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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科学看待植物生长调节剂
［热线答疑］

蔬菜施用微肥
有什么意义？

问：蔬菜施用微肥有什么
意义？
答 ：由 于 蔬 菜 是 高 产 作
物，商品菜的外运从土壤中带
走了很多微量元素，在有机肥
用量减少的情况下，土壤中微
量元素长期得不到补充，影响
了蔬菜产量的提高和品质的
改善。在合理施用氮磷钾肥
的基础上，合理施用微肥，不
仅能使蔬菜增产，而且能明显
降低蔬菜体内硝酸盐含量，提
高维生素 C 和糖分含量。
施用微肥有两种方式：一
种是土壤施用固体微肥，如硫
酸锌、硫酸锰、硫酸铜和硼砂
等；另一种是叶面喷施液体微
肥。实践证明，叶面喷施微肥
比土壤施用固体微肥效果更
好。

茼蒿播种注意啥?
问：茼蒿播种注意啥?
答：茼蒿播种时须浇足底
水。快出苗时浇 1 次齐苗水，
出 苗 后 及 时 中 耕 、除 草 、保
墒。播后芽前要及时除草，必
要时用除草剂+新高脂膜均匀
喷洒。施药后 2 天不能浇水，7
天内不能锄地。齐苗后，若苗
头过密，可用十齿耙轻耧 1 遍，
疏去部分幼苗。苗高 3.5 厘米
时定苗。定苗后及时浇水。
幼苗期要少浇水，生长中后期
应保持土壤湿润。同时做好
病虫害的防治工作。

怎样辨别野生海参？
问：怎样辨别野生海参？
答：辨别海参是否野生的
道理很简单，艰苦环境斗争的
野生海参都比较健康粗壮，刺
不太明显。一般说,海参的营
养价值和刺的密度并无多大
关系.参刺的多少与生长环境
有关,是区别产地的标志。
一、
海参的刺
海上野生环境生长的海
参 ，背 上 的 刺 多 是 四 道 或 五
道，刺的根部粗，刺与刺之间
的小的毛刺多、粗，是海参呼
吸的排气孔；所以刺短的海
参反而要好一些。
二、海参的吸盘
海参是靠腹部的吸盘吸
附在海底，野生海参腹部的
吸盘数量多，短、粗有力；
主要是深海的水流急，海参
要牢固地生活在海底，必须
紧紧地抱住海底的砂石，长
此以往，野生海参的吸盘就
多，短、粗有力。

植物从种到收都离不开生长调控，在我们
吃的每一粒粮食、每一种果蔬里，都离不开植
物内源激素，它们天然存在于植物中并发挥着
作用。
而植物生长调节剂（简称植调剂）则是化
学合成或微生物发酵而成的植物激素类似物，
又叫植物外源激素，它具有调节植物生长发
育、提高产量、促进早熟、延长保鲜等功能，正
确使用不仅能保障农作物稳产、改善农产品品
质，而且能增强作物的抗逆性，使农业生产省
工省时、节本增效，现已成为现代农业生产中
不可或缺的一类特殊投入品。比如，香蕉使用
乙烯利催熟、棉花使用噻苯隆脱叶等，都是植
物生长调节剂在农业生产中应用的典型范
例。
况且，每一种植物生长调节剂产品的问
世，都必须遵循国家《农药管理条例》，只有效
果好、对人畜安全且环境友好的植物生长调节
剂，才能最终被批准登记、生产、销售。
那么植物激素和植物生长调节剂、动物激
素又是什么关系呢？
首先，植调剂和植物激素都有调控植物生
长发育的功效，但植物激素是植物体自身产生
的，自然存在的；植调剂是外源性物质，可人工
合成或通过微生物发酵产生，也可从生物体中

直接提取。如赤霉素既是植物体内普遍存在
的一类植物内源激素，又可以通过微生物发酵
或人工合成等方法产生，在需要时用于多种作
物生长发育的调控。
此外，植物激素与动物激素绝不能混为一
谈！它们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动物激素是
由动物内分泌腺或内分泌细胞产生的活性物
质，通过特异性靶标蛋白识别发挥作用。植物
激素和动物激素的化学结构和靶标蛋白都截
然不同，就像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钥匙与锁
不匹配，当然也就无法打开。一般而言，植物
激素无法在动物体内发挥作用，动物激素也无
法在植物体内发挥作用，也就当然不能用于种
植业生产。所以道理很简单，避孕药属于动物
激素，在植物中没有受体，如何起作用？说避
孕药刺激形成“顶花带刺”黄瓜，其实是无稽之
谈。
另外，影响农产品外观形态、感官风味及
营养品质变化的因素有很多，如自然界丰富的
变异、科技进步带来的新品种，年份间气候条
件的差异等。植物生长调节剂的应用只是可
能的因素之一。所以说，植物生长调节剂在农
业生产上的科学合理应用，是实现高产优质高
效的一项重要技术措施，绝不是引发农产品质
量安全事件的万恶之源。

植物生长调节剂的应用已成为现代农业
科技水平的重要标志，我们应该客观认识，理
性评价，科学应用，不能再让植物生长调节剂
蒙冤。希望大家少一些“宁愿信其有，不愿信
其无”的无奈，多一份“不造谣、不信谣、不传
谣”
的从容。
(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实验室
（杭州）王强 宋雯)

半喂入式水稻联合收割机的使用方法是怎样的？
问：合作社以往都是全喂入收割机，2017
年新引进了半喂入收割机，请问半喂入收割机
的使用方法是怎样的？
——盛先生
答:（1）半喂入式水稻联合收割机地块准
备
应注意检查田间泥脚深度，一般泥脚深度
不能大于 20 厘米，进出田边遇有大于 30 厘米
田坎，必须垫好踏板，观察田间是否有电线杆、
石头等障碍物。
（2）半喂入式水稻联合收割机试割准备
正式收割前最好选择有代表性的地块试
割，以便发现和解决在试机运转中疏漏的问
题，并认真观察机组作业时是否符合“高效、优
质、低耗、安全”这一基本要求，必要时作重新
调整。半喂入联合收割机割茬高度一般控制

在 5～15 厘米之间，地面高低不平或作物较高
的应将割茬高度适当提高以免割刀碰上杂物
或影响作业效率。当作物高度较低或作物倒
伏时须适当降低割茬高度，以保证作物的正常
喂入长度。
（3）半喂入式水稻联合收割机正确收割
半喂入式水稻联合收割机行驶至所需收
割水稻田块前应先停车，打开左、右分禾器与
集草器，减小油门挂上割取和脱谷离合器，慢
慢驶入田块，然后加大油门至作业转速，观察
各部件转动是否正常，有无异常声响。如果没
有，便可选取合适挡位进行收割作业。倒伏水
稻必须选择倒伏挡进行收割，在使用中禁止高
速挡进行收割。
收割作业时应尽量使收割机行走路线为
直线，以避免收割下的水稻秆长短不齐，造成
脱粒不净。机手应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掌握。

竹笋不能和哪些食物同食
竹笋是很多的小伙伴比较喜爱的食物。
当然，食物也有一些食用禁忌，有很多的食物
不能一起吃。那么竹笋不能和哪些食物同
食？竹笋的营养价值有哪些？这里将会为大
家给出相应的解答。
竹笋不能和哪些食物同食
竹笋不能和红糖一起吃
红 糖 性 温 ，竹 笋 性 寒 ，食 物 药 性 稍 有 抵
触。竹笋蛋白中含有多种氨基酸，其中的赖氨
酸在与糖加热的过程中会形成赖氨酸糖基，有
凝血作用，食用后会出现肠胃不适、呕吐、腹泻
病症，影响健康。
竹笋不能和糖浆一起吃
制作糖浆的原料可以是糖水、甘蔗汁、果
汁或其他植物汁等。由于糖浆含糖量非常高，
糖浆和竹笋一起吃的话会引起肠胃不适、呕吐
等反应。
竹笋不能和羊肝一起吃
羊肝味苦性寒，富含维生素，对缺乏维生
素 A 而引起的夜盲症有治疗作用，而竹笋内存
在一些生物活性物质，和羊肝一起炒时，会破
坏羊肝中的维生素 A，产生某些对人体有害的
物质，会失去原有的营养价值，甚至会影响眼
睛健康。
竹笋不能和猪小排一起吃

猪小排是指猪腹腔靠近肚腩部分的排
骨。猪小排富含蛋白和脂肪酸、钙和胶原蛋白
等营养物质，竹笋中含有较多的草酸，和猪小
排一起吃，
会影响钙的吸收。
竹笋不能和鹧鸪肉一起吃
《本 草 纲 目》中 记 载“鹧 鸪 补 五 脏 、益 心
力”、
“一鸪顶九鸡”之说，所以能看出鹧鸪肉有
营养、滋补、保健功效的神奇。但竹笋与鹧鸪
肉不能一起吃，一起吃会导致腹胀，同时可能
会伴有呕吐、腹泻等症状。
竹笋不能跟羊肉一起吃
竹笋性寒，羊肉性温，竹笋与羊肉同时食
用会发生复杂的生物化学反应，会导致腹痛，
可以用地浆水治疗。
竹笋不能和豆腐一起吃
豆腐中含有氯化镁和硫酸钙这两种物质，
而竹笋中含有草酸，和含有氯化镁、硫酸钙这
种物质结合会生成草酸镁和草酸钙。这两种
沉淀物会影响钙的吸收，而且还会容易导致结
石症。
竹笋有哪些营养价值
蛋白质
竹笋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每 100g 中含有
2.6g 蛋白质。蛋白质能促进细胞的新陈代谢，
提高免疫力，
保障孕妇生命活动的正常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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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割机在作业转弯时，应先倒车，一般为一个
车位，再小辐度转向前进，反复两次转弯完成，
以免损失粮食。收割时，水稻秆喂入量的调节
是关系到脱粒是否干净和脱粒滚筒负荷大小
的关键，喂入量分为自动调节和手动调节两
种。不论哪种方法，都要将作物穗端对准脱粒
滚筒前端指示部位。堆草量的多少，是由堆草
弹簧进行调节的，机手可按实际情况自行调
节。倒伏秆的水稻收割时，应将半喂入式水稻
联合收割机调到倒伏挡，尽量顺茬收割，车速
要缓慢，
必要时应减少割幅，
避免塞车。
每班作业后要放净半喂入式水稻联合收
割机粮仓里的粮食，清除机器各处杂草和泥土
后，并进行润滑。使用机械收获水稻的操作手
水平高低，可直接影响机器的使用寿命和收割
质量的好坏。
——上海三农服务热线嘉定区分中心

膳食纤维
竹笋中含有的膳食纤维，能清洁人体的消
化壁，促进消化，有利于致癌物和有毒物质排
出体外，
可以改善便秘症状，
预防结肠癌。
碳水化合物
竹笋中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每 100g 中
有 3.6g 的碳水化合物，它能为人体提供能量，
调节脂肪代谢，
增强肠道功能。
多种营养素
竹笋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须的营养素，比如
钙、钾、磷等，竹笋中维生素的含量非常丰富，
尤其是各种维生素和胡萝卜素的含量很高，是
大白菜的 2 倍。这些营养素可以帮助人体增
强免疫力，
提高人的抗病能力。
吃竹笋适宜人群
习惯性便秘的人群
竹笋含有的植物纤维能促进胃肠蠕动，降
低肠内压力，减少粪便黏度，有利于粪便排出，
能用于治疗便秘，
和预防结肠癌。
对于需要减肥的人群
竹笋还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膳食纤维能吸
附食物中的油脂，
随着废物排出体外，
从而降低
胃肠黏膜对脂肪的吸收和蓄积，能帮我们抑制
饥饿感，
所以吃竹笋能达到健身减肥的目的。
患有
“三高”的人群
竹笋低糖、低脂，是“三高”患者的理想食
物。其中钾含量很高，能调节血压，对于保持
血压健康非常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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