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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暑酷热、雨水多，杂草疯长、虫出没，目前我市农业植
保进入高潮阶段。走进榆树市大坡镇西山村，田里的水稻已
戴上浅金色的帽子，施叶面肥的无人机低空盘旋弄乱了水
稻的“发型”，稻田里鸭声一片，害虫诱捕器全天候“站岗”，
赤眼蜂藏在球里“以虫治虫”狙击二化螟虫的虫卵……绿色
植保成为西山村连续8年被评为国家粮食安全生产基地的
关键一环。

“推进农业农村绿色发展。加强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
理，深入推进农业投入品减量化……”今年得到中央一号文
件“指南”的不仅在西山村，也在我市大多数农村都明确了
农业绿色种植的管理方向：绿色植保有利于自然资源和生
态系统的持续利用，保证粮食持续安全生产。

农药列入土地“黑名单”
绿色防控成了香饽饽

化肥的长期使用，使土壤变得板结；“直给”的化学农药
抄了近路，却污染了水、大气等，还会残留在粮食、水果、
蔬菜中；农药包装废弃物随处可见，直接污染环境，并带
来面源污染……面对实际问题，我市持续推广绿色种植、绿
色植保、化肥农药减量行动。

“夏季植保是一年中使用农药最多的阶段，除草的、防虫的
种类太多了。但是某一种农药使用效果好，农民就会长期单一
使用，即使发现该药对病虫防治效果下降，也不更换品种，而是
采用加大用药量的办法。造成病虫害抗药性越来越强，防治效
果越来越差，农药剂量越用越大的恶性循环。”榆树市环城乡增
益合作社负责人马占有说：“种植业结构调整、物理防治、生物
防治等生态防治才是我们合作社的选择，效果也很好。”

2021年，我市集成推广一批成熟的绿色防控技术，重点
推广了二化螟性信息素诱控、玉米螟和二化螟生物防治等
绿色防控技术，全市完成玉米螟生物防治技术推广866.27
万亩、水稻二化螟生物防治63.94万亩、二化螟性信息素诱
控35.43万亩，通过生物技术和理化诱控技术的推广实施，
减少农药使用次数1次~2次。

“农业技术+科技支持”
农民实行生态植保更顺畅

农业科技和技术的更新也是我市发展农业现代化的基

础之一，2021年我市开展了绿色防控技术培训班市级培训
班等活动，聘请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市水产品质量安全检
测中心的专家，讲解农业航空植保技术、稻田养蟹技术、食
诱剂应用技术等，使全市植保技术人员和种粮大户、合作社
负责人知识结构得到及时更新。

面对易生长杂草、害虫较多的水田，农安县黄鱼圈乡潘
太刚合作社一招保护性耕作稻草还田技术，从根源上避免
了问题的发生。“合作社现在每年节省出10天的农时，肥料
使用率减少20％，节省10万余元成本，每公顷可增产1000
公斤，稻田有机质增加0.1%~0.3%，还改良了盐碱地。”合作
社负责人潘太刚说。

长春市植物保护检疫站孙站长告诉记者，通过科技支
持，我市在新立城水库和石头口门水库两大水源地二级保
护区内实施水稻稻瘟病生物防治7.27万亩，促进了我市饮
用水水源地安全保障达标建设。

绿色植保多管齐下
防虫布下“天罗地网”

“二化螟是常见害虫，大多数农民偏爱用二化螟的天敌
赤眼蜂来克制它。而且这种生物防治成本低，一亩地里放3

个装有赤眼蜂的球，就不怕虫子来祸害庄稼了，对土壤和自
然环境也没有影响，不会造成其他污染。”大坡镇技术推广
中心负责人樊树军说，村里的植保措施优先考虑用自然或
物理手法解决，有许多农户在稻田里养鸭子和蟹，也有根据
害虫的趋光性布置诱捕灯的。

赤眼蜂的生物防治在西山村的植保效果显而易见，使
用后平均每公顷能为秋收挽回水稻450公斤，配合空中无人
机植保与其他绿色防控措施，与村中未使用的水田对比，减
少了82.7%的病虫害。

“‘伏里起西风，稻管易生虫’。实行绿色生产技术种植，
水稻的质量和食品安全性都提高了，产量也提升了，价格自
然就上来了。”西山村农民李云霞告诉记者，村里的水稻，从
育苗到移栽再到收割全程机械化，种地更加省事了。

在榆树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的试验田里，一款专门针
对草地贪夜蛾等迁飞性害虫研制的监测设备，每晚都会通过上
百米高的光源监测引诱害虫。“一旦发生虫害，高空测报灯就会
引诱大量害虫进入虫箱，提供第一手情报。即便未发生虫害，高
空测报灯也会根据测报情况，进行综合防治。”相关负责人刘德
明说，贪夜蛾随着高空气流飞行，受到侵袭的农田将会减产
10%～25%，最好的防控方法就是早发现、早预防。

绿色植保助推我市生态农业走上快车道
本报记者 张欣禹

夏伏时节，榆树市保寿镇红
旗村民悦合作社的高标准稻田
里，禾苗茁壮，绿满田野，三五
成群的花边鸭在水稻间嬉戏。民
悦合作社负责人徐禹庆介绍说，
这里的花边鸭有 2200 多只，是
专为稻田生态种植引进的特殊品
种，较小的体形适宜在稻田里穿
梭，它们可以起到田间除草、除
虫，浑水肥田的作用，实现水稻
的绿色有机种植。

红旗村南侧，起于老爷岭的
卡岔河傍村流过，为这里留下了
大片黑土地。近年来，依托国家
农业综合开发项目、中央财政支
农项目等 3000 多万元的资金支
持，民悦合作社集中连片建设农
田，使田成方、路成网、渠相
连、旱能灌、涝能排的高标准农
田成为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合作
社依托已建成的规模连片的高标
准农田，建设成优质“榆树大
米”产业基地，鸭稻共生综合种
养技术，是自然生态下农业循环
经济的一种，充分利用鸭、稻之
间的生物特性，鸭稻共生中实现
取长补短、优势互补，达到一水
两用、一地双收，同时带动了农
民就业千余人次，增加了农民收
入。

除了鸭稻共生，民悦合作社又实施了高标准
农田的土壤改良计划，今年合作社利用实施水稻
生态种养，利用稻草秸秆养牛400头，带动常年
就业 18 人，解决 100 多公顷水稻秸秆的处理问
题，同时稻草喂牛节省饲草成本25万元，通过
过腹转化，牛粪腐熟后回田，培肥地力，减少化
肥的使用，每公顷水稻施用牛粪10吨，节省化
肥投入1500 元，合作社计划用3年~5年时间扩
大养殖规模，计划引进 3000 头西门塔尔母牛，
进而实现全村800公顷水田的全部改良。

高标准农田的观光加法是合作社的又一亮
点，在合作社高标准农田示范区的中心建有
17000平方米垂钓园，四周的观光水泥甬道和风
景树木供游人欣赏乘凉，钓台可满足百人同时垂
钓。钓上来的鱼可以提供加工服务。用餐时间，
稻田鸭蛋、鸭田米一起上桌。24栋温室大棚供
游客采摘娱乐，采摘园里还有自种瓜果蔬菜。食
材纯自然、自产、自养，为游客提供风味独特的
农家大餐。每年解决当地就业人员两千余人次，
大棚农产品香瓜、豆角，西红柿等销往哈尔滨、
长春、吉林等地，深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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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记者走进德惠市同太乡惠泽农业生产专
业合作社玉米生产基地看到，免耕播种土地平整肥
沃，一株株长到1米多高的玉米苗经过雨水的浇灌
更显茁壮。“我们用的肥都是合作社自己测的土配
的方，每块土地都是用的‘专用肥’，所以玉米长
势非常好。”惠泽农业生产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林青
松告诉记者。

在合作社的托管土地专用肥生产线记者看到，
工人们紧张地忙碌着，这边装袋封口，那边接运摆
放，大家配合默契，各个环节一气呵成，各种专用
肥分类整齐摆放。据了解，测土配方施肥是惠泽农
业生产专业合作社节肥增收的一个重要环节，近两
个月来，合作社的测土配方施肥全自动生产线满负
荷生产，为每块托管土地生产专用肥，量身定制个
性化种植方案，为增产增收奠定基础。

林青松告诉记者，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核心是
调节和解决作物需肥与土壤供肥之间的矛盾。同时
有针对性地补充作物所需的营养元素，作物缺什么
元素就补充什么元素，需要多少补多少，实现各种
养分平衡供应，满足作物的需要；达到提高肥料利
用率和减少用量，提高作物产量，改善农产品品
质，节省劳力，节支增收的目的。

惠泽农业生产专业合作社成立了植物营养专家团
队和土壤肥料专家团队。“测土”工作，是在每年秋
收之后进行，土样取的是地表以下20厘米到25厘米
的土，根据土壤残留的有效化学元素，测出土壤地力
性质，为每块地第二年所需的营养进行科学配比。

“我们生产的成品肥料一共由6种原材料组成的，而
且每一个乡镇，或者不同的区域，配方是有所不同
的，这样才能够达到精准，并且能够使肥料的效用很
好地发挥出来，对作物产量和环保也是有利的。”林
青松说。2022年，该合作社托管土地近5.6万亩，辐
射15个乡镇150个行政村，服务带动农户4200余
户，为农户增收600余万元，户均增收1800元。

测土配方施肥
为生态农业加分

本报记者 赵猛佳

26日，在双阳区奢岭街道长春市欣铭农民专业合作社
的保护性耕作示范田里，记者看到连续雨天之后，玉米大田
里却没有出现大面积的积水现象，玉米挺拔粗壮，长势喜
人。欣铭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尹殿伟告诉记者，秘诀就在
于这些地块都实施了秸秆全量还田，土壤吸水性强、透气性
好。“除了少数低洼地段，其他的地块受雨情影响都不大。”
尹殿伟说。

欣铭农民专业合作社自成立以来，就坚持秸秆还田保
护性耕作技术 ，实验推广秸秆条旋免耕技术和传统秸秆地
表归行免耕技术，秋季“深翻+增施有机肥”秸秆全量还田
技术，通过多年的耕作体验，合作社耕种的地块抵抗自然风
险能力比较强。“去年3场台风，玉米秆倒了但根系牢固，依
然收获了粮食，损失小于10%。”实实在在的庄稼摆在眼前，
周边的农民不禁为秸秆还田的保护性耕作方式叫好。

“实施玉米保护性耕作，大量的秸秆根茬还田，土壤有机
质含量逐年增加，达到提高土壤肥力的效果。”市农业农村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保护性耕作具有强大的保护和改善生态环
境的功能。主要体现在留茬固土，秸秆留在田间覆盖地表，减
轻风蚀、水蚀；深松追肥改变了“一炮轰”，减少化肥施用量，
增强了抗旱和固水能力，避免了秋、春两季焚烧秸秆。

秸秆七年全量还田
生态种植收获满满

本报记者 赵猛佳

“咕、咕、咕……”炎炎夏日，一走进农安县小城子乡西
王家村的顺民心农牧专业合作联社，就能听到阵阵鸡叫声，
养殖基地里数万只蛋鸡正吃着美味饲料。基地后面，一处水
泥砌成的空地上，正在发酵的鸡粪被严严实实地盖上了一
层黑膜。

“养殖产生的鸡粪都进行了无害化处理，加入秸秆等辅
料进行发酵，就成了优质有机肥。”现场工作人员说，我们年
产1000多吨有机肥，将全部增施到合作联社的农田里，用
于水稻、玉米、果蔬等种植，这样的庄稼更绿色！

养殖、种地，还产有机肥。乍一听，业务有点杂；细一唠，
杂中有门道。饲料间里，顺民心农牧专业合作联社负责人王
东侠正给蛋鸡准备晚餐，“咱家的蛋鸡都是绿色饲养，吃的
饲料都用自家玉米加工而成。种养结合，不仅打通了产销

‘最后一公里’，降低了生产成本、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还
提升了生态效益。”很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都专攻某一方
面，而顺民心农牧专业合作联社却选择“全面开花”。60多
公顷水田、100多公顷旱田、十几公顷杂粮、5万只蛋鸡、12
栋采摘温室……10年来，该合作联社已经是“家大业大”。

“虽然经营的项目多，但我们并非‘各自为战’。”王东侠
说，“农业生产面临自然环境和市场的双重风险，多元化经
营可以分散风险，形成相互补充的循环产业链。”联合社成

立之初，就决定了种出“绿色产品”，走多种经营的道路。
为何选择循环农业？王东侠告诉记者，他们就是要将农

业资源“吃干榨净”。经过多年的经验总结、取经学习，顺民心
合作联社总结出一张循环农业生产的线路图：绿色种植—循
环饲养—粪肥发酵—有机还田，即玉米加工成饲料，用于饲
养蛋鸡；蛋鸡产生的粪便，制成有机肥；有机肥还田，开展绿
色生态种植；秸秆全量、部分还田，提高耕地质量……这条
绿色生态循环产业链，使合作联社的农产品品质不断提高。

从传统种植业到“种养结合”，不仅为农业生产增添了
活力，还带动了绿色农业的纵深发展。依托高效的生态循环
农业，顺民心农牧专业合作联社生产的大米、小米、原生态
面粉通过绿色食品认证，注册的“松万粮”“益州牌”“在新
牌”在市场上获得极好的口碑，农田变成了绿色食品原料水
稻标准化生产基地、绿色有机农业示范园区，引领着农业生
产向规范化运营、标准化管理、品牌化服务迈进。

“现在农产品市场竞争激烈，要想站稳脚跟，还要继续
提升品质，走精品路线。”王东侠笑着说：“循环农业，靠谱！”
依靠这样的经营模式，该联合社年产值达到了1000万元。
如今，已成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示范基地，年培训农民达
5000人次，生态循环农业带动起“三产融合”发展，让更多
农民受益。

联合社里串起绿色循环产业链
本报记者 梁 闯

大暑，一候腐草为萤，二候土润溽
暑，三候大雨时行。伏天是稻瘟病防治的
最佳时期，27日，榆树市在水稻主产区开
展85万亩飞机航化作业，防治水稻稻瘟病
等病害。随着发动机轰鸣，满载“营养”
的直升机起飞后，不到20分钟便完成了一
次作业。

榆树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推广中心相关
负责人介绍说，“今年在2021年两架直升机
基础上，增加至 5 架，提高作业效率。我

们以乡镇为单位，一天能完成6万亩到7万
亩的航化作业，除了 27 日针对水稻的作
业，在 8 月中上旬我们还会针对玉米进行
50万亩的作业。”

飞机防化作业的优点突出、防治效率
高，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一次作业，确保
在最佳防治期内完成防治。特别是对一些
大面积突发病虫害防治效果更为明显。飞
机航化作业每亩实际成本比农户自己操作
成本略低，还能降低农民的劳动强度，同

时防治标准一致，防治集中连片，可有效
地防治病害二次侵染，有效地实现了农药
减量。

减肥减药，仅是我市生态农业发展的
一个环节。近年来，我市充分吸收和传承
传统农业精华，积极运用现代科技成果，
通过绿色植保、化肥减量、农药减量、测
土配方、有机种植、秸秆综合利用、循环
农业等方法加快推进生态农业的发
展，并结出了累累硕果。

编
者
按

“稻田卫士”——花边鸭。 陈可炜 摄

大坡镇西
山村进行无人
机植保。

张欣禹 摄

“到了植保关键期，得勤盯着点！”18日一早，在九台区上河
湾镇三道村的士军种植家庭农场，没下田的农场主赵士军正摆
弄手机，“我这可不是在聊天，而是在利用物联网巡视稻田。”通
过屏幕，只见农田里的光照、土壤、温度、湿度、降水量等信息一
览无余。动动手指，点开信息化平台上的功能分区，农田气象信
息反馈、作物生长实时监测，病虫害远程诊断……一系列物联
网技术映入眼帘，一场生态农业的“智能秀”就此上演。

“这就是智慧监测，3组设备实现135公顷稻田全覆盖。经
过物联网运算，有没有病虫害发生，是否需要用药，农作物生
长所需尽在掌握。”对于今年的田间管理，赵士军信心十足，

“农田里有了监测设备，我们不再盲目用肥、用药，依靠大数据
可以减量20%以上。”这正是“智能监测站”带来的改变，通过
高清影像和监测数据，将更科学地预判识别农业生产风险。

那么，“智能监测站”又是如何采集影像和数据的？穿行在
士军农场的农田里，一股现代农业气息扑面而来，高处的虫情
测报仪、环境气象监测站、孢子捕捉仪全天守候。利用大田物
联网系统，“智能监测站”安装了土壤传感器、360度高清摄像

头、微型气象站、虫情测报灯等智能装置，远程采集农田作物
的影像资料以及作物生长过程中的相关数据，并传输至平台。

中午时分，农田2号监测站向赵士军的手机发来风力提
醒。“别看设备不大，可是上知天文、下晓地理。”妥善处理提醒
后，他向记者介绍起“智能监测站”的厉害之处，“种水稻最怕
的就是病虫害，以前每到这时候，都担忧得睡不好觉，现在物
联网随时通报、提醒环境信息，可以提前防治病虫害。今年插
秧后，‘智能监测站’及时发现了部分水稻有潜叶蝇虫害的征
兆，我们立即进行无人机飞防作业，为农场避免了损失。”

如今，借助物联网技术，士军种植家庭农场根据作物土壤
情况、农田数据以及生态环境的变化，为农产品建立起“绿色
履历”，生成食品安全追溯体系，保证了水稻的绿色品质。

“咱家的水稻能拿到绿色认证，有智能检测不少的功劳。”
赵士军说，提升农产品数字化监测预警能力，农场将农田管理
从“见虫打药、见病喷药”向“预防病虫、精准防控”转变，确保
农药适时施用、高效利用。

人在屋中坐，尽知田园事。基于智能监测系统的平台共享
模式，通过物联网实时获取、收集、分析农作物数据，能有效解
决农业生产和市场流通等问题，开拓出更为广阔的农业发展
前景。长春市农业信息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监测预报是植保
绿色发展、农药减量使用的主要手段。这些数据将成为农业科
研在植物生理生态、选种育种、节水灌溉、防控病虫危害等研
究方向的基础数据，为农业生产提供重要依据。

““农眼农眼””监测让监测让水稻种植更智慧水稻种植更智慧
本报记者 梁 闯

士军种植家庭农场的“智能监测站”。 梁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