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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多年生稻走向千家万户实现硕果飘香

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仓桥水晶梨保护示范区

上海仓桥水晶梨发展有限公司
经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许可使用绿色食品标志

【点击】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富永路2000号 邮编：201699

详情咨询：4006198618（金先生） 网址：www.cqshuijingli.org

稻穗低垂，稻香扑鼻。“测产专家组经过一
整天的努力，按照农业农村部超级稻测产方
法，随机抽取三块田实割测产。多年生稻‘云
大107’示范区第二季平均亩产464.8公斤，加
上上半年第一季平均亩产655.65公斤，早晚两
季亩产达1120.45公斤。”测产专家组组长、中
国水稻研究所研究员章秀福在现场宣布。云
南推广部门专家介绍，这是迄今为止“云大
107”大面积种植的最高产量，标志着该品种在
红河流域梯田种植获得极大成功。

●像割韭菜一样种一次可收
割多季

10月24日，在云南省元江县南洒村梯田
多年生稻“云大107”示范区，水稻测产专家组
对由云南大学、云南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玉
溪市农业科学院及元江县乡村产业发展中心
等实施的多年生稻示范区进行了田间测产验
收。章秀福说，测产结果显示，多年生稻技术
成果较好，具有较好的应用前景。

在云南省科技计划等项目的支持下，云南
大学胡凤益团队联合相关单位艰苦探索，发明
了利用长雄野生稻无性繁殖特性培育多年生
稻的方法，创制建立了多年生稻理论体系，正
在创新集成多年生稻优质高产高效生产技术
体系。

据介绍，多年生稻突破传统耕作方式，是
水稻育种的创新，团队培育的“云大107”等品
种试种取得明显增产增收。胡凤益说，多年生
稻技术是利用长雄野生稻发达的地下茎培育
的多年生稻品种及其配套耕作栽培技术，具有
苗株健强、抗病虫害能力强等特点。它只需栽
种一次，从第二年（季）起无需犁田耙地、买种
子、播种育秧和移栽，只要田间管理就可实现
多年的稻作生产，可连续收割两季或通过越冬
后收割几年。

胡凤益团队1997年开始进行多年生稻试
验。2016年开始大田试验，在多年生稻的适
应性、稳定性和丰产性以及病虫害防控等各环
节进行验证。

岩温龙是勐海县勐遮镇曼恩村的水稻种
植户，3年前开始种多年生稻，年亩产量与杂交
稻差不多，种植节省了育秧、插秧等环节让他
十分高兴。他说，种这种水稻省人工、省时间、
省精力。

“三年多的试验显示，多年生稻在我国南
方很多省份适宜种植。其米质优良，单季亩产
500 公斤左右，在中低海拔区域有较好适应
性。”云南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高级农艺师道
金荣说。

●为水稻绿色生态低碳发展
开辟新途径

安徽农科院研究员吴文革介绍，该多年生
稻种植技术模式，不仅有利于稳定稻作面积和

产量，而且能为绿色生态低碳粮食丰收技术开
辟新途径。

据介绍，粮食作物从其多年生野生近缘种
被驯化成一年生栽培种，为人类繁衍和粮食安
全提供保障。但是，每年翻耕的一年生作物生
产方式带来种子成本增加等问题，还面临生产
环节繁多、劳动力短缺及成本上升等问题。

“多年生性基因的克隆和功能解析，必将
助推作物野生近缘种从头驯化的研究，在保留
其优异特性的前提下，加快选育更符合人类未
来需求的作物品种。”胡凤益说，多年生稻实现
了水稻轻简化生产，在药肥双减和劳动力价格
飙升的背景下，对维持粮食产量，降低生产成
本，具有现实意义。

元江县南洒村村民主要农业产业为水稻
生产和养牛。当地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种植
多年生稻可实现种一年收2季稻谷和3次稻
草，还可连续多年多季收获，实现了种养结合。

道金荣认为，多年生稻技术稳定了农民种
植水稻的积极性，减小水稻面积萎缩的压力。
加之推广“多年生稻+鱼、鸭”等综合种养绿色
技术模式及“多年生稻+肉牛”种养结合循环模
式，能实现较好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同
时，维护稻田这一人工湿地生态系统，丰富了
生物多样性种类。

专家认为，多年生粮食作物种子投入少，
利于土壤耕作层的修复和保护，尤其是对水肥
的利用率高。胡凤益说，多年生稻与生态系统
处于共生状态，能维持中等水平的生物多样
性。

我国有大量的坡耕地和丘陵山区等低产
田，这部分土地瘠薄，一般不适合常规的粮食
生产，但多年生粮食作物根系发达、生长期长，
对水肥等自然资源利用率高，在这类土地上种
植优势突出，易获得较高的产量。

●助力推广实现硕果飘香

近年来，胡凤益团队深入村寨，在田间地
头就多年生稻栽培及中后期管理技术进行现
场实操培训，从育秧、栽插密度、施肥时期等关

键技术环节进行讲解指导，让试验示范片区的
稻农快速了解和掌握多年生稻种植技术。

目前，云南大学已培育出“多年生稻23”
“云大107”等适应多个生态区的多年生稻品
种，累计试验示范应用12万亩。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自2018年组
织在全国南方稻区的湖南、广东、广西、海南等
省（区）对多年生稻进行试验示范。多年生稻
技术也已在老挝、缅甸、泰国等国家开展试验
示范，显示出极大的发展潜力。

章秀福说，多年生稻技术一直在向前发
展，品种不断成熟，类型不断丰富，示范面积不
断拓展，但被各方接受，仍需要时间，目前仍需
加大扶持和推广支持力度。

测产专家组认为，多年生稻要大面积应
用，依然面临诸多难题：克隆和解析多年生性
状的调控基因，实现多年生性状的越冬再生、
再生发苗，以及年际间稳定表达的精准调控等
基础科学问题；选育适应不同生态区的本地
化、多样化的多年生粮食作物品种；集成创新
以免耕为核心的多年生粮食作物耕作栽培技
术体系，包括杂草控制、土壤水分管理、农机农
艺融合等技术；需组织联合全国相关的科研部
门、农技（机）部门、农业新型经营主体等对多
年生粮食作物技术进行示范推广。

“推广面积不足是较大瓶颈。”胡凤益说，
2016年开始推广多年生稻的试验示范，推广
四年以上的仅有勐海、孟连、新平等地，推广面
积不足。部分种植户注重经济效益，在种植一
季后会选择种植经济价值更高的作物。

目前，多年生稻在突破多年生性的遗传机
制、越冬再生性机理等重大基础科学研究及创
制本地化、多样化的品种和集成创新绿色轻简
化作物技术等方面仍需加强，专家建议加大支
持力度。

道金荣认为，目前试种结果显示，多年生
稻在长江以南中低海拔地区种植效果好，应进
一步加大对多年生稻项目推广支持力度，组织
全国相关科研、农技、新型经营主体在适宜地
区开展试验示范及推广。

王长山 杨静 杨牧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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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职业农民用新技术
打造现代农业“金扁担”

江南水乡水网密布、地块零散，
如何打造农业发展新优势？江苏省
无锡市惠山区，加快推广农业新技
术，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打造农
业现代化这一“金扁担”。

位于洛社镇的惠山区精细蔬菜
产业园，承担了无锡市60%以上的
地产叶菜供给。城郊型蔬菜以速生
叶菜为主，可是产业园地处太湖流
域，种菜会不会影响太湖水质？

为了有效解决农业面源污染，
惠山区推广蔬菜全程绿色高效生产
体系。走进园内万寿河蔬菜专业合
作社，8米宽、3米多高的大棚宽敞
明亮，一棵棵小青菜、金花菜鲜嫩欲
滴。棚顶安装了臭氧消毒机，棚内
布置有害虫诱捕器和喷滴灌系统，
各式各样的先进设备让人目不暇
接。

去年，惠山区探索设施蔬菜机
械化种植模式。“过去农机哪开得进
大棚？现在种菜越来越绿色高效
了。”万寿河蔬菜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郜士团说，目前合作社90%的叶菜
生产环节实现了机械化，作业效率
提高了4倍左右，成本降低了一半。

菜地里的落叶残果、废弃秸秆
去哪儿了？惠山区精细蔬菜产业园
管委会负责人顾宪昌介绍，园区建
立了农业废弃物肥料化利用处理中
心。配备发酵池、废液收集池等基
础设施，将尾菜、秸秆等有机废弃物
集中处理，通过粉碎、发酵转变为有
机肥，发酵液还能用作叶面肥。目
前，全区已经建成40个蔬菜废弃物
处理中心，绿色防控示范作业累计
达3万亩次。

为了加快提升蔬菜产能，惠山
区出台蔬菜产业帮扶政策。在洛社
蔬菜园区及堰桥、前洲、玉祁等地，
规划新建2600亩高标准蔬菜基地，
对蔬菜园区核心区400亩设施大棚
进行提标升级。同时，充分融合农
机农艺，实现大宗蔬菜主要环节机
械化作业覆盖率达到100%。

天气转凉，阳山镇63岁的桃农
杨亚娟终于可以歇歇了。“今年5亩
桃子全卖完了，价格不错。”杨亚娟
说，过去只能拉到市场上零售，破损
率高，收入不稳定。这些年，她尝到
了“云摆摊”的甜头：“只要在线填上
地址、电话、亩数和品种，就可以预
约合作社上门取桃。”

杨亚娟实现“云摆摊”，离不开
返乡创业的电商达人陆钰琳。几年
前，陆钰琳返乡成立阳山镇蜜桃匠
水蜜桃专业合作社，利用电商平台，
方便桃农销售。

水蜜桃是阳山传统优势产业。
这些年，越来越多新型职业农民成
了产业带头人。目前，全镇已有
3200名大学生返乡发展传统桃产
业，创办合作社120余家、家庭农场
27家，带动桃农5000多户，水蜜桃
线上销量占比接近50%。“利用公众
号推广桃树认养模式，短短一天就
有上百棵桃树找到买家。”陆钰琳
说。

种得好才能卖得好。为了进一
步擦亮金字招牌，去年，惠山区实施
水蜜桃产业提升三年行动计划。阳
山镇党委书记杨国忠介绍，镇里聘
请11名高校教授担任首席技术专
家，成立阳山水蜜桃产业研究所、教
授工作站，重点研究品种选育、种植
管理、病虫防治等全程质量管控体
系，全方位、全链条、全流程推动桃
产业向高标准、高品质发展。

郁静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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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不留盲区死角，筑牢安全屏障

崇明全域开展“加拿大一枝黄花”防治清除工作
□通讯员 黄嘉赟 记者 欧阳蕾昵

“加拿大一枝黄花”是一种外来
入侵有害植物，对生物多样性构成
严重威胁，在本市各区均有不同程
度侵害发生。崇明高度重视“一枝
黄花”防治工作，将其作为农村人居
环境优化提升工程重点内容持续推
进，不断完善“从发现到防除再到监
管”的工作闭环，在行政区域“一枝
黄花”得到有效清除的基础上，逐步
根除全岛防治盲区，坚决筑牢生态
岛安全屏障。

建立快速发现处置机制
据悉，崇明聚焦镇域范围内

“房、田、水、路、林、村”等各区域，压
实乡镇属地管理责任，统筹农业农
村、绿化、水务等职能部门和村、居
共同履责，确保“一枝黄花”防治工
作全域覆盖、全面铺开。建立快速
发现处置机制，做到发现一株，清除
一株，发现一片，铲除一片，不留后
患。同时，在全覆盖巡查掌握发生
分布区域的基础上，积极协调光明
食品集团、上实集团、长开办等在崇
市属企业以及部队等单位，对偏远

区域盲区内的“一枝黄花”进行清
除，已累计清除偏远区域集中发生
面积6000余亩。

物理防除+生态防除“双管齐下”
立足生态岛建设实际，崇明积

极组织植保专家开展“一枝黄花”技
术培训，明确以物理防除和生态防
除措施为主，通过发布防治技术意
见，为防除工作提供技术支撑。同
时，针对“一枝黄花”除根后的地块，
及时推进复耕复种，让本土植物快
速压缩外来植物生态位置，进一步
减少回潮、反弹现象。此外，崇明还
抢抓“一枝黄花”防除关键时机，每
年开展春、夏、秋季专项整治，确保
在传播期前全面斩断传播源。今年
以来，崇明全区18个乡镇区域内累
计整治零星散发“一枝黄花”3500
余亩，有效减少“一枝黄花”发生基
数。

构建群防群控格局
为积极营造全民参与“一枝黄

花”防治的良好氛围，崇明广泛发动
群众力量，不断完善区、镇、村三级
督查体系，建立常态长效监管制
度。区级部门结合人居环境优化工

程对“一枝黄花”整治情况开展持续
性督查；镇、村结合网格化巡查开展
动态自查，确保发现点位马上清
除。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面向基
层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
广泛科普“一枝黄花”的危害性和防
治重要性。同时，崇明畅通“区级受
理、镇村落实”的举报查处机制，通
过举报电话等方式，进一步发挥群
众监督作用，凝聚齐抓共管的磅礴

力量。
“我们将持续加大联防联治力

度，在行政区域管控好的基础上，继
续联合相关单位开展‘啃硬骨头’攻
坚战。同时结合耕地保护，对日常
管护缺失的偏远地块，及时指导经
营主体开展清除工作，组织复耕复
垦，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不断压缩

‘一枝黄花’生存空间。”崇明区农业
农村部门相关负责人说。

金山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

宣传走进校园

□通讯员 金综

日前，金山吕巷镇禁毒办联合
镇团委、吕巷派出所组织禁毒社
工、青少年社工、社区民警、禁毒志
愿者一起前往上海市吕巷学校开
展“珍爱生命 远离毒品”——青少
年毒品预防教育宣传进校园活
动。活动开始前由禁毒社工、禁毒
志愿者简单讲解宣传单里面的禁
毒知识。活动从热身游戏“抓手
指”开始，根据社工的指令，青少年
体会到做事要集中精力，同时帮助
青少年养成集中精力好习惯。随
后，禁毒社工给青少年开展禁毒知
识讲座，禁毒社工从各类毒品入
手，讲述不同毒品的含义，然后从
毒品对于个人、家庭、社会等方面
的危害，并穿插案例等生动讲述毒
品的危害，随后社工选择更贴近青
少年生活的“伪装”毒品，讲述了

“奶茶”、“跳跳糖”等一些“新型”毒
品的伪装手段，提醒青少年不要被
路边偷偷摸摸兜售零食的小商贩
所迷惑，之后社工通过问答题，加
深青少年对于禁毒知识的认识。

上海普陀区长征经济联合社成员代表候选人初步人选名单公示
根据《长征镇关于镇级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工作的实施意见》（普长委〔2021〕58号）和《上海普陀区长征经济联合社成员代表产生办法》（普长集资委〔2021〕

2号）的规定，经镇级产权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基层党组织推荐、经济合作社成员代表充分沟通等相关程序，下列43名同志拟作为上海普陀区长征经济联合社成员代表
候选人初步人选，现予以公示（按姓氏笔画为序）：

传统食材恢复种植

“嘉定一桌菜”首秀，既是家乡味，又是“嘉”乡情
□记者 赵一苇

小时候的嘉定味道，还能不
能吃得到？近日，在2021年嘉
定区中国农民丰收节系列庆典
活动上首次亮相的“嘉定一桌
菜”给出了答案。

罗汉菜牛踏扁、糖醋嘉定白
蒜、太湖青梅山猪走油肉、马陆
葡萄……这些嘉定传统的地产
食材，辅以嘉定传统的烹饪方
法，最大程度上还原了嘉定的本
土味道，做出了嘉定人儿时的

“嘉乡”滋味。
嘉定白蒜是最亲民最接地

气的嘉定食材之一。嘉定人民
自宋代起便开始精心种植白
蒜。嘉定白蒜瓣型白厚、肉质脆
嫩、辣香浓郁，既能作为绿叶勾
出其他食材的鲜香，又能化身主
角独领风骚。一头嘉定白蒜经
由糖和醋的简单腌制，经过时间
的催化，洁白蒜肉吸饱淡金色的
酸甜汁水，仅是闻一闻香气就能
感受到酸辣脆爽，也因此成为了
嘉定人餐桌上最受欢迎的头盘
之一。

搭配上南翔镇著名特产罗

汉菜、地方毛豆品种牛踏扁毛
豆、国家一级保护地方畜禽品种
白切湖羊肉、肉汁红梗芋艿、糖
拌黄渡番茄、酱汁朱桥大王鸽等
嘉定特色凉菜，一桌头盘菜让人
食指大动。

而热菜一上，餐桌就彻底热
闹起来。梅山猪肉配上太湖青，
一道肉香四溢的太湖青走油肉，
成了餐桌上的重头戏。400年前
生长于嘉定的梅山猪被列为贡
品。400年后，梅山猪传承出新，
规模大开。经过选育，其细嫩多
汁，肥瘦适中的品质优势进一步
扩大。极致鲜嫩的梅山猪肉配
上香糯清爽的太湖青，肥而不
腻，和谐交融。

作为收官美食，非物质文化
遗产嘉定南翔小笼和徐行蒸糕
当仁不让。马陆葡萄、华亭哈密
瓜作为餐后水果，也彰显着嘉定
的果业特色。

据了解，嘉定白蒜、南翔罗
汉菜、黄渡番茄、梅山猪等农业
老品种老品牌是嘉定人餐桌上
的美味和农民致富的渠道。但
随着城镇化的加快，农村人地两
减、市场收缩等原因，一些老品

种曾经一度面临品种退化、品牌
褪色甚至在市场消失的情况。

为了延续嘉定传统食材的
特色，加强嘉定农业老品种、老
品牌的有效保护和高效利用，恢
复、激活农业老品牌，近两年来，
嘉定积极推进农业老品种老品
牌的保护开发工作，开展农业种
质资源的调查和抢救性收集工
作。在丰收节系列庆典活动上，
嘉定举行了启动嘉定白蒜恢复
种植仪式。

今年嘉定在北部四镇恢复
种植嘉定白蒜218亩，安亭地区
种植黄渡番茄150余亩。预计
到“十四五”末，嘉定白蒜的种植
规模可达万亩。日后，嘉定区农
业农村委还将通过实施科技攻
关、装备升级、营销体系建设等
保障措施，支持经营主体积极开
展农业老品种的保护和开发，让
这承载着一方土地和人文底蕴
的一桌传统好菜带给人们饱腹
的满足与安定的回味。

公示期为2021年11月25日至12月9日，公示期间对以上代表候选人初步人选如有异议，请于2021年12月9日之前，反馈至上海普陀区长征经济联合社成员代
表选举筹备工作小组。

联系地址：上海市普陀区万镇路180号 联系电话：021-52698876
上海普陀区长征经济联合社成员代表选举筹备工作小组

2021年11月25日

王文华
王丽菊
王时艳
王 岭
方君毅

甘利平
归伟俊
归志华
邢士华
严 洪

杨勇胜
沈 晖
张 立
张伟清
张佩华

张思明
张莉芳
张 福
陆荣根
陈伟华

陈 斌
郁 麒
季敏芳
金 艳
侯 敏

俞 斌
洪 林
袁建勇
夏梅霖
顾 华

徐 骏
徐 磊
浦云伟
浦顺玲
黄玲娣

龚国华
童春花
蔡 雄
滕云龙
颜美玲

潘建康
潘智芸
戴许敏

“嘉定一桌菜”菜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