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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春茂） 9 月 22
日以来，我市降雨创有气象记录以来
的历史极值，大部分地方降雨达 300
毫米以上，连续阴雨使多地 0-2 米土
壤水分处于饱和，雨水下渗缓慢，部
分低洼地块出现积水，加之气温降
低、空气湿度大和连续阴天等情况，
土壤散墒缓慢，对秋作物机械收获和
小麦适期播种均造成严重影响。市农
业农村局为应对雨灾晚播对小麦产
量的影响，指导全市小麦播种工作，
特提出如下晚播技术指导措施。

一是排涝散墒，力争早种快种。
目前，全市有较多农田积水，土壤含
水量过大，应利用降雨间隙，迅速组
织机械和人力，尽早疏通田边大沟，
排除田间低洼处积水，降低土壤湿
度，以便及时收获、整地播种。对一般
积水地块，尽快疏通沟渠排水，开挖
深沟沥水，为农机进地创造条件；对
土壤湿度过大地块，要适时深松散
墒，沥出耕层滞水，为适墒播种争取
条件。

二是抢时抢收，确保种足种好。
复播地块应趁天晴，积极组织人工抢
收秋作物，并将秸秆全部清理出田，
达到快速晾晒散墒，争取墒情适宜尽
早播种，尽量减少机械进地作业次
数，以免对耕层土壤造成破坏或板
结；适合机械收获的田地，要组织好
机械和人力，特别是履带式玉米联合
收割机抢收，收获时应适当降低收获
速度，使秸秆粉碎得更细，铺撒更均

匀，以提高整地质量，便于尽早高质
量播种小麦。

在宁早勿晚、抢抓农时的前提
下，坚持播期服从墒情，当土壤相对
含水量达 70%-80%时播种，切实做到
适墒播种；坚持播期服从播种质量，
努力做到精细整地和精量播种，确保
苗齐苗匀苗壮；坚持播量服从播期，
根据播期确定基本苗，做到早播少
播、晚播多播，着力构建合理群体。对
墒情适宜地块，强化精细整地，千方
百计扩大适期适墒播种比例，确保种
在适播期。

三是多措并举，科学应对晚播。
此次连续阴雨寡照天气是我市多年
来所没有遇到的，要充分预判对小麦
播种工作造成的影响，多措并举，做
好晚播应对工作。重点要坚持“四补
一促”的晚播小麦应变技术，即选用
早熟品种、以种补晚；提高整地质量、
以好补晚；适当增加播量、以密补晚；
科学增施肥料、以肥补晚；加强田间
管理、一促到底。

应科学选用品种，以种补晚。选
用半冬性中早熟、抗病抗倒、耐晚播、
分蘖能力强的优良品种，通过增加冬
春分蘖，弥补晚播对苗情的影响，构
建健壮个体和合理群体。但要严禁越
区种植，防止晚播弱苗造成冻害损
失。水地选用品育 8012、济麦 22、鲁原
502、鑫麦 296等中早熟、高产、抗病抗
倒、半冬性品种；旱地选用临丰 3 号、
品育 8161、运旱 20410 等中早熟、抗

旱抗倒、半冬性品种。
应提高整地质量，以好补晚。晚

播小麦要特别重视整地质量，努力做
到精细整地。宁可略晚勿烂耕烂种，
尽量提高整地播种质量。抢时播种要
减少机械进地次数，按整地、施肥、播
种一次完成的原则进行，因地制宜，
采用少免耕、轻简整地播种技术。对
秸秆还田地块，要做到“切碎、撒匀、
深埋、压实”，过湿地块宜人工移除秸
秆，以利散墒。播前整地标准要达到
土壤“深、细、平、松、净、实”，即耕层
深、耕层土壤细碎无明暗坷垃、土地
平整、土粒松碎、田间清洁无杂草、上
虚下实。

应适当增加播量，以密补晚。在出
现晚播的情况下，要适当加大播量，以
密补晚，确保小麦群体数量。根据不同
播期、不同地块和品种确定适宜播种
量，一般每晚播1天，亩播量增加0.25-
0.5公斤。同时，晚播小麦适当浅播和缩
小行距，争取早出苗、早分蘖、多发根，
一般播深以 3-4厘米为宜。不重播，不
漏播，散墒较好的地块可以播后镇压耙
实，防止土壤悬虚，促进种子与土壤紧
密接触，快速吸水出苗；土壤含水量较
高的地块播种时可卸下镇压轮，以防土
壤板结，影响出苗。

应施足底肥，以肥补晚。坚持以
有机肥为主、化肥为辅的施肥原则。
今年，在晚播和化肥价格上涨等不利
因素叠加的情况下，要防止农民为了
减少投入，“净地”下种，确保播期用

足底肥，田间管理期间要增加追肥，
一促到底。根据我市麦田肥力水平，
亩施优质有机肥 1000-1500公斤或精
制有机肥 150-200 公斤的基础上，旱
地麦田一次施足底肥，亩施肥量为纯
氮 10-11公斤、五氧化二磷 7-8公斤；
水地亩产 600 公斤以上麦田，亩施纯
氮 16-17公斤、五氧化二磷 7-8公斤、
氧化钾 3-4 公斤，其中氮肥底施与追
施比以 6：4 为宜；亩产 500-600 公斤
麦田，亩施纯氮 14-16公斤、五氧化二
磷 6-7公斤，氧化钾 3公斤，其中氮肥
底施与追施比以 7：3 为宜；亩产 500
公斤以下麦田，亩施纯氮 12-14公斤、
氧化二磷 5-6 公斤，氧化钾 2.5 公斤，
其中氮肥底施与追施比以 7：3或 8：2
为宜；优质强筋小麦要推广氮肥后移
技术，氮肥底施、拔节期追施与孕穗
期追施比以 6:2:2为宜。

应关口前移，及早防控病虫草
害。针对土壤湿度大，白粉病、锈病、
茎基腐病、全蚀病、地下害虫、杂草等
病虫草害发生几率高，应做好播前拌
种，使防控关口前移。拌种应注意严
格按照用量，切忌增加用药量，影响
出苗，造成出苗时间长，弱苗；要随拌
随种，切忌暴晒和长时间放置。用辛
硫磷颗粒剂进行土壤处理，防治地下
害虫。要坚持春草秋治，冬前小麦苗
后 3-6叶期，阔叶、禾本科杂草 2-5叶
期，最低气温一般不低于 6℃时，选用
吡氟酰草胺、苯磺隆、精噁唑禾草灵
等对路药剂，开展化学除草。

玉米发霉让农民朋友很苦恼。发霉
玉米无论是动物吃还是人吃，对健康危
害都很大。如果丢弃，不仅浪费，更会打
击农民的种地积极性。

像已经发霉了的玉米棒子，实在是
可惜，辛苦种的玉米，却因为天气不好而
发霉坏掉，如果这雨再下个十天半个月，
估计会有大量的玉米废弃掉。玉米棒子
为什么会霉变，下雨时为防止被雨淋，很
多人都会用塑料布盖起来，时间一长，极
易发生霉变。玉米在霉变后会有一种黄
曲霉毒素的物质生成，这种有害物质在
温度 25℃-30℃、湿度 80%-90％的环境
下是最适生长的，有强烈的致癌性。玉米
霉变其实就是水分太高，再加上温度过
高或生虫而造成的。所以，我们储存玉米
一定要通风、降温，并且玉米一定要晒
干。

玉米要摊开，暴晒，然后才能储存。
对于霉变比较严重的玉米，得挑出来，建
议将其废弃到田里或者做肥料。连续降
雨玉米发霉怎么办？有多年种粮经验的
朋友，可以把雨天的防护措施做好。比如
塑料布不会盖那么严，让其空气能够进
入，也有的人会不定时对其掀开通风，目
的也是为了让其空气流通。另外也要不
定时对上面的积水进行清除，这样做的
目的是什么呢？其实，主要就是为了防止
玉米发霉、发芽。因为当塑料布盖严后，
空气不流通，加上玉米呼吸产生热量，会
让下面的温度急剧升高，给玉米发芽、发
霉提供了很好的温度和湿度，加快其霉
变的速度，进而影响玉米销售时的价格，
使得收益减少。所以，辛辛苦苦一季，不
能在晾晒的环节上出现差错，当然，最近
连续的阴雨天，确实给农民秋收带来了
不利影响。希望广大农民朋友在已经发
生自然灾害的情况下，将损失降到最低。

玉米收获后遇到连续下雨天该怎
么储存？玉米收获后水分含量较大，成
熟度也不均匀，如果不及时晾晒会发
霉、发芽，既卖不掉也不能吃，只能眼睁
睁地看着浪费掉，所以防止玉米发霉是
重中之重。而如何防止玉米发霉要从散
户和种植大户两个方面来说。玉米未脱
粒的情况下，散户可以选择把玉米棒摊
在房间内，不管是哪个房间，能摊的地
方都摊上，注意不要堆积，均匀平摊，同
时注意房间内的通风。也可以垒成一排
排放好，这样做可以节省面积，不过，不
能垒在角落里或者不通风的地方，类似
过道这样四面通风的位置比较好。还可
以采用编玉米的老办法，以前大家都会
把收回家的玉米编起来，挂在房梁下或
者是专门做的木桩上，如果家里有这些
条件的，还可以继续用这个办法。大户
一般都会有仓库，可以在仓库内存放，
做法和散户差不多，均匀摊开，保证仓
库内通风良好。电风扇不停地吹，可以
使用工业用的大风扇，然后勤翻动玉
米。

玉米脱粒后，遇到了连阴雨天气又
该怎么办呢？从散户来讲，主要就是在屋
内摊开晾干，不要直接摊在地上，可以垫
上塑料布之类的东西，同时也可以用电
风扇进行吹风，并且勤翻动。如果屋里面
积小，收获的玉米粒放不下的话，可以分
开摊开吹风，比如隔2小时更换一部分。

从大户来讲，也和上面的操作方法一样，
均匀摊开，勤翻动，注意通风。不一样的
是，一些大户有烘干机，这种情况下，就
不怕下雨天了。用烘干机烘干玉米粒，就
可以装袋储存了。

上面说的玉米收获后遇到下雨天，
已脱粒和未脱粒的防霉办法，下面说说
在实际过程中，应该注意哪些事项。除杂
方面，特别是已脱粒的情况，如果含有杂
质比较多的玉米，发生虫害和霉变的几
率要大增，本来就处于雨天，所以更应该
保证玉米的清洁。虫害防治方面，出现虫
害是很正常的情况，特别是一些黏虫、玉
米螟等，在脱粒时进入到玉米堆里面，不
及时防治，繁殖得很快，严重影响玉米品
质。如果有些玉米已出现发霉症状，建议
单独取出来存放，不要与好玉米放到一
起，还要及时通风吹干，千万不要用塑料
布密闭封盖。很多朋友遇到下雨天，喜欢
把玉米堆在一块，然后用塑料布密闭，这
种做法是很危险的，因为里面不通风，短
时间内温度升高，很快就出现发霉情况，
这是很多人容易犯错的地方，如果非要
用到塑料布的话，首先要勤掀开通风，可
以趁着雨停的间隙多通风，同时注意翻
动，不要堆一块不管它。最后，必须保证
塑料布上不要有积水，一旦雨停后，及时
掀开通风。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玉米防发霉
的措施主要有两点：干燥和通风。如果把
这两点做好了，玉米基本就不会出现发
霉的情况。

1. 及 时 排
水。玉米长时间
水中浸泡，易导
致玉米枯死、倒
伏，无法收获。
要 抢 抓 雨 歇 间
隙，排出田块积
水。

2.复播春播
区别对待。复播
区 玉 米 为 不 影
响 下 茬 作 物 播
种 ，应 尽 早 收
获。春播玉米如
果 没 有 倒 伏 及
穗（粒）腐病发
生风险，收获可
适当推后，有利
于籽粒脱水。

3.关注土壤
墒情。密切关注
土 壤 水 分 下 降
情况，一旦土壤
水 分 下 降 到 玉
米 收 获 机 械 能
进 地 收 获 的 条
件，立即抢收。
有 条 件 种 植 户
也 可 采 用 人 工
收获，比机械收
获 提 前 两 天 左
右。一般来讲，
沙壤土、壤土、
黏 土 土 壤 水 分
下 降 速 度 依 次

变慢。
4.做到及时收获。收获时应

先收枯死玉米，后收叶片持绿玉
米。玉米倒伏后应尽早进行人工
或机械收获。机械收获最好选用
割台长度长、倾角小、分禾器尖
能够贴地作业的玉米收获机；对
于倒伏方向与种植行平行的玉
米植株宜采取逆向对行收获方
式，并空转返回，有利于扶起倒
伏玉米进行收割；对于倒伏方向
不一致的玉米植株宜采取往复
对行收获作业方式。作业时收获
机分禾器前部应贴近地面，并断
开秸秆还田装置动力或将该装
置提升至最高位置，防止漏收玉
米果穗被打碎，方便人工捡拾，
减少收获损失。收获作业时应适
当降低收获速度确保正常作业
性能，及时清理割台，防止倒伏
玉米植株不规则喂入等原因造
成的堵塞，影响作业效果。

5.做好病害应对。要防止茎
腐病和穗（粒）腐病发生。茎腐病
发病重的地块要优先安排收获
（茎腐病识别：一看果穗是否下
吊，二看茎基部硬度是否变小）；
穗（粒）腐病发病轻的地块应尽
量采用籽粒收获，及时烘干入
库。如果发病重，应采用果穗收
获，堆放前要剔除发病果穗，及
时翻晒，避免重复感染。

应对雨灾影响 千方百计抢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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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及时排水除淤。修排水渠或对积
水严重的果园使用抽水设备排水，使果
园土壤保持最大程度的通气状态。没有
明水但已经淹水的果园，在树冠外缘内
侧开挖排水沟，排除根系积水；有淤泥
的果园要在排水后及时清理淤泥，尽快
清除果树根茎部淤泥，保证树体恢复正
常生长。

2.疏松树盘，养根护根。水淹后，果
园土壤易板结，容易引起根系缺氧，土
壤稍显白时，抓紧时间浅耕，疏松土壤，
增加透气性，以利根系恢复生长，浅耕
深度一般 4至 6厘米左右，以免过深过
多伤根，影响树体生长。经雨水冲刷后
裸露在外的树根，要及时培土；对低洼
地受涝特别严重且已出现烂根的果树，
清除已溃烂的树根，并将粗根部分的泥

土扒开晾晒，使水分尽快蒸发，待1至3
个晴好天气后再覆土。

3.脱袋、采收伤果、合理修剪。前期
没有脱袋的果园及时脱袋，脱袋时检查
果实是否受伤，及时摘除受伤果，尽快
出售。及时剪除断裂树枝，对断而没掉
的下垂断枝，应立即在劈裂处剪除，避
免伤口越劈越大，磨碰周围的枝叶和果
实，造成通风透光性差。对伤根严重的
果树，及时疏枝、剪叶、以减少蒸腾量，
防止树体死亡。同时改善通风透光条
件，增强果实着色。

4. 科学用药，防治病害。针对目
前发生严重的病害及时用药。同时将
残枝、落叶、落果及时清出果园，减少
病源。喷药时注意做到枝干、叶片正
反均匀用药，同时对地面也要进行施

药。摘袋的果园及时进行杀菌以防黑
点 病 等 ，建 议 克 菌 丹 1000 倍 ，甲 托
70%粉剂 800 倍，宁南霉素 500 倍液
等。

5.叶面喷肥，深施基肥。淹水后果
园树势衰弱，根系大量死亡，土壤透气
性差，从土壤中吸收营养的能力减弱，
可通过叶面喷肥来补充树体营养，恢复
树势。可以喷千分之三的磷酸二氢钾、
氨基钙，复壮树势及翌年花芽。同时受
灾果园增加有机肥用量，要深施有机
肥，提高树体抗逆性。

6.适时采收，确保品质。对受灾严
重果园，可适当提前采收；未受灾果园
或受灾时间短的果园，可根据成熟期分
批分级采收，对晚熟品种，尽量不要早
采，以免影响果品质量。

1.疏通沟渠，及时排水。无论露地
蔬菜还是设施蔬菜，应及时疏通排水沟
渠，及时排出菜田积水。对于下沉式日
光温室要用排水泵排水，一般茄果类和
瓜类蔬菜田间积水不要超过半天，否则
会因蔬菜沤根，将造成不可挽回的损
失。

2.开沟沥水，清理田园。对于已经
积水并排出地表水的露地菜田，要开深
沟沥出多余的地下水，可用钩机每隔 5
米左右开一条深 50厘米、宽 30厘米的
深沟，防止渍水；也可在塑料大棚四周
和日光温室的南面开沟沥水。已经淹的
菜田，在排水后，应及时清理田间植株
和杂草，墒情合适时翻耕整地，及时播
种和定植下茬蔬菜。

3.培土防倒，及时采收。排尽田间
积水后，对茄子、辣椒等直立蔬菜要进
行扶植培土或立支架，叶面泥土要冲刷
干净，适当剪除地上部过密枝叶，以便
通风透光。对于积水超过 2天以上的蔬
菜，要在叶片和果实萎蔫之前及时采收
销售。

4.防病治虫，土壤修复。要降低棚
室内的湿度，预防软腐病、生理性沤根、
霜霉病、疫霉病、根腐病发生。对已有发
病趋势和症状的菜田喷洒兼治真菌和
细菌性病害的保护性杀菌剂。雨后蔬菜
根系活动弱，吸水吸肥能力差，应及时
喷施叶面肥和生长调节剂，如磷酸二氢
钾、油菜素内酯、复硝酚钠等。长期水淹
后土壤微生物数量大幅度减少，养分流

失较多，重新栽种蔬菜时要使用含微生
物的肥料，并适当增施化学肥料，建议
用枯草芽孢杆菌等微生物菌肥进行土
壤处理，以增强蔬菜抗逆性，预防根部
等病害发生。

5.及时补修，抢种下茬。对于没有倒
塌的温室大棚要及时修补，加固修复温
室大棚墙体、立柱，完善墙体防雨和室内
外排灌系统；要防止再次倒塌和雨后暴
晴等对蔬菜造成的二次伤害，可在晴天
中午适当遮阳，必要时浇灌井水（涝浇
园）；对于秋延后的塑料大棚，若受损严
重建议抢种一茬油麦菜、小白菜、菜心、
生菜、芥蓝等速生类蔬菜；对于受灾严重
的日光温室要力争在霜冻前完成修复
或重建工作，以便种植冬春茬蔬菜。

1.做好收前准备。中南部受淹地块
要立即排涝，提高土壤透气性，降低土壤
湿度和薯块的浸泡程度。做好收获机械
的检修、维护和贮藏库的清理、消毒等各
项准备工作。

2. 抓紧抢收。由于留给马铃薯收
获的时间窗口较短，要合理统筹不同
地块的收获顺序。具备收获条件的要
及时进地收获，防止后期连续降雨及
早霜冻。收获时注意保护薯皮，尽量轻
拿轻放，减少农机具、机械等对薯皮的
碰撞和损伤，避免病菌通过伤口入侵
薯块，导致后期发病烂薯；选用透气性
良好的纱网袋。

3.注意通风晾晒。刚收获的商品薯，
不能马上入窖，收获后白天先放至通风
处晾晒，晚上用棉被子覆盖防冻，5-7天
后再入窖；作种薯用的马铃薯，收获后要
增加预贮藏时间 4-5天，已入窖的相应
延长通风时间，促进薯皮老化。没有预贮
藏条件直接入库的，要开启全部通风口
和库门，加强通风措施，加快薯块表面的
水分散失，尽快降到合理水平，减少入库
烂薯风险。

4. 做 好 贮 藏 窖 消 毒 和 温 湿 度 调
控。入窖前，用硫磺粉、高锰酸钾、甲

醛、百菌清、福尔马林等消毒剂对贮藏
窖进行全面消杀防控，减少病害引起
的储藏损失。种薯贮藏以 2℃-4℃为
宜，食用薯以 1℃-4℃为宜，加工薯以
7℃-8℃为宜；做好通风换气，注意贮藏
相对湿度以 85%-95%为宜。藏量不宜
超过窖体的 2/3。

贮藏窖消毒方法：用点燃的硫磺粉
（8-12克/立方米）进行熏蒸；每立方米用
4克高锰酸钾+6克甲醛进行熏蒸。使用
时先将高锰酸钾置于容器中，然后倒入
甲醛溶液，即可产生消毒气体；用百菌清
烟剂、过氧乙酸或二氧化氯进行熏蒸；种
薯可用瑞毒霉、多菌灵、百菌清、杀毒矾、
甲霜灵锰锌均匀喷洒窖壁四周，并用石
灰水喷洒地面；用2%-4%的福尔马林50
倍液均匀喷洒窖壁四周。

5.防止病害发生。受连续降雨的不
利影响，预计今年马铃薯薯块携带晚疫
病、干腐病等土传病病害的风险上升，
入窖贮藏薯块的感病率、烂薯率也将增
加。建议雨后收获的马铃薯减少入窖储
藏的比例和时间，或尽快食用、或做商
品薯销售、或做淀粉、全粉加工用，以最
大程度减少贮藏带来的不利影响和经
济损失。

1.排出田间积水。对于低洼地或排
水不畅的田块，尽快清除淤障，挖沟排
水，降低土壤含水量；积水严重地块，调
动抽水装置排涝。

2.加快机械收获进度。对于墒情适
宜的地块，组织农机专业合作社抢抓晴
好天气，及时抢收。对于山地丘陵坡地或
田间湿滑情况，尽量选用履带式收获机；
对于轮式机具能够作业的地区，面积较
大、地势相对平坦的可采用大中型联合
收割机，面积较小、不宜大中型收获机作
业的谷田或分散农户，可采用小型联合
收割机直接收获籽粒，或小型割晒机先
割倒，带回家晾晒后再脱粒；如果小型机

械也无法进地，则需人工收获，直接先收
获谷穗。要特别注意对谷物联合收割机
的割台、扶禾装置、滚筒等进行改装或调
试，调整收获作业方向以利于割台喂入，
降低谷子的机收损失，确保谷子的实收
产量。

3.针对不同区域减损收获。忻州、朔
州和大同等北部早熟地区，尽快排涝晾
田，在来霜之后直接联合收获，不用晾
晒，减少籽粒和茎秆含水量降低后的田
间损失。以晋谷系列品种为主的吕梁、晋
中等地，对于倒伏严重的谷子，需用拨禾
轮式割台，将割台高度尽量降到地表。晋
东南地区少部分没有收获的谷子，要加

快将谷穗收回家中晾晒，减少田间湿度
大造成的穗发芽、穗发霉损失。

4.针对不同品种分步收获。先收早
熟品种，后收晚熟品种；已完熟的谷子用
联合收获，未完熟的谷子先用割晒机割
倒晾晒，然后用配带捡拾割台的联合收
割机进行收获；倒伏谷子用拨禾轮式割
台收获，未倒伏谷子用链齿式割台收获。

5.防止谷子霉变。种谷散户将谷穗
收回后在家通风处晾晒。如果没有合适
的晾晒场地，种谷大户或合作社需采取
机械烘干设备进行烘干，要特别注意烘
干设备的调试，选择合适的烘干温度和
时间，避免烘干过度。

近日持续降雨造成部分地块积水。
为有效应对农田渍涝，尽快排出田间积
水，确保秋收秋播顺利进行和在田作物
正常生长，农业农村部门提出如下农田
排水降渍措施。

1.疏通渠道排水。对于沟渠配套的
积水田块，农业农村部门要主动和当地
水利部门对接，尽快疏浚河道，疏通沟
渠，清除淤障，确保退水（排水）渠道通
畅，以便排水。

2.开挖沟渠排水。对于没有排水设施
的积水田块，要及时组织机械、人工开挖排

水沟渠，打通田间排水通道，尽早排出积水。
3.机具抽水排涝。对于无法通过排

水沟渠排出积水的田块，要立即调集移
动式抽排水机具进行抽水排涝。对低洼
处排水困难特别是大棚内严重积水的田
块，要用排水泵排水，及时减少作物腌渍
时间，快速降低田间湿度。

4.田间深松散墒。对于排出田间积
水后土壤湿度仍然较大的田块，玉米收
获时宜选用履带式收获机，冬小麦播种
前要适时深松散墒，沥出耕层滞水，为适
墒播种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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