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夹河村“三级茶长”齐上岗

4 月初，春茶上市时节，省政府
办公厅发布的《关于推动茶产业振兴
的意见》提出，为提升徽茶品质，将支
持茶产业生产和制度创新，探索建立
“茶长制”。 在岳西县巍岭乡夹河村，
早在 3 月初就已试点推行“茶长制”。
目前该村“三级茶长”齐上岗，在茶园
绿色防控、茶叶加工、“茶旅”融合等
方面各司其职，助力该村茶产业高质
量发展。

平均海拔 700 米以上的夹河村，
山多地少，近些年通过实施水土保持
等项目，在低山缓坡种植茶叶，目前
全村已有茶园 1650 亩。 “人均拥有茶
园 1 亩多， 但由于茶叶效益不高，很
多人选择外出打工，以致很多茶园荒
废。”夹河村党支部书记储诚贵说，为
了将茶产业经营好，今年夹河村借鉴
“河长制”“林长制”工作经验，决定实
施“茶长制”，着力发展生态茶园，致
力有机茶园认证和质量安全追溯体
系建设，加强“茶旅”融合，带动茶农
增收。

“我们在村内设立了 ‘三级茶
长’。 ” 储诚贵介绍，“一级茶长”1名，
由村党支部书记担任，主要负责全村
茶产业的发展规划，搭建茶叶营销平
台，开发“茶旅+民宿”“茶旅+研学”等
茶旅融合新业态；“二级茶长”由各茶
叶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茶厂负责人担
任，目前有 4名，主要负责茶园的生产
管理和茶叶加工环节的把控，确保茶
叶品质；“三级茶长”由各村民小组组
长担任，目前有 20 名，主要负责监督
农户茶园里农药和肥料等投入品管
理，确保茶园全程绿色防控落实到位。

3 月下旬， 夹河村茶园开园采
摘，“二级茶长”彭学海天天在茶厂待
到深夜，盯着茶叶加工，“清明后茶叶
产量提升，每晚得加工鲜叶 800 斤左
右”。夹河村茶厂以前由个人承包，粗
放经营，效益不佳，村民卖茶也极为
不方便。 2019 年夹河村“村两委”接
手茶厂的经营管理，让村民的茶叶实
现了应收尽收。

“一级茶长”储诚贵在线上线下
“吆喝” 着卖茶之余， 还致力于开辟
“茶旅+研学+民宿”的新路。 “清明假
期我们还接待了一拨从合肥来此开

展 ‘研学 ’的团队 ，带他们体验了采
茶、制茶工艺。 我们正在跟岳西县科
技局等部门对接，准备在夹河村打造
产学研基地。 ” 储诚贵说。

从基地管理、生产加工、产品营
销到茶旅融合，上下联动，全链条发
力，“茶长制”实施一个月来，储诚贵
深感效果明显，“改变了过去分散经
营、一盘散沙的局面，茶产业做大做
强有了发力点。接下来我们将在安全
茶、品质茶、智慧茶、文化茶高端品牌
上做文章，以茶产业为抓手，推动乡
村振兴。 ” （查灿华）

区域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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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鱼共养 一田双收
眼下，随着气温的回升，柳枝婀

娜，花儿吐艳，正是莲藕种植的大好
时节。 在蒙城县立仓镇薛庙村荷塘
基地里，一派繁忙的春种景象，农耕
机往来穿梭田中，松土耙地，藕农们
忙于打理藕田，有的运输藕种，有的
弯腰下种， 熟练地将一根根藕种整
齐地插入肥沃的泥层中。

据悉， 薛庙村 2020 年莲藕面
积已发展到 2000 余亩， 今年计划
扩大莲藕种植面积 500 亩左右，种
植 4 至 5 个品种， 有的适合食用，
有的适合观赏。为促进乡村旅游业
发展，在“荷花节”主广场附近新增
了 200 多亩荷田，主要种植观赏和
采摘莲藕品种，实施“莲鱼共养”模
式，以提升乡村旅游经济效益。

“莲藕种植的经济效益比一般
农作物要高得多， 除了莲藕之外，

藕尖和莲蓬也能带来不少的收益。
5 月初，荷叶开始冒尖 ，是本地藕
尖上市的时候。 新鲜的藕尖，水分
充足，鲜嫩清香，富有营养，很受消
费者欢迎。 一个熟练的藕农，一天
能采摘 100 公斤藕尖，可带来不少
的收入。 ”基地负责人介绍说。

“我去年种了 2 亩莲藕，莲藕
下养鱼。一亩荷塘一般能产莲藕近
3500 公斤左右， 每公斤可以卖到
4.5 元左右， 每亩荷塘收入 16000
元左右，比种普通庄稼强多了。 ”一
藕农喜不自禁地说。

家住荷塘边的王老师告诉笔
者：“自从村里发展莲鱼共养以来，
环境越来越好， 村民越来越富，村
里人气越来越旺。 现在，千亩荷塘
已成为薛庙村一景， 每逢荷花节、
周末、节假日期间，前来旅游观光

的游客络绎不绝，带动了乡村旅游
业的发展。 ”

薛庙村的发展只是立仓镇乡
村振兴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立仓
镇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和资源禀赋，
深入挖掘地方特色和历史文化内
涵，坚持综合开发利用原则，将原
本一片片荒芜的空地及池塘连接
起来，挖塘引水，引苗栽种，努力打
造千亩荷塘基地。 同时，着眼于生
态产业多元化，利用荷塘大力推广
鱼虾综合混养技术， 走出了一条
“一水两用、一田双收、一举多得”
的农旅融合产业发展新模式。

（李治林）

种养新模式

百果园里结出“致富果”
本报讯 “现在葡萄到了出花的

时候， 我们要把枝条上的副芽给抹
掉，保留营养枝，这样才能提高坐果
率。 ”4 月 10 日，宿松县洲头乡宗营
村的“百果园”里，负责人陶欢正手
把手教授当地农民养护葡萄藤。

从回乡创业种果树到现在带领
村民奔向致富路， 陶欢用了不到三
年时间。 大学毕业的陶欢原本学的
是软件工程专业， 但随着国家乡村
振兴战略的逐步落实， 农村面貌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他也想着为
家乡建设出点力。 2018 年，25 岁的
陶欢辞去浙江收入颇丰的工作，回
到洲头乡当起了一名职业农民，他
把目光锁定在乡村游、采摘游上，在
宗营村承包了一千多亩土地， 打造
“百果园”。

陶欢先后种植了葡萄、蟠桃、红
梨、 丑桔、 甜柿以及薄壳山核桃等
26 个品种果树，“百果园”已成为集
休闲、度假、垂钓、采摘于一体的产
业观光园。

“我以前都在外地打工， 离家
远，现在就近在‘百果园’上班，一个
月有三四千元收入， 还能照顾家里
老人孩子，挺好的。 ”当地村民陶云
凤说。

自“百果园”投产以来，每年可
提供就业岗位近 200 个， 带动周边
村民人均年增收 5000 余元。在建设
“百果园”的同时，陶欢还通过兴修
水利设施解决当地村民在农业生产
上的后顾之忧。 2020 年 6 月，陶欢
个人出资 30 万元为村里兴建了一
座排灌站。 （项珍 田周群）

农机大户忙“飞防”
“速度调慢点，高度再低点，这样

操作无人机，‘飞防’ 效果更好。 ”近
日，在颍东区老庙镇向阳村郭湖自然
村田头，恒发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菜篮
子飞防队忙着培训新飞手，让他们更
加熟练地掌握飞行技能，为即将展开
的小麦“一喷三防”做好准备。

田头上， 恒发农机专业合作社
负责人李恒文现场指导“一喷三防”
模拟飞行演练。他是当地农机大户，
也是菜篮子飞防队发起人。 每到小
麦“一喷三防”季节，李恒文都要提
前半个月筹划“飞防”演练的事，首
先要做的是“圈地”，把需要喷防的
小麦地块拍出航拍照片， 输入电脑
里划定飞行地界， 精准确定飞行往
返点，划出飞行区域，确保“一喷三
防”全覆盖。

灌水、调试、起飞、悬停……“经
过连续多天培训， 今年新加入的 6

位新机手已经能单独操作了。 ”李
恒文介绍说， 今年老庙镇小麦 “飞
防”任务有 6.2 万亩，统防统治不能
掉以轻心，全镇人的“粮袋子”攥在
咱手里，要打起精神来，马虎不得。

据了解， 菜篮子飞防队从当初
的 4 台遥控无人机发展到现在的
60 多台，飞行机手从 3 人发展到 40
多人，“飞防” 区域从小地块作业到
全镇大范围作业，120 多名 30 岁左
右的本地“新农人”在李恒文的带领
下， 亲身体验到现代科技高效省工
省时省力的优点。

今年 30 多岁的李平就是其中
一位 “新农人”。 “经过这两年的培
训学习， 我现在一天能 ‘飞防’500
亩左右，按照一亩地一块钱的价格，
收入还不错。 ”李平说，给人家提供
“飞防”服务的同时，也不耽误自家
地里的活计。 (戚武奇)

蔬菜轮换种植妙招
不同蔬菜的合理轮换种植 ，既

可使病原菌失去寄生环境， 还可达
到减轻或消灭病虫害的目的， 同时
也可增产增收。

种完葱和蒜，再种一茬大白菜，
可以减轻植物病害，少用药物，并且
增加收入。 同一个科的蔬菜不宜轮
作，如番茄、茄子、辣椒和甜椒等属
于茄科，因而不宜轮作。 千万别让黄
瓜、番茄挨着种，或者种完黄瓜种番
茄，它们相互抑制，会减产。 番茄可
以和毛豆、甘蓝、球茎茴香、葱、蒜等
隔畦间作。 同时秋棚番茄套种小菜
可降地温。 番茄套种甜玉米，可诱蛾
产卵，达到集中消灭，保产增收的目
的。 辣椒不宜与茄科作物连作，可与

叶菜、根菜、花生等短秆作物间作。
甜瓜与叶菜类轮作 3 至 5 年， 可明
显增产。 马铃薯前茬为葱、蒜类和黄
瓜，其次为禾谷类作物及大豆。 利用
葱茬栽培大白菜和瓜类蔬菜。 大葱
生长前期间种早熟萝卜， 后期套种
菠菜等越冬作物。 西瓜轮作 5～8 年
以上。 轮作作物有：小麦、水稻、玉
米、萝卜、甘薯和绿肥。 藕、稻轮作，
早藕收获后可种植水芹、 慈姑、荸
荠。 莲藕常与慈姑、荸荠、茭白隔年
轮作，或与茭白间作。

套种时应注意：应选早熟、植株矮
小的品种；共生期尽早缩短，产品器官
形成盛期错开；少争夺温、光、水、肥和
影响管理。 轮作中应注意：选收获期较

早的蔬菜如茄果类； 选前茬施肥较多
的蔬菜如黄瓜、西瓜。 葱、蒜为前作，可
以减少病虫害。 大白菜种在韭菜埂上
或大蒜垄间，病害明显减少。

轮作、 套种必须掌握的三点原
则：一般需氮较多的叶菜类蔬菜，后
茬最好安排需磷较多的茄果类蔬
菜。 吸肥快的黄瓜、芹菜、菠菜，下茬
最好种对有机肥吸收较多的番茄、
茄子、辣椒等。 注意各种蔬菜对土壤
酸碱度的影响。 种马铃薯、甘蓝会提
高土壤酸度，而种玉米、南瓜等会降
低土壤酸度。 所以，对酸度敏感的葱
类蔬菜作为玉米、南瓜的后茬作物，
可获得高产量。 要把生长期长与生
长期短的， 需肥多与需肥少的蔬菜
合理搭配种植。 种豆类蔬菜可增加
土壤有机质含量，提高土壤肥力，而
长期种需氮较多的叶菜类蔬菜，会
使土壤中营养元素失去平衡。

（李佚）

春耕化肥混用七不要
化肥不要与根瘤菌肥等细菌肥

料混施。因为化肥有较强的腐蚀性、
挥发性和吸水性， 若与细菌肥料混
合施用，会杀伤或抑制活菌体，使肥
料失效。

氨水不要与人粪尿、草木灰、钾
肥、磷酸铵、氯化钾、尿素、碳铵等混
施。 碳铵不能与草木灰、人粪尿、钾
肥氮混施。 硫酸铵不能与草木灰、
碳铵混施。 硝酸铵不能与草木灰、
氨水等混施。 以上所举肥料如果混
合施用，都会引起酸碱中和反应，降
低肥效。

磷矿粉、 骨粉等难溶性磷肥不
要与草木灰、石灰氨、石灰等碱性肥
料混用。 否则会中和土壤内的有机
酸类物质，使难溶性磷肥更难溶解，
作物无法吸收利用。

钙镁磷肥等碱性肥料不要与铵
态氨肥混施。 因为碱性肥料与铵态
氨肥如硫酸铵、 碳铵、 氯化铵等混
施，会导致和增加氨的挥发损失，降

低肥效。
人畜粪尿等农家肥不要与钙镁

磷肥、 草木灰、 石灰等碱性肥料混
施。 因为人畜粪尿中的主要成分是
氮，若与强碱性肥料混用，则会中和
而失效。

过磷酸钙不要与草木灰、 石灰
氮、石灰等碱性肥料混用。 因过磷酸
钙含有游离酸，呈酸性反应，而上述
碱性肥料含钙质较多，若二者混合施
用，会引起酸碱反应，降低肥效，又会
使钙固定磷素，导致“两败俱伤”。

尿素不要与碳氨混用。 因尿素
施入土壤后， 要转化成氨才能被作
物吸收， 其转化速度在碱性条件下
比在酸性条件下慢得多。 碳氨施入
土壤后呈碱性反应，pH 值为 8.2 至
8.4。 农田混用碳氨，会使尿素转化
成氨的速度大大减慢， 容易造成尿
素的流失和挥发损失。 因此， 尿素
与碳氨不要混用或同时施用 。

（果业）

花生栽培有讲究
花生是重要的油料作物， 也是

一种蛋白质含量非常高的食物。 开
春以后，春、夏播花生陆续进入备播
阶段。 科学规范种植，提高产量、提
升品质，才能获得较好的收益。

深耕整地。 耕深 25 至 33 厘米，
打破犁底层，增加活土层，并灭杀大
量的越冬病虫卵， 降低病虫害发生
基数。 播前耕整质量要求土层平整、
疏松、细碎，上虚下实，无明暗坷垃。
春花生要利用播种前的时间对土壤
深耕或深松、耙耢。 麦套花生提倡前
茬深耕。 麦后夏花生应每 3 年播种
前深耕深松一次。 小麦秸秆还田量
大的，应先粉碎后深翻，然后旋耕播
种。

种子处理。 播种前 10 至 15 天

种子剥壳，剥壳前可带壳晒种 2 至 3
天。 摊晒时间在晴天上午 10 点左
右，厚度 7 厘米，晒果不晒仁，温度
最好在 20℃至 30℃。避免在水泥地、
柏油路或金属板上晒果， 以防高温
烫伤种子。 剥壳后选择饱满整齐、色
泽好、没有机械损伤的籽仁，按籽粒
大小分级保存、分级播种。 播种前进
行拌种或包衣， 在阴凉通风处晾干
即可播种。

规范种植。 春花生推广露地起
垄种植模式、起垄覆膜播种模式，采
用起垄播种一体化播种机一次完成
起垄、播种及喷洒除草剂、覆膜、压
土等多道工序。 地膜选用诱导期适
宜、展铺性好、降解物无公害的降解
地膜或厚度≥0.01 毫米的聚氯乙烯

地膜。 建议使用单粒精播技术，播种
深度 3 至 5 厘米 ， 种植密度春播
18000 至 20000 株/亩 ， 夏播 20000
至 22000 株/亩。

水肥管理。 足墒播种的花生，幼
苗期一般不需浇水； 花针期和结荚
期如遇干旱，及时适量浇水；饱果期
遇旱及时小水轻浇润灌。 推广喷灌、
微喷、滴灌等节水灌溉技术，减少水
分渗漏和土壤蒸发， 提高水分利用
率。 一般亩底施腐熟有机肥 100 至
200 公斤，花生专用肥 80 公斤（或尿
素 25 至 30 公斤 、 过磷酸钙 75 至
100 公斤、硫酸钾 20 至 25 公斤）。初
花期追施石膏 25 至 30 公斤， 建议
结果层追施钙肥。 生育中后期可用
0.1%至 0.3%磷酸二氢钾溶剂或 2%
过磷酸钙澄清液、1%尿素叶面喷施
2~3 次。 （甲乙）

技术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