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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线答疑】

如何提高如何提高
杏鲍菇品质杏鲍菇品质？？
问：农户该如何提高杏鲍

菇品质？
答：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在菇蕾期疏菇。当小菇

蕾菌柄长至 2～3 厘米时，择优
去劣疏蕾，每个菌袋的出菇端
最好只留 2～3个菇蕾。

2.适当加强通风，促进子
实体正常生长发育，防止产生
畸形菇。

3.在幼蕾时，每天进行地
面洒水、空中喷雾 2～3 次，使
相对湿度保持在 90%左右。当
接近采收时，将相对湿度降至
80%左右，以保证菇的质量，并
能延长菇体的货架期，还能防
止菇体发生细菌性病害。

4.适当提前采收。当菌盖
初步展开，孢子尚未弹射，菌盖
直径与菌柄粗细基本一致时，
杏鲍菇达到八分熟，可及时采
收，过迟采收会使品质下降。

□《东方城乡报》

春耕用肥高峰有春耕用肥高峰有““禁忌禁忌””
专家提醒专家提醒：：1313个用肥错误不要犯个用肥错误不要犯

开春时节，是作物需肥、补肥的好
时机，相信大多数种植户对于施肥也
已经做好了准备。

但是，因为种植作物不同、施用肥
料不同等情况，我们应该了解一些肥
料施用上的“禁忌”，以免浪费了肥料，
甚至让作物遭了殃，更别提什么丰产
丰收了。

1.碳铵和尿素不能混用
开春给果树施肥的时候，一般都

会施用尿素和碳铵，但是，尿素中的酰
胺态氮不能被作物吸收，只有在土壤
中腺酶的作用下，转化为铵态氮后才
能被作物吸收利用，而碳铵施入土壤
后，会造成土壤溶液在短期内呈酸性
反应，加速了尿素中氮的挥发损失，所
以，它俩是不能混合施用的。

2.碳铵不能和菌肥混用
有时候，种植户在开春果树追施

肥料的时候，还会在土壤里面追施一
些菌肥，但是，建议种植户不要把菌肥
和碳铵一起施用，因为碳铵会散发一
定浓度的氨气，对菌肥中的活性菌有
一定的毒害作用，会让菌肥失去肥效。

3.酸性肥料不能和碱性肥料混用
在春季，果树一般是比较缺氮素

的，种植户会相应地追施一定量的氮

肥，但是千万不能把酸性肥料和碱性
肥料混合施用，比如说碳铵、硫铵、硝
酸铵、磷铵不能与草木灰、石灰、窑灰
钾肥等碱性肥料混施，一旦混施，它们
就会发生中和反应，从而造成氮素损
失，降低肥效。

4.尿素施后不能立即浇水
在给果树施入尿素后，不能立即

浇水，因为尿素施入土壤后会转化成
酰胺，立即浇水的话，是容易随水流失
的，也不能在大雨前施用。需要注意
的是，施入尿素后，采用覆土的方式可
以提高肥效。

5.忌用硝酸铵
在种植果树的过程中，对于硝酸

铵的施用一定要多加注意，能不用就
不用，因为果树是非常容易吸收硝酸
铵离子的，如果吸收过量的话，就会造
成果树中毒的现象。

6.硫酸铵不能长期施用
市面上的硫酸铵是生理酸性肥

料，如果长期在同一块土壤上施用，
就会增加土壤的酸性，破坏土壤团粒
结构；如果在碱性土壤中施用的话，
硫酸铵的铵离子会被吸收，而酸根离
子残留在土壤中与钙发生反应，就会
让土壤板结变硬，也会降低果树根系

的活力。

7.不要单施磷酸二铵作基肥
在北方地区，大家会有用磷酸二

铵作基肥或种肥的习惯，但其实，磷酸
二铵是一种高磷、低氮、无钾的二元复
合肥，它在施用的时候需要和适量的
氮、钾肥配合，这样效果才会更好。

8.禁用未腐熟粪肥
在开春的大棚种植中，大多数作

物都开始定植了，在定植前肯定是要
施用底肥的，而粪肥是大多数种植户
都会选择的一种底肥，所以一定要注
意，千万不能施用未腐熟的粪肥，否则
可能会引起烧根，它在分解的过程中
产生的氨气也会危害幼苗。特别是对
于番茄，施用未经腐熟的有机肥，特别
容易引起病毒病。

9.不要一次过多施用高浓度肥料
有的种植户怕地里面种植的作物

长得不好，就想着从肥料上面着手，想
着加大肥料的用量，效果肯定是好的，
但不论是哪一种肥料，若一次剂量过
大，就可能会让作物的根系直接受到
损害，从而影响作物的长势，导致产量
也不会太好。

虽然不少种植户的种地时间比较
久，经验也挺足，但是依旧需要注意肥

料不能贪多。

10.忌撒施或面施磷素化肥
磷素在土壤中的移动性很

小，撒施或面施就特别容易被土
壤吸附固定，从而大大降低磷素
的肥效。

11.不能只用微肥
在现在的作物种植中，大家

对微量元素也越来越重视，但是一
定要注意，虽然锌、钼、硼、稀土等
微肥对作物“缺素症”有很好的效
果，但切忌“微肥当家”，避免造成
作物营养不良而生长发育受阻。

12.碱性肥料不能与铵态氮
肥混施

因为碱性肥料与铵态氨肥，
如硫酸铵、碳铵、氯化铵等混施，
会导致与增加氨的挥发损失，从
而降低肥效。

13.化肥不能与根瘤菌肥等
细菌混施

一般来说，化肥有较强的腐
蚀性、挥发性和吸水性，如果与细
菌肥料混合施用，会杀伤或抵制
活菌体，使肥料失效。

□ 侬科

上海盛源幼儿园
2019年秋季招生信息

上海盛源幼儿园是一所以
双语教学和思维游戏为特色的
标准化设施幼儿园，课程丰富，
服务优质。幼儿园全年上课，
无寒暑假；为家长免费提供延
时服务（组织幼儿开展多种活
动，培养兴趣）；免费设立早晚
护 导 制 度 ，解 决 家 长 后 顾 之
忧。幼儿园面向全区招生，不
受户籍和区域的限制。凡身体
健康、可正常参加集体活动的
适龄儿童均可前来报名。

一、招生年龄
小 班 ：2015 年 9 月 1 日

——2016年 8月 31日
托 班 ：2016 年 9 月 1 日

——2017月 4月 30日
中大班：略有名额
二、报名时间：
2019年 3月 1日起
三、报名须知
1.报名时请随带幼儿户口

本或预防接种证。
2.报名热线：
幼儿园电话：69612799
李老师：18019268602
3.地址：城桥镇湄洲路 280

号（青少年活动中心南侧）

上海华际实业有限公司遗
失道路运输证：沪 EE9710、沪
K2297挂

上海普运物流有限公司遗
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副本：
310230000429

上海市崇明县永信五金加
工 场 遗 失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
310230600326937

上海市崇明县兴崇熟食店
遗 失 食 品 经 营 许 可 证 副 本 ：
JY13102300036539、营 业 执 照
副本：92310230MA1M40FL8J

上海市崇明县建设明珠商
店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
本：JY13102300031455

时伟平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310230600212988

严学香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310230600451522

黄东运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310230600339032

周扣姐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310230600332156

杨建国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310230600006409

赵荣宝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310230600011939

黄苏生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310230600011947

范美丽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310230600161410

林茂仁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310230600199283

朱明达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310230600222051

张亚洲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310230600181162

陈耀忠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310230600018359

茅振辉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310230600125827

陈飞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310230600015186

张卫兵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310230600009639

姚成超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310230600054813

陆卫琴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310230600240137

崇明区2019年春季
人力资源招聘会
公交出行方式

日期：2019年3月16日
1.招 聘 会 接 送 车 行 驶 线

路：南门水陆换乘中心南堡专
线车站—南门路—东门路—育
麟桥路—鼓浪屿路—崇明中学
东门（招聘会会场）。

2.全天免费接送。
3.招 聘 会 接 送 车 行 驶 时

间：单程 15分钟。
4.发车时间：
南门水陆换乘中心：8：30、

9：10、9：50、10：30、11：10、11：
50、12：30、13：10、13：50。

崇明中学东门：9：30、10：10、
10：50、11：30、12：10、12：50、13：
30、14：10、14：50。

5.车辆前方放置“崇明区
2019 年春季人力资源招聘会

（接送车）”识别牌。
6.南门水陆换乘中心在醒

目位置放置导向牌，崇明中学
东门设临时公交站牌。

2019年3月

移栽大棚的西甜瓜茎叶发病怎么办

西甜瓜在生长过程中，如果受低
温影响，植株生长会变得缓慢；受少光
照影响，植株的光合作用减弱，光合产
物积累减少，植株的抗逆性能降低。
由于小棚膜不揭或很少揭开通气换
气，棚内湿度会变大。一些病菌孢子
在高湿环境中萌发，感染植株患上疾
病。为减少不利气候对植株的影响，
确保高产、优质和及早上市，大棚的西
甜瓜栽培应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1.开通、挖深排水沟渠，及时排除
沟内积水。

西甜瓜植株根系不耐涝，应及时
排走沟内积水，避免根系受淹损伤，促
使根系生长健壮并向纵深发展。

2.保温、勤晒苗，增强光合作用，
保苗促生长。

三月份室外温度偏低，需继续做
好保温工作，白天视光照和棚温开启
或掀动小棚、中棚膜增加光照晒苗，增
强光合作用，加快换气降低湿度。

由于大棚内外温差大，应及时通
风，消除薄膜上的水滴，防止因薄膜水

滴在植株叶上而引起的烂叶，导致植
株生长不良。

阴雨天，若温度较低，可先揭开东
面、南面的棚膜，再揭西面、北面的棚
膜；晴天，若白天温度高、光照好，要早
揭晚盖延长晒苗时间，若温度低，要晚
揭早盖保温促生长。白天棚温高于
28℃，应揭去小棚和中棚膜，根据风向
打开裙边膜，降温排湿。

遇久阴乍晴的天气，揭小棚和中
棚膜不能过急，应从半揭半盖逐步过
渡到全揭开，以防植株伤风和植株因
蒸腾作用大而根系吸水慢，失水过多
出现植株萎蔫。

只要棚温度许可，要尽量多揭膜
勤晒苗，既增加了光合作用，增强植株
抗性，多透气，又降低了小环境的湿
度，减少发病。

3.不浇或少浇水，不整或少整枝。
2～3 月份移栽的西甜瓜叶片不

多、植株体尚小，植株的茎、叶和根系
生长所需养分均靠幼小的植株光合作
用提供，过度整枝会影响光合副产物
的积累，不利于植株生长。此阶段植

株的需水量不大，只要土壤墒情好，可
以不浇水，避免浇水增加湿度和降低
地温，减缓植株生长。

4.整枝、理蔓、压蔓、去除病叶老
叶、打药水等应放在晴天上午。

有些早移栽的植株个体较大需整
枝打顶，应放在晴天上午进行，晴天有
光照棚温高，可揭起小棚和中棚膜便
于操作，并因棚温不低而不影响植株
生长。上午整枝理蔓后，经太阳一晒
后伤口收干不易感病，侧枝整理时，应
用剪刀在茎基部剪留 0.5～1cm，可使
伤口小而快速收缩，不易感染蔓割病；
上午打的药水经太阳一晒，植株表面
水渍收干，不利于感病。西甜瓜最忌
阴雨天整枝，雨天整枝伤口就是病菌
的适宜感染点。

5.做好防病治病工作。
伸蔓前期的西甜瓜主要病害有蔓

枯病、炭疽病、细菌性角斑病和软腐
病。西甜瓜病害防治原则是以农业防
治为主。瓜田有良好排水、不积水，常
通风换气降低棚内湿度是减少病害发
生的前提，药物防治如下：

枯萎病：
土壤湿度不大时可选择灌根，连

续阴雨天、土壤湿度偏大时可进行喷
雾。发病初期可选用 6%春雷霉素可
湿性粉剂，或 25g/L 咯菌腈悬浮种衣
剂（适乐时）。

炭疽病：
用 75%百菌清 800 倍液喷雾，或

25%阿米西达悬浮剂1500倍液喷雾，或
70%甲基托布津700～1000倍液喷雾。

蔓枯病：
发病初期阿米西达悬浮剂 50 倍、

甲基托布津 20～30 倍或百菌清 50 倍
液涂茎；或在发病初期用代森锰锌
600 倍液喷雾，或 77%可杀得 600 倍液
喷雾。

细菌性角斑病和软腐病：
可用 75%农用链霉素 4000 倍液

喷雾或用 77%可杀得 600 倍液（避开
高温防治）喷雾。

□ 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