增收达八九百元。秋番
茄一种多年,枯萎病大发,过了几年，这
条致富路已然尽头。咋办?后任村书记
顾圣平联手杨仲辉、沈建昌、陈云等能
人试着从北京引种秋青豌豆一举成功。
进而在 3 年内覆盖全村 1000 余亩农田，
且获得了比秋番茄更高的效益。
就在顾圣平当书记的这些年里,这
位江苏省劳动模范再联手沈建昌、沈建
石、胡圣昌、陈汉石、杜汉兵等种植大户，
又创造性地引进了适宜于早春种植，并
介于大棚青毛豆与本地传统秋毛豆上市
之间的
“辽豆”品种，随之在全村
“开花结
果”。尝到“两豆”甜头，村干部和能人们
时常聚在一块琢磨市场，发明并逐渐完
善了以“两豆”为主体，在启东本土未曾
有过的“冬(早春)青菜(荠菜)——早熟夏
毛豆——晚熟秋毛豆——晚秋青豌豆
(青刀豆)”露地“四青”作物种植模式,实
现了正常年景下，大田一年四季“青”基
础上的亩均 4000 元以上收入，进而吸引

农户田头采摘丰收
“开心豆
开心豆”
”

全村九成在乡农户跟随,并直至达到目
了亿元大关。在合作社的引领、规范、指
前本村种植 2700 亩、出村包地 3300 亩
导、服务下，合丰村的
“四青”销售
“门路”
的种植产销规模。
更广，产品从未有过滞销、压价；所提供
合作社，强！
的种子、农资在品种、质量上得到了更好
“四青”两豆与蔬菜,鼓起了所有参
保障；通过
“社帮户、户帮户、党员帮农户
与农民的口袋,大家高兴之余,亦为销售
模式”，实现了 23 个贫困农户的脱贫致
烦恼。2013 年 9 月,新支书张飞率领一
富。有了合作社,胡圣昌、陈汉石、沈建
班人成立起由本村 15 户产销骨干组成
如、盛卫兵、刘建平等大小 50 多个种植
的“合丰果蔬专业合作社”,以破解农户
能手
“吃不饱”
,干脆跨村包地,在周边光
自产自销乱局,形成产销一条龙,实现对
明村、红星村、向西村等村建立了总面积
农产品质量、价格和安全的有效掌控,进
超 3300 亩的
“飞地”
。
而在规模化、规范化生产中，增强
“四青”
干部引领、能人示范、合作社作为,
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同时努力为农户提
合丰村做足特色鲜明的
“四青”特别是毛
供种子、技术、农资和种植模式及技术上
豆、豌豆文章,市场竞争力和增收潜力令
的有效服务。
人刮目相看。冬天的露地青菜和荠菜,
“有了合作社,大胆种‘四青’。”一
是城市居民最爱;盛夏的露地青毛豆,填
晃，又是 5 年，合作社有村党总支撑腰，
补了市场空档;晚秋青豌豆,贵在一个
活力尽显。仅在去年，全村通过村果蔬专 “晚”字,年年畅销不衰。正因如此,这 30
业合作社组织外销的青毛豆、豌豆、刀
年来,全村干群一心一意种
“四青”,心无
豆、花菜、青菜、荠菜等“四青”农产品总
旁骛奔小康,而村党组织则在百姓中始
量就达到了 9800 多吨，销售额更是突破
终享有一呼百应的凝聚力和召唤力。

10 月 30 日为适栽期。每亩施基肥复合肥
30 公斤加腐熟有机肥 1000 公斤。定植缓
苗后亩施 30%的人畜肥水 1000 公斤加
尿素 2～3 公斤进行第一次追肥；茎开始
膨大，并开始形成二、三叶环时，追施第
二次肥水；在叶面积近最大，茎迅速膨大
时，追施第三次肥水。追肥种类以有机肥
为主，
配合无机氮肥和磷钾肥。
防病治虫，
榨菜的病害有病毒病、软腐病和霜霉病
等。
虫害有蚜虫、黄条跳甲和菜螟等，
其中
以蚜虫为害及其传播的病毒病最为严重。
采取综合性农业措施，
防治蚜虫和病毒病
是榨菜田间管理的一项重要措施。

2.2 青毛豆品种选择青酥 6 号、辽鲜 3
号等，采取直播方式。于播种前 7～10 天
用除草剂 48%氟乐灵 120 毫升兑水 30 公
斤均匀喷洒于畦面，并浅耙土壤，使其渗
透于表土。开播种沟，每穴播种 3 粒，以盖
细土 2～3 厘米为宜。每亩播种量 7～8 公
斤，地膜覆盖。二片真叶后每穴定苗 2 株。
在初花期，每亩及时追施速效氮肥 8～10
公斤，三元复合肥 6 公斤，在结荚鼓粒期
再叶面喷施 0.4%磷酸二氢钾+1%尿素 2
次，可有效地提高结荚数，促进籽粒膨
大，并显著提高鲜荚产量和质量。
2.3 芝麻品种选择黑芝麻、节节高等

品种。
苗床地选择土壤疏松、肥沃、排灌方
便的田块，施基肥腐熟粪肥 100 公斤加复
合肥 2 公斤，浇足底墒水，均匀下种，亩用
种量 100 克，
盖土 1 厘米左右，
用遮阳网或
秸秆覆盖保墒，出苗后揭起覆盖物。1～3
对真叶期间苗 1～2 次，
并施苗肥尿素 1 公
斤。青毛豆收获以后清理前茬秸秆，精细
平整，
移栽芝麻，
栽后浇足活棵水。
初花期
亩施 10 公斤尿素。
注意防治枯萎病和茎点
枯病等病害，用 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
600～700 倍液预防。在芝麻终花期适时
打掉嫩尖 1～2 厘米，全株蒴果自下而上
3/4 变黄时收获为宜。
（黄陆飞）

姚成庙：全程机械化，梦圆金土地

8 月 2 日 10 时许，骄阳似火，汇龙镇
近江村一处水稻田里，家庭农场主姚成
庙在分析水稻预期虫害（上图），安排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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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31 日，上海市农业科学院作物所玉米中心
主任、国家玉米产业技术体系上海综合试验站站长
郑洪建一行来启，就糯（甜）玉米产业发展情况进行
指导交流，就国家玉米产业技术体系上海综合试验
站启东示范点相关工作进行了商讨，同时对示范地
点及相关实施主体进行了现场考察。
郑洪建一行首先对玉米体系上海综合试验站的
设立、项目申报实施背景，以及团队在玉米育种和科
研等工作进行了简要介绍，对目前实施的国家玉米
产业技术体系相关任务计划进行了详细说明，对启
东市承担的相关工作任务、实施内容、预期进展与成
效等作了部署，并就糯（甜）玉米优良材料创新、种质
资源利用、新优品种试验示范等工作与蔬菜站技术
人员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指导。同时，强化了项目实
施主体在监测区域生产和市场的异常变化，防范突
发性事件及农业重大灾害发生事件，制订应急预案
方面与上海农科院的合作事宜。
蔬菜站技术人员还与上海农业专家前往惠萍镇
永胜村实地查看项目实施地块，与启东市恒富隆农
产品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斌就试验示范、品种
展示、技术集成等深入洽谈。通过与上海科研院所加
强合作，为提高我市糯（甜）玉米生产技术水平和生
产效益发挥了积极作用。
（董友磊）

榨菜—青毛豆—芝麻高效种植模式
1.模式简介
榨菜于 9 月中旬育秧，
10 月中下旬移
栽，
行距 50 厘米，
株距 24 厘米左右，
翌年 3
月底～4 月初收获。4 月上旬种植青毛豆，
行距 40 厘米左右，
穴距 20～25 厘米左右，
地膜覆盖，6 月下旬采收青毛豆。芝麻 5 月
下旬育苗，
6 月下旬青毛豆收获后移栽，
行
距 50 厘米，
株距 25 厘米。
9 月底收获。
2.栽培要点
2.1 榨菜于 9 月中旬育秧，亩用种量
0.4 公斤，可移栽大田 10 亩。10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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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农科院农业专家
来启指导交流工作

本报记者 姜斌 黄佳惠 通讯员 王小军
一粒青毛豆，一粒青豌豆，两粒平常
豆，因迎合了市场而成为了南阳镇合丰
村农民的致富“金豆豆”，由此绘就了一
张充满民间智慧的喜人丰收图。盛夏时
节，记者走进合丰村，感受不一样的田园
气息。
“开心豆”，牛！
8 月 7 日 10 时许，烈日当空，在地理
位置较为偏僻的南阳镇合丰村，田间、地
头、村口，依旧有大量的农民在忙碌。农
田一把把遮阳伞下，成百上千村民采摘
毛豆的场面，更是一道特别的乡村风景。
“村里数百上千农户都在采收与销
售‘开心豆’，卡车进村、毛豆出田，钞票
到手，
大家产销热情比气温还要高！
”
村党
总支部书记、
村果蔬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张
飞的介绍，
形象地展现了全村上下心无旁
骛奔小康的生产场景与丰收画面。
“要说眼下正在收获的这
‘开心豆’，
还真让人开心！”种豆大户杜汉兵田头比
划，
“ 今年种植 150 亩，平均亩产 2000
斤，田头收购价每斤 2 元，每亩净赚不少
于 2000 元。”而村果蔬专业合作社成员、
退职村干部沈建昌提供的数据更为惊
人，全村今年“开心豆”种植面积达到
2700 亩，占全村 3500 亩耕地中成片土
地的 90%，加上本村能人出村包地播种
3300 亩，半个月来，日均出产毛豆超过 6
万斤，仅一季
“开心豆”，当季带给村民至
少 1000 万元以上的净收入。
合丰村干部群众口中的“开心豆”，
其实也就是目前华东地区城乡菜市场上
最为常见的青毛豆。而其最早本名，则为
“辽豆菜用 2 号”，因村民们“种得轻松、
卖得开心”，时间一长，大家欣喜之余，干
脆改其名为“开心豆”，消息后来传到种
业企业，公司老总欣然将此豆品种改名
为
“开心豆”
系列。
“开心豆”之魅力，皆因此豆具备了
盛夏时节青毛豆
“人无我有”
的上市优势，
农户挖潜了
“覆（地膜）露（露地）相交”的
种植潜力，
合作社架设了连接市场的桥梁
纽带，
故而合丰村及其周边6000亩
“开心
豆”
，
演变而成为致富千家的
“金豆豆”
。
丰收图，赞！
合丰村的“开心豆”，并不孤立于春
播夏收，它与村里早春、晚秋和冬季的其
他豆类蔬菜有机融合，共同谱写了这个
偏僻农业村一幅
“四（季）青”产业的喜人
丰收图。而其最为实用且隐藏着丰富民
间智慧的一个基本的种植模式，即为冬
(早春)青菜(荠菜)——早熟夏毛豆——
晚熟秋毛豆——晚秋(初冬)青豌豆(青刀
豆)，由此成就并延续了合丰村 30 年的
致富传奇。
1987 年前后,时任合丰村（规模约
为现村庄一半，10 年前由建国村并入）
党支部书记杨仲辉无意中发现中晚秋也
能生长露地番茄,试种成功后竭力推广,
短短数年,全村秋番茄面积迅猛拓展到

启 东 市 农 业 委 员 会
启东市新闻信息中心

几天的植保机作业。“全程机械化，种
田真轻松！”提及他所拥有的一大群
“机帮手”，姚成庙如数家珍，他短
短几年，就实现种田致富，正是
一台台农业机械为他“立”下
汗马功劳。
始于 2008 年，三十出头的
姚成庙毅然承包 50 亩大田，利
用一台老旧的拖拉机，并租借
他人收割机械开展机耕、机播和
机收，人虽然辛苦，但一年下来也
有二三万元的净收入。尝到了甜头，
姚成庙认准机械耕作之路，不断扩张
自己的种植规模，并同步添置相应的农
业机械。
土地面积年年增多，一台台全新的
且配套更为齐全的农业机械开进家门，
不断发挥更大作用。到了 2016 年，姚成

庙流转的土地面积不但突破了 500 亩大
个帮工。
关，还顺利通过机械化耕作解决水田漏
走进姚成庙气势不凡的农机库房，
水，试种成功 200 亩水稻，使大田产出比
犹如来到一个农机阵列馆。这是中型拖
原来“一熟黄豆一熟麦”增加了至少三
拉机、这是联合收割机、这是植保机（撒
成。而更令姚成庙名声大振的是，这一年
肥机）、这是烘干机，这是与中型拖拉机
秋天，他在上级政府部门特别是市农委
配套的各式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秸
的大力支持下，一下子装备了 3 套全自动
秆粉碎还田机……记者一数，竟有 30 多
粮食烘干机，从而率先在全市粮食种植
台（套）。
“ 农业部门倡导和推广水稻插
大户中实现了从“耕翻→播种→植保→
秧，再加上水稻面积翻番，我预订的水稻
浇灌→收割→秸秆还田→烘干→入库→
插秧机即将到货，新增的 3 台烘干机及升
销售”的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正因如
降机正在基建。”姚成庙不想漏掉任何一
此，产销无忧的姚成庙 2017 年再次拓展
个机械化装备环节，在此背景下，他说出
240 亩耕地，将种植规模扩大到了 750
的全程机械化生产效益更是令人吃惊：
亩。让人称奇的是，如此大面积的粮食 “去年仅 400 亩水稻，全部按国家保护价
面积，姚成庙受益于机械化，平常时
出售给政府，总收入就超过了 65 万元。
”
节，竟然只有总计五六个农机手在操
（姜斌）
作，而即使在最为繁忙的夏收与秋收，
整个收获环节，也只是临时雇请十个八

·致富先锋·

7 月 23 日，市农委推出了 2018 年农业新技术、新
成果和新品种推广指南，指南中计划推广新技术、新
成果 11 项，指南的实施，将进一步提升我市农业增效
和农民增收水平。
新技术、新成果分别是水稻机插秧栽培技术，油
菜超高产栽培技术，玉米、水稻、油菜、小麦新品种示
范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鲜食糯玉米无公害栽培
示范与推广，设施蚕豆高产高效种植技术应用，
“三
水一高”梨无公害栽培技术，盐碱地土壤改良与植被
构建技术，大豆斜纹夜蛾诱杀技术，养鸡标准化规模
养殖配套技术和南方肉用山羊健康养殖技术规程。
新
技术、
新成果涉及大宗农作物、
四青作物、
设施蔬菜、
土
壤肥料、
水果和林业等六个方面，
代表了我市最新的农
业主推技术。
此外，
指南中计划推广新品种 25 个，
涉及
玉米新品种 4 个，油菜新品种 4 个，菜用大豆新品种 3
个，小麦新品种 2 个，水稻新品种 2 个，蔬菜新品种 10
个，
代表了我市最新的农业主推品种。
（马忠）

益农信息社信息员
暨农民手机应用技能培训举行
近日，我市益农信息社信息员暨农民手机应用
技能培训举行，旨在推动信息进村入户工作发展，加
快全市益农信息社建设，提高全市农业信息化水平。
全市 261 名益农信息员，以及镇（区）带队人参加了培
训会，中广有线启东分公司和启东禾盛农资分别派
出代表参加了培训会。
会上，市农委副主任杨芳就我市益农信息社项
目的建设进展、运营情况、验收办法、资产管理等方
面部署工作，并对有关乡镇的建设运营情况进行了
通报。同时，还宣传推广了省农委主办的益农手机
APP——
“农技耘”
。
培训会分上、下午两批举行，邀请了苏农集团培
训师赵凯担任讲师。赵老师的讲述风趣幽默、内容丰
富、可操作性强，激发了学员们浓厚的兴趣。培训过
程中秩序井然，学员们与讲师积极互动。培训围绕益
农信息社的概念、运营发展模式和运营过程中的具
体操作方法，结合现场手机端和电脑端的操作，让学
员切实掌握了益农信息社的服务内容与运营方法，
取得了良好的培训效果。
（黄佳惠）

·农 事 提 醒·

玉米：春玉米，全田 90%以上的植株茎叶变黄，果
穗苞叶枯白，籽粒变硬时及时收获干籽。夏玉米，看
苗追施花粒肥，在抽雄至吐丝期间亩追施尿素约 5 公
斤；防治大斑病、小斑病、
褐斑病、玉米螟、蚜虫等。
水稻：倒 3 叶末至倒二叶初，于促花肥施用后 7~
10 天，施保花肥，亩施尿素 5~10 公斤。防治纹枯病、螟
虫、稻纵卷叶螟、稻飞虱等。粳稻于 8 月下旬开始建立
浅水层，视苗情亩施破口肥 3~4 公斤尿素，破口前 5~7
天防治稻曲病，生育快的注意防治褐飞虱、螟虫、穗
颈瘟、
条纹叶枯病等，
药肥混喷。
夏花生：用 BT 乳剂或甲维盐防治棉铃虫、斜纹
夜蛾、造桥虫等，或用 50%辛硫磷 0.5 公斤兑水 1000
公斤浇墩，当叶斑病病叶率达 5%时，叶面喷施 50%多
菌灵或 75%百菌清剂 600 倍液，间隔 7~10 天连喷 2~3
次；遇干旱垄沟浇跑马水，遇雨涝及时排水降渍；看
苗补施花荚肥、
花粒肥。
大豆：看天看地适时灌溉防旱，看苗补施花荚
肥、花粒肥，及时防治病毒病、霜霉病等以及甜菜夜
蛾、斜纹夜蛾、造桥虫、食心虫等。
棉花：把握“时到不等枝、枝到不等时”的原则适
时打顶，打顶后 7~10 天，亩用缩节胺约 3 克或 25%助
壮素 12~14 毫升兑水 50~60 公斤进行化学封顶以调
节株型、减少赘芽、改善通风透光条件。注意防治盲
蝽蟓。倒伏后及时扶起。于 8 月 10~15 日因苗施盖顶
肥，亩施尿素 7~8 公斤；防治烟粉虱、斜纹夜蛾等病
虫，同时叶面喷施磷酸二氢钾等防早衰。
番茄：在夏季对于大棚种植番茄的管理上面，通
风口一定要大开，不管是上面的通风口还是下面的
通风口，都要大开，而且在这个时段最好还要追加一
次有机肥，切不可使用化肥。
（卢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