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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传真

“水果中的软黄金”

有多金贵？
□文/摄 本报记者 吴玉玺

□

文/

摄

本
报
记
者

韩
波

辣椒是一种需肥量大、根系较弱的作物，
辣椒的根系不仅扎根浅且数量也比较少，干
旱以及内涝都会对辣椒造成影响。对我省辣
椒产业如何破解内涝问题，“辣椒院士”、湖南
农业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邹学校提出：“先
解决排水问题，再改变耕作方式，采用大垄、
高垄栽培模式，选用耐涝抗逆品种，内涝就不
是问题。”同时，他也表示“避雨栽培也是非常
好的途径。”

邹院士建议，大家在种植时，尽量选择好
吃的品种。“不同类型的辣椒对品质有着不同
的要求，例如外观、口感、香味等，只有好的品
质才能满足多样化新消费的需求。好的品质
可以卖到上千块 1斤，便宜的也有三四元钱 1
斤的。以辣椒为代表的蔬菜品种多元化，某
种意义上就代表着高品质的生活。”

邹学校院士还提出：“水稻育秧棚二次利
用种辣椒也是个很好的发展方向，既解决了
企业需求，也解决了水稻育秧棚闲置问题。”

我省现阶段水稻生产多采用旱育稀植
技术，每公顷水田需要 100平方米以上的旱
田保温大棚来育苗，一般在 4月~5月使用两
个月左右。水稻苗移出大棚后，大棚即处于
闲置状态。按照邹院士的建议，那么“闲置
棚”就变成了“增收棚”。

除了这些具体指导，院士们还对我省现代
农业发展提出了建议。在黑龙江富锦市现代
农业万亩水稻科技示范园，长期从事粮油质量
安全研究的、国家农业检测基准实验室（生物
毒素）研究室主任李培武院士表示，要为保障
粮食安全作出更大贡献，首先要进行品种培
优，选用高产优质、抗逆、抗病的品种；二是提
高粮食品质，特别是营养品质；三是要围绕“大
粮仓”，打造绿色、低碳、优质、安全、营养健康
的品牌，通过品牌打造提高种粮的效益；最后
要不断迈向智能化，形成规模化生产。

一直陪同院士进行调研的省农业科学院
党组书记、院长刘娣深有感触地说：“院士、专
家团队为省农科院各相关研究领域种下了解
决问题、突破瓶颈、转型发展的‘种子’，今后
我们将一起下更大的功夫来研究，提供更高
水平的科技方案，合力助推我省粮食生产更
上一层楼。”

外观像枣，切开像猕猴桃，这就是被称
为“水果中的软黄金”的软枣猕猴桃。

“软枣猕猴桃俗称软枣子、滕梨、藤瓜，
它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奇异莓，是我
国东北地区具有较高经济价值的野生小浆
果。”省林业科学院牡丹江分院生物多样性
保育研究中心主任、高级工程师李红莉说，
软枣猕猴桃是9种光果猕猴桃种类之一，个
头比普通猕猴桃小几倍，如枣光滑无毛。

软枣猕猴桃皮薄汁多，果肉细腻，酸甜
适口，营养丰富。据检测，软枣猕猴桃VC

含量是橙子的2倍、苹果的25倍；膳食纤维
含量是香蕉的2倍、橙子的4倍；叶酸、VE和
VK含量也很丰富，还含有叶黄素、黄体素、
酚类物质、天然肌醇以及磷、钙、铁、锌等矿
物质。其中，可溶性固形物 13%~18%、总
糖 6.3%~13.9%、有机酸 1.2%~2.4%；每 100g
果肉含蛋白质 1.6g，脂类 0.3g、总氨基酸
100mg~300mg、VB10.01mg，VC 含 量 高 达
450mg。还含有多种无机盐和蛋白质水解
酶，主要营养成分含量与其他水果相比，均
位居前列。

软枣猕猴桃的种子含油，根、茎、叶、花、果
均可入药，有滋补强身、清热利水、生津润燥之
功效。花可提取香料，是很好的蜜源植物。
且具有较高的保健功效，如抗辐射、抗衰老、
降低胆固醇、防止血管硬化、促进心脏健康，
还可以帮助消化，防止便秘、提高免疫力等。

软枣猕猴桃是东北地区蕴藏丰富的野
生浆果资源。走进尚志国有林场管理局尚
志林场，40亩软枣猕猴桃优质丰产栽培示
范区映入眼帘，长势良好。

“软枣猕猴桃对土壤适应性强，具有很
好的生理抗旱性，能耐受零下25摄氏度的
气温，非常适合黑龙江地区种植。软枣猕
猴桃可加工成果酱、果汁、果脯食品和饮
料，售价高、前景广，是一项非常好的绿色
产业。”尚志林场场长王怀清说。

道路整洁，民房整齐，爱心食堂还
免费为老人提供餐食……这是记者在
抚远市浓江乡生德库村看到的景象。
在国网黑龙江电力公司驻村工作队的
扶持下，该村村容村貌整洁有序，多项
产业齐头并进，惠老助老政策优厚。

工作队驻村以来，充分发挥企业优
势，投资300万元在生德库村开发建设
了 8000平方米光伏发电站，年发电量
39.03万千瓦时，可实现年收益26万元，
效益全归村集体所有。此外，还出资20
万元购买了榨油设备，利用村闲置校舍
创办村级榨油企业，促进村集体收入。

在工作队的带领下，村民的增收
致富也有了更多新方向。生德库村的
资源主要是土地，但基础设施薄弱、投
入能力不足、产业链条短。为此，他们
采用“企业+村集体+农户”的合作经营
模式，让“小田”变“大田”，实现农业的
降本增效，促进农民增收。

村里有了经济基础后，第一时间解
决的就是养老问题，建立了爱心康养食
堂，解决老人们的吃饭难题，免费为村
内65周岁以上老人提供午餐及晚餐。

牡丹江市宁安市海浪镇盘岭村的
小菜园陆续进入丰收期。记者近日走
进盘岭小菜园的几位农户家，感受满
目茂盛鲜嫩果蔬带来的视觉之美。

小菜园里，新鲜蔬菜、水果长势喜
人，仿佛在迎着微风轻轻地向游人招
手。据介绍，针对盘岭小菜园的绿色
蔬菜，村里专门设有“邮乐购”代收点，
村民可将蔬菜水果通过代收点销售到
各大商超，额外增加一份收入。

“在我们盘岭村，家家户户都有一
个小菜园，忙完农活回到家，吃着自家
种的西瓜，尝着小园榛子树上的果实，
这就是村民的快乐。”一农户说。

在农户家，鱼池、农家菜、采摘园、
健身器械等应有尽有，利用房前屋后
的闲置地块，打造出“菜园、花园、果
园、游园”于一体的小菜园新体验。

近年来，海浪镇政府大力扶持小
菜园经济，积极引导村民以家庭为阵
地，将房前屋后的“方寸之地”变成“增
收宝地”，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
感与安全感。

近日，甘南县乡村振兴局组织召
开社会力量助力乡村振兴暨“万企兴
万村”工作座谈会，49家结对帮扶企
业、部分社会组织等相关人员参加座
谈会，大家集思广益，探讨“万企兴万
村”活动中遇到的问题及解决办法。

会上，通过生动的案例，与会企
业、社会组织了解如何帮助乡村发展
哪些特色产业，庭院经济做些什么，如
何协调解决生产发展资金问题，怎样
帮助拓宽增收渠道、推进人才培育、解
决群众急难愁盼等问题，详细为广大
企业、社会组织做了讲解，让与会企
业、社会组织更加清晰了自己的下步
帮扶思路。

为了切实解决沟通协调不顺畅的
问题，该县乡村振兴局专门建立了“甘
南县万企兴万村”工作微信群，帮助企
业解决对接村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年
初以来，已有 14家企业到村里开展帮
扶活动，累计捐赠物资59580元。

仲夏的冰城，惠风和畅，万物生长。
7月24日~27日，参与“2022年院士龙江行”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柏连阳、康振生、邹学校、李培武、周卫、吴义强，辗转

佳木斯、建三江、富锦市、哈尔滨市等地，调研大农业发展，共同为我省农业高质量发展把脉会诊。

我省是国家大粮仓，粳稻种植面积在5800
万亩左右，如何进行稻田抗性杂草防除？“杂草
防控”院士、湖南省农科院党委书记、副院长柏
连阳表示，“由于水稻种植中除草剂的连续使
用，使得水稻田杂草如野慈菇、萤蔺、稻李氏禾
等，对除草剂产生了很强的抗性，防除不利对
水稻的产量会造成巨大影响。三唑磺草酮、氟
砜草胺等新型除草剂对解决水稻田抗性杂草
起到关键性作用，对野慈菇、萤蔺和稻李氏禾
有很好的防除效果，目前已在黑龙江省累计推
广面积超过3000万亩次。”

在省农科院国家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基
地草业种质资源创新示范区，柏连阳院士对稻
田病虫草害的防治下了两个诊断，“一是水稻稻
瘟病，要注意有一些品种本身有抗性，但是稻瘟

病菌生理小种变化很快。有些品种今年抗明年
可能不抗，这个地方抗，那个地区可能就不抗。
如何实现一个品种一抗到底，这是今后水稻品
种培育需要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第二个是病
虫草害的防控。杂草在水稻田里是非常重要的
一类有害生物，如果防治不好，就会对产量产生
很大影响。用化学除草剂防控水稻田的草，是
国际上比较有效、普遍采用的手段。但是黑龙
江面积大，加之气候条件等多方面影响，用了除
草剂以后，不仅把杂草控制住了，对作物也产生
了药害，产量也会下降。我们的科研方向，要向
着抗药性的产生、发展等方面进军，重点关注调
换除草剂配方的方法消除抗性上，研发新型除
草剂，利用不同作用机理的除草剂进行抗性杂
草的防除。”

在建三江七星农场国家农高区万亩大
地号，水稻生长进入齐穗期。田间，农场第
八管理区的农民张景会面对院士们提出了
困扰他良久的问题，“如何减肥减药，实现精
准施肥？”

植物营养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
与农业区划研究所副所长周卫院士拿出手机，
和老张一起看了起来。“肥料是粮食的粮食，对
作物增产的贡献率高达 50%，科学施肥大有可

为。这是我们新研发的技术——养分专家系
统，是传统测土施肥的 2.0版本，你可以关注

‘养分专家’公众号。”周卫介绍，只要输入上一
季作物产量和施肥量，就能推算出下一季作物
的施肥量，“大家自己就可以实现测土配方施
肥。”这看似简单易上手的操作，其后台是依据
5000余个实验数据作为支撑，该方法还获得了
2020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并入选农业农村
部的主推技术。

张景会的另一个问题是，“防虫防病，咋能
更科学有效？”

植物病理学家、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旱区作
物逆境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康振生院
士说：“咱以前病虫害防治是见病防病，见虫防
虫，药要喷很多次，现在绿色防控和预防要把
成本和环境因素放在一起进行综合考虑，可不

敢漫天都是了才处理。”
康振生表示，病虫害防治中应全程进行预

测，播种开始就要考虑生育期过程中所在区域
会发生哪些病虫害，危害关键是什么？可以通
过不同措施防治病虫害，合理利用抗病品种，
利用生物防治等手段，条件合适时才开展化学
防治。

种辣椒咋防内涝？
“辣椒院士”给答案

水田如何除草？
“杂草防控”院士来支招

怎样精准施肥？
植物营养学院士送“宝贝”

怎样防治病虫？
植物病理学院士提建议

“咱村的大米有销路
了！”34 岁的五常“新农
人”王洪亮，最近为乡亲
们揽了一笔大订单。7 月
26 日，经他牵线搭桥，五
常市兴隆乡新立村与华
住集团供应链中心签订
战略合作协议。据悉，华
住集团供应链中心今年
将收购新立村的全部水
稻，并将与新立村长期合
作，共同打造有机五常大
米生态示范基地。

王洪亮是新立村党支
部副书记，2014年，他放弃
了哈尔滨的高薪工作返乡
创业，办起了水稻种植合
作社。当上村干部后，他
决心要帮乡亲们的大米找
到更好的销路，带动村民
共同致富。在销售大米的
过程中，他结识了华住集
团旗下酒店的一位负责
人，其对“五常大米”赞不
绝口，并帮其拓宽市场。

据王洪亮介绍，新立村

共有稻田 1.33 万亩，年产
量达千万斤以上。华住集
团供应链中心与新立村签
订长期战略合作协议后，
每年将采购新立村的全部
水稻。华住集团在全国有
数千家酒店，市场庞大，一
直想从源头寻找一个种植
大米的合作伙伴。五常市
兴隆乡新立村的水稻由阿
什河水灌溉，采用传统的
农耕方法种植，大米品质
好，经过考察后决定与其
开展合作。

新立村党支部书记付
永华表示，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后，村民们将不再为水稻
销路发愁。项目落地后，预
计每年可为村集体增收 20
万元以上，全村村民每年可
增收近300万元。

“五常大米”与“华住集
团”，这种“名米”与“名企”
强强联合、相互映衬的合作
方式，将把“五常大米”推向
更大的市场。

田间地头谈合作田间地头谈合作。。

软枣猕猴桃软枣猕猴桃。。

抚远生德库村：
驻村工作队
发展产业“兴村旺民”

□本报见习记者 梁金池

老人在爱心康养食堂用餐老人在爱心康养食堂用餐。。

宁安盘岭村：
打造小菜园
2.0版新体验

□本报见习记者 梁金池

农户在自家小菜园劳作农户在自家小菜园劳作。。

如何“万企兴万村”
甘南这样做

□本报见习记者 梁金池

本组稿件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座谈会现场座谈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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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院士
田间教你 种种地地

□文/王红蕾 本报记者 李天池 见习记者 梁金池 摄/王红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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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品鉴村里的品鉴村里的
优质大米优质大米。。

大数据更精准 栽培法更先进

慧慧
康振生院士康振生院士

（（右右））与张景会与张景会。。

柏连阳院士与省柏连阳院士与省
农业科学院科研人员农业科学院科研人员
探讨除草问题探讨除草问题。。

周卫院士周卫院士（（右右）、）、张景会张景会
（（中中））与省黑土保护利用研与省黑土保护利用研
究院院长刘杰究院院长刘杰（（左左））探讨精探讨精
准施肥问题准施肥问题。。

院士在省农科院水院士在省农科院水
稻所试验田间指导生产稻所试验田间指导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