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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胡宗仁 通讯
员 毛梦瑶 雷靖）“在枝条培育过
程中，第二年的主干与主蔓定型尤
为重要，等到主干长到一定的高度，
选择合适的主蔓细心培育，才能养
出好的结果枝条。”日前，江山市上
余镇农创客钱建荣的猕猴桃果园里
开起了“观摩会”，周边的猕猴桃种
植户与农技专家围绕“高拉牵引”技
术进行交流，现场气氛热烈。

江山市猕猴桃种植多采用传统
“一干两蔓”平行牵引以及“伞形”的
枝条培育方式，由于猕猴桃属木质
藤本植物，更新换代和生长力强，每

年需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进行修剪，
费工费钱。另外，一些粗放管理的
果园更是枝条错综复杂，园内透光
性、通风性极差，给大量的病菌提供
了良好的生存空间，防病害也是个
麻烦事。

现场，江山市农业农村局特色
种植业技术推广中心专家谢义福介
绍，钱建荣采用的猕猴桃“高拉牵
引”新技术，则有效避免了传统枝条
培育方式带来的各种问题。虽然

“高拉牵引”技术在新西兰已经比较
成熟了，但在浙江省内运用的还不
多。新西兰、江山两地的气候、土壤

条件不一样，需要根据土壤肥力等
实际情况进行改进。“一般情况下，
猕猴桃在第一年挂果时，亩产不足
500公斤，而采用‘高拉牵引’技术
能实现产量翻番。”3年前，钱建荣
开始尝试“高拉牵引”技术栽培猕猴
桃，今年是果园第一年挂果，亩产达
1000公斤。

据悉，利用该技术后，猕猴桃
果园的通风性、透光性好，能增加
果实商品性能；大量减少因透光
性、通风性差以及潮湿引起的病
害，可减少农药以及人工的投入；
果面颜色好，且减少了套袋等工作

的人力物力投入；还减少修剪的工
作量，省时省力。

“传统果园里‘一干两蔓’平行
牵引的枝条，留到1.5米到2米就算
比较长了。‘高拉牵引’的枝条则可
以留到 5米到 6米，且粗细均匀，每
个芽都很饱满。枝条好，第二年的
发芽率、挂果率就高，亩产量可提高
50%至 100%。”谢义福相告，经过

“高拉牵引”后，果园的透光条件变
好，有利于猕猴桃果成长，育好的枝
条会成为下一年的挂果枝，“再过两
年到盛果期，钱建荣果园的亩产量
有望达到3000公斤。”谢义福说。

碗窑乡种植户王笏仓种植了
10多亩猕猴桃，他看好“高拉牵引”
技术，准备引进使用，“我家果园采
用的是猕猴桃立体种植，上种猕猴
桃，下种中草药。如果采用新技术，
既能提高猕猴桃产量，又能促进中
草药生长。”王笏仓说。

据了解，下一步，江山市将重点
推广猕猴桃“高拉牵引”种植新技
术，对老果园进行基础改造提升。
新建果园将按“高拉牵引”的技术标
准进行规划建设，以此提升该市猕
猴桃品质、产量，提高猕猴桃种植总
体效益。

江山推广“高拉牵引”技术
助力猕猴桃产量翻番

本报讯（通讯员 任佳慧 周露
婷） 9月 10日，笔者从柯城区水利
局获悉，该区首个排涝闸站——航
埠排涝闸站主体已建设完工，具备
应急排涝能力，常山港防洪排涝又
添新“利器”。

航埠排涝闸站位于恒丰电站下
游的官田堤与河西排渠交汇处，是
常山港治理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前，当外江（常山港）水位接近排
渠的设计限制水位时，会降低排渠
自排能力，抬高排涝域内水位，形成
内涝。附近的航埠集镇企业和群众

饱受外江水和内河涝水双重威胁，
洪涝灾害严重。

2020 年，柯城区水利局投资
1850万元，在排渠出口新建等别为
Ⅳ等、工程规模为小（1）型的排水
闸，泵站设计流量为 6.0 立方米/
秒，水闸设计流量为 34.9立方米/
秒，提升内河排涝标准至 10年一
遇，实现 10年一遇 24小时最大暴
雨，一日排出。

航埠排涝闸站的建成促使内河
排涝能力进一步强化，航埠镇常山
港南侧区块形成防洪排涝闭合圈，

科学构建“引得出、蓄得住、排得出、
可调控”的河湖水网体系。

今年梅汛期，面对强降雨和洪
峰左右开弓的不利局面，航埠排
涝闸站迎来首次考验。通过技术
人员的精准调度和闸站全力运
行，成功将内河水位保持在 69.32
米，低于常山港洪峰水位 0.2 米，
圆满完成闸站本年度首次排涝任
务，有效减轻航埠集镇内涝和常
山港洪水影响，保障人民生命财
产安全，是名副其实的排涝“安澜
神器”。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将现
代农业和资本进入农业的规模经
营看作农业发展的唯一途径。应
予以明确的是，振兴乡村的关键
在于振兴小农，而非振兴资本，乡
村振兴战略所力求实现的小农户
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是在
坚持小农户和小农农业生产方式
与现代农业平行主体地位基础上
的有机衔接。因此，切不可通过
行政手段或是鼓励下乡资本加速
小农生产方式的消亡，在推进农
业现代化的同时，应给小农农业
方式留下足够的生存空间。

一系列以扶贫为名的产业项
目或“公司+农户”的纵向一体化
则将乡村再次推入自由市场竞争
之中，而有些地方政府专于“造
点”，乐于“示范”，使产业经营往
往脱离地方实践和困难群体的实
际需求，脱嵌于乡村社会。企业
只有在满足利润最大化的前提
下，才会以涓滴效应惠及农户；而
在企业经营不善时，损失也常常
由农民负担。

因此，乡村振兴战略应深刻
反思现行的产业推进和企业下乡
举措，在坚守农民主体性地位的
基础上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让农民享有产业链环节中
的绝大部分附加收益。而依托

“产业兴旺”的物质基础，以综合
基础设施建设、文化建设、环境治
理和社会工作等活动来复原乡村
活力，将是振兴乡村的重要行动。

在农地方面，有不少地方由
权力和资本协力推动的土地流转
以所谓“规模经济”和提高农民收
入等名义剥夺农民的土地使用

权，由政策文本和学术话语所构
设的土地流转的农业经营规模效
应并未出现，而结果却是大量土
地的“非农化”和“非粮化”。

究其原因，正在于资本化企
业无法通过规模经营在种植环节
盈利，因此它们力图在农业的上
下游环节实现资本增值。但这并
不妨碍资本化企业以“规模经济”
为名推进土地流转，在农产品流
通和生产环节排挤小农。然而，
土地流转也无法完全吸纳原有土
地转移的劳动力。基于劳动力替
代型的生产方式，农业企业无法
形成持续的雇工需求，最终结果
是农民在“失地后又失业”。

因此，在“三权分置”和土地
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基础
上，尊重农民土地流转以及不流
转的意愿，避免采取经济力量的
无声强制或超经济强制的方式推
进土地流转，应当是乡村振兴战
略中需要特别重视的方面。

在农民方面，继续探索适合
脱困增收的长期有效措施，为老
弱病残人口、留守人口等提供有
效的社会支持和社会保障服务，
是让国家发展成果惠及农村弱势
人口的重要手段，这是乡村振兴
战略的基本立场。

此外，乡村人口的生活方式
既有与现代都市化生活方式连续
相通的方面，也有其特殊之处。
农民在维护社会稳定、食品安全、
乡村复兴和文化保护等方面依然
具有重要价值。因此，要警惕商
品化思维和现代化生活方式对农
村和农民的生存空间和生活方式
的过度挤压。

乡村振兴
不是乡村过度产业化

叶敬忠

本报讯（通讯员 谢水根）“今
天运来两百多斤番薯粉、鸡蛋和辣
椒都快卖完了。”9月5日中午，在江
山市区西市街菜市场一名卖农家土
特产的中年妇女对笔者说。

这名女子名叫姜秀菊，今年 52
岁，家住坛石镇鳌头村里泽坞自然
村。“我村很分散，有些自然村还蛮
偏僻的。”姜秀菊相告，鳌头村距坛
石集镇七八公里，距江山市区30公
里，全村有近 30个自然村，部分自
然村交通不便，坐公交车还要走上
好几里路，中老年农民自产的土特
产成了深山中无人问津的“闺秀”。

“我贩销土特产已有十多年
了。”姜秀菊告诉笔者，她一直在家
务农，十四年前，在弟媳的鼓励下，

做起了贩菜生意。她每天骑自行车
搭上两只篮子，到周边村庄挨家挨
户收购笋干、四季豆干、豇豆干、番
薯粉、葛粉、土鸡蛋、马铃薯等土特
产。野菜上市后，她又约上中老年
农妇采摘马兰头、野芝麻、苦叶菜等
野菜，卖给市区居民。

每逢周日，姜秀菊把收购的土
特产运到城里卖。她家离候车点有
4公里路程，凌晨 4点多就得起床。
丈夫用电瓶车来回几趟把包装好的
一百多公斤土特产运到候车点。为
省钱，她舍不得雇三轮车，来回把一
袋袋菜运到菜市场，偶尔碰上好心
人，帮她看一下或帮运一段路。

“顾客有不少，赚的钱虽然不是
很多，只要有工夫钿就好了。”姜秀

菊诚实守信，买卖中从不缺斤少两，
以货真价实赢得顾客的信任。买她
菜的人从少到多，一些老顾客会直
接赶到她下车的地方买土鸡蛋。她
跟笔者算了一笔账，每次运来的一
百多公斤土特产，卖完后能赚四五
百元。除去成本价和来回乘车费、
运费及中午吃快餐，每天能赚一百
多元。她说，一个月下来也有二千
元收入，比打工自由，既能帮助丈夫
种稻谷，还能照顾到家中八十多岁
的婆婆。

十多年来，姜秀菊为隔壁自然
村的五六十户老年农户贩销土特产
近十万公斤，在自己获益的同时，也
为这些留守老农增加了百万元的经
济收入。

向阳花开未来乡村
近日，位于衢江区莲花镇的乡村国际未来社区，16亩连片葵花竞相绽放，像一张张笑脸朝着太阳。近日，

网名“小妮子”的一家三口，专程从衢江区沈家自驾到花田赏花。 通讯员 胡江丰 摄

今年，位于衢江区宾
港大桥东北角的一片溪滩
地种上连片的高粱，这几
天正是高粱成熟的季节，
这里也成了市民休闲旅游
的打卡地。图为9月12日
上午，许多衢州市民开着
私家车，约上三五好友，自
带相机、音响等工具，在高
粱地里拍照、拍视频。

记者 张美昌 摄

溪滩地成
网红打卡地

一年生产粮食5万公斤

下茨村荒滩变“粮仓”
本报讯 （通讯员 方争游 龚春

阳）“这里原来是一大片抛荒的河滩
地，你看今年的水稻长势多好！”9月
11日，开化县华埠镇下茨村党支部书
记段志军指着沉甸甸的水稻向笔者介
绍，看着水稻丰收在望，村两委干部和
村民都乐了。

下茨村地处大山深处，下辖 5个
自然村，有农田面积706亩。近年来，
该村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加上种粮
成本高，效益低，许多农田或抛荒或改
种茶叶等作物，“非粮化”现象日趋严
重。此外，近年来，高速公路建设征
用，又减少了部分土地，使全村真正种
水稻的面积越来越少，粮食生产成为
乡村振兴的短板。

段志军相告，虽然现在农村生活
条件好了，但粮食生产还是不能放
松。为了增加粮田面积，提高粮食产
量，该村在动员农户种植水稻的同时，
盘活村里闲置土地资源，发展粮食生
产。前几年，由于受洪灾影响，该村有
大面积的抛荒河滩地，村两委提出要
将这些河滩地改造成粮田，种上水
稻。村两委的想法得到有关部门的支
持，并纳入“旱改水”工程，项目总投资
400余万元，增加粮田面积 100余亩，
配套建设机耕路和水渠，项目于 2019
年 7月开工，2021年 3月完工，6月播
种单季水稻。

“根据目前水稻的长势，预计亩产
可达 1000斤，总产可达 10万斤，够全
村人吃上好几个月哩。”段志军说，“旱
改水”工程，不但解决了粮田抛荒问
题，而且还能增加集体经济收入。粮
食不同于其它农产品，不愁市场销
路。此外，该村还在暂时不具备灌溉
条件的15亩河滩地种上红高粱，又可
增收几万元。

常山港防洪排涝再添新“利器”

近日，在常山县白石镇草坪红辣椒种植基地，成片的辣椒已经成
熟。村民们趁着好天气，忙着采摘辣椒，享受丰收的喜悦。

见习记者 汪晨云 摄

江山市坛石镇定家坞村徐依玲，2014年到江山农贸城租来店面，做
起了电商。在江山农商银行的帮助下，她把猕猴桃销往本省及江西、广
东、江苏、上海等省市，去年销量达65万多公斤，收入90多万元，被江山
市电子商务协会等部门评为“猕猴桃销售优秀电商企业”及“爱心助农企
业”。图为徐依玲正在线上销售猕猴桃。 通讯员 周智 摄

农家女贩销土特产为农户增收百万元

多云到晴为主

气温有所上升
预计未来七天，我市以多云

到晴天气为主，气温略有上升。
16日~20日多云到晴，气温逐渐
上升，预计 20日白天最高气温
可升至 35℃。21日阴有时有雷
阵雨。22日雨止转多云。

单季稻即将进入乳熟期，连
作晚稻处于拔节孕穗期；虽然台
风“灿都”带来少许降水，但近期
我市降水总体仍然偏少，大田水
肥管理要加强；白叶枯病仍有部
分发生，台风也可能带来迁入性
害虫，农户要加强病虫害监测，
并及时开展防治工作，确保晚稻
丰收。

因前期降水偏少不利于柑
橘果实膨大，近期气温日较差较
大，对柑橘着色增品有利，各地
应继续做好橘园管理，抓好病虫
害（特别是黑点病、锈壁虱）的防
治工作。

设施农业要注意及时给棚
内作物补水；未来气温升高，注
意调控棚内温湿度，做好通风散
热，防治棚内高温败苗；做好棚
内病虫害监控和防治工作。

龙游国家农业气象试验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