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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气温低且雨量偏少袁在肥料施
用上应注意合理选用肥料袁采用正确的
施用方法袁才能发挥肥效袁满足冬季作
物生长的需要遥

冬季施用氮肥遥农作物在 0-32益的
环境温度范围内袁 吸收肥料的数量尧速
度与土壤温度成正相关袁 低于 0益或高
于 32益袁吸收能力会逐步下降遥 因此袁选
用肥料时要用速效性肥料作追肥遥 氮素
化肥可选用碳酸氢铵袁 它的溶解度大袁
施入土壤后袁 即使在 5益以下也能分解
产生被作物直接吸收利用的铵离子和
碳酸氢根离子袁所以在冬春季低温时施
用碳酸氢铵袁 能很快被作物吸收利用遥
试验表明袁碳酸氢铵深施后覆土袁利用
率可达 54%左右袁且肥效发挥快遥而尿素

属酰胺态氮肥袁施入土壤后不能直接被
吸收利用袁需转化为铵态氮后才能吸收
利用袁 且转化的快慢受到温度的影响袁
当土壤温度为 10益时袁 尿素转化需要
7-10 天袁随着温度下降尿素转化所需时
间越长遥 因此袁冬季和早春阶段施用尿
素效果远不如碳酸氢铵好遥

冬季施用磷肥遥 冬季施用磷肥最好
选用过磷酸钙遥 过磷酸钙含 14%-20%的
五氧化二磷袁 其中 80%-95%为易溶于水
的可溶性磷袁肥效快于钙镁磷肥遥在冬季袁
小麦尧油菜尧蚕豆尧绿肥等袁宜用过磷酸钙

作追肥袁其中可溶性速效磷能被作物迅速
吸收利用袁提高冬作物的抗寒性遥 如果将
过磷酸钙与农家肥堆沤后混施袁可减少磷
肥与土壤的接触袁减少磷的固定袁提高施
磷的有效性遥 需注意的是袁过磷酸钙对冬
季作物不能用水冲施袁这是因为用水冲施
时袁 它会滞留在地表袁 并与土壤中的钙尧
镁尧铁尧铝等相互固定袁生成不溶于水的和
不能被作物吸收的沉淀物袁使水溶性磷肥
被化学固定袁大大降低其肥效遥

冬季施用钾肥遥 冬季施用钾肥袁可
选用氯化钾渊但忌氯作物如番茄尧马铃

薯等生长中后期宜选用硫酸钾冤袁 施用
复合肥时可选用 45%三元复合肥遥 冬季
大棚施用钾肥可选用富含钾素的草木
灰作根外追肥袁亩用草木灰 15-20 公斤
加清水 50 公斤袁浸泡过滤后叶面喷施浸
出液遥 或者将草木灰撒施于棚室内的蔬
菜行间袁既可供钾袁又能吸湿降低大棚
内的湿度袁抗病防病遥

在冬季气温低时袁可选用迟效的堆
肥尧塘泥尧厩肥和人畜粪尿等有机肥作
腊肥袁可提高地温遥 在气温相对较高时袁
抢晴天配合施用碳酸氢铵尧 氯化铵等袁
做到化肥与有机肥配合施用遥 若施用饼
肥作腊肥的袁 以亩施 40-50 公斤为宜遥
施用时如遇到冬季干旱袁应结合抗旱浇
水袁以水调肥袁效果更好遥 李翠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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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六盘山片区的甘肃省静宁
县袁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尧甘
肃省 23 个深度贫困县之一遥 自上世
纪八十年代开始袁静宁县历届县委尧
县政府因地制宜尧因势利导袁举全县
之力推进苹果产业开发袁 建成百万
亩优质苹果生产大县袁 成为享誉全
国的 野中国苹果之乡冶袁17.6 万贫困
人口依靠苹果实现稳定脱贫遥

近年来袁 静宁县大力培育新型
经营主体袁 积极推广现代果业生产
技术袁 建成余湾红六福富硒苹果生
产基地尧 威戎现代苹果示范园等集
约化生产基地袁 带动发展苹果家庭
农场 32 家袁202 个果品专业合作社袁
入社社员 2.5 万余人袁走出了合作经
营尧互助共赢尧脱贫致富的路子袁初
步形成龙头企业引领尧 合作组织带
动尧 园区集约发展的现代果业发展
格局遥

在城川镇德美地缘有限公司
渊以下简称野德美地缘冶冤建设的 1000
亩矮砧密植现代有机苹果示范园袁
有一整套水肥一体化灌溉设施袁还
配套了智慧农业云系统遥

野我们采用有机种植尧 合作经
营袁不断完善延伸产业链袁塑造保护
品牌袁 助农增收尧 助推脱贫成效明
显遥 1000 多亩示范园按照农村 耶三

变爷改革袁合作社占股 51%尧入社农
户占股 40%尧村集体占股 9%的比例
分红袁80 户贫困户保底分红每年不
低于 1000 元袁 还可以在示范园干
活袁每天可以挣 100 元工资遥 冶德美
地缘总经理田积林告诉笔者遥

德 美 地 缘 先 后 投 资 2300 万
元袁与甘肃农业大学合作建成占地
800 亩的 野甘肃省国家苹果种苗繁
育基地冶袁 年可生产优质大苗 150
万株以上遥 投资 6 亿元袁建设集冷
链物流尧苹果深加工等多功能于一
体的农产品电子商务冷链物流产
业园袁成为甘肃省首批被郑州商品
交易所指定的苹果交割库袁有力促
进了野静宁苹果冶向资本市场转型
升级遥 按照野企业+合作社+基地+
农户渊贫困户冤冶的模式袁成立了国
家级德美地缘林果专业合作社袁吸
纳了城川尧贾河等乡镇的 600 多户
果农袁其中贫困户 268 户袁建成合
作园区 5000 余亩袁2018 年为贫困
户分红 17 万元遥

30 多岁的贫困户高国宝现在是
德美地缘林果专业合作社的社员遥
他告诉笔者院野我没有上过什么学袁
以前一直靠打零工补贴家用袁 这几
年专心种苹果袁8 亩果园产量达 4 万
斤袁能为家里带来 8 万元的收入袁现

在日子越过越有盼头遥 冶
为了打通静宁苹果的销售渠

道袁截至目前袁静宁县已建成县级电
商中心 1 个袁 乡镇电商服务站 24
个袁村级服务点 170 个袁建成各类电
商网点尧微店共 246 家遥

去年 10 月以来袁静宁县先后开
展了 野我为静宁苹果写首诗冶野静宁
苹果杯冶书法作品展尧知名作家尧摄
影家采风活动袁 静宁县书画艺术家
创作写生等一系列文化活动袁 深入
挖掘静宁苹果的文化内涵遥

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尧 品尝到
原汁原味的静宁苹果袁 会玩微信的
果农尧在外工作的静宁人尧正在读书
的大学生袁以及近 1.3 万名干部和帮
扶工作队员纷纷行动起来,他们将静
宁苹果的图文尧 网店分享给身边的
人袁一传十尧十传百袁将静宁苹果传
播到全国各地遥

从 2015 年起袁 静宁县已连续 5
年实施了以野爱心助栋梁窑共圆苹果
梦冶 为主题的 野百名静宁苹果代言
人冶助学项目,倡导富有爱心的社会
各界人士袁为热爱家乡尧支持静宁苹
果发展的贫困学子每人资助 2000
元至 1 万元奖学金,在帮助贫困学生
完成学业的同时袁 打响静宁苹果的
品牌遥

荨春节临近袁在贵州省丹寨县野鸟笼制作专
业村冶卡拉村袁鸟笼形装饰灯笼制作手工坊迎来
了销售旺季袁 苗族手工艺人加班加点赶制由传
统鸟笼竹编工艺改装制作的 野鸟笼节庆灯具冶遥
近年来袁卡拉村在做好传统鸟笼制销的同时袁还
把鸟笼编织元素与现代家居装饰相结合袁 延伸
出了鸟笼形灯具尧摆饰尧壁挂等手工编织产品袁
让卡拉村的鸟笼文化广泛传播遥 刘久锋 摄

新疆阿瓦提县院

开展实用技术培训
近日袁 新疆阿瓦提县委宣传部尧 农业农村

局尧林业和草原局的宣讲员尧技术员来到乌鲁却
勒镇玉斯屯克协海尔村袁 在宣讲党的十九届四
中全会精神后袁开展农村实用技能培训遥

据了解袁自 2019 年 12 月 5 日起袁乌鲁却勒
镇 6 个深度贫困村集中开展野冬季攻势冶培训袁
培训课程包括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宣讲尧
惠民政策尧棉花栽培技术尧核桃和红枣种植管理
技术尧设施农业栽培技术尧黑木耳种植技术等遥
拜什艾日克镇把野冬季攻势冶培训与安居富民工
程建设紧密结合袁 向农民重点讲解自治区实施
安居富民工程优惠政策尧 建筑施工和建筑材料
知识尧抗震设计构造施工技术和措施尧农村危险
房屋鉴定标准等内容袁300 余人参加培训遥

刘昊

柳州市柳南区院

做大集体经济带脱贫
在脱贫攻坚工作中袁 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充

分发挥区位优势袁坚持做大村级集体经济袁助力
脱贫攻坚遥 2019 年以来袁柳南区利用近郊土地
资源优势袁 以土地熟化和加强三产用地的有效
整合为切入点袁 通过土地熟化项目和加大招商
引资袁推动城中村和近郊村可持续发展袁全区村
级集体经济发展呈现良好态势遥

在柳南区洛满镇袁 辖区内的洛满村尧 福塘
村尧 北林村和洛满社区以固定资产建设和资金
投入的合作经营模式袁 整合 180 万元上级扶持
资金投资建设村级集体经济示范点暨洛满苏宁
易购扶贫超市袁盘活集体资源袁实现村级集体经
济产业规模化尧品牌化经营运作遥

柳南区以建设螺蛳粉特色小镇为依托袁积
极推进和谋划发展螺蛳粉配套产业的村集体经
济项目遥 在柳南区太阳村镇山湾村袁采取野党支
部+企业+基地+党员+农户冶的发展模式袁通过
党支部引领村民发展螺蛳养殖和豆角种植袁带
动周边不少贫困群众实现了脱贫遥

杨晓卉 黄永成

静宁苹果产业引领果农增收致富
阴王毅

氮磷钾肥冬季施用有讲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