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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出栏生猪 5000 头，年收入达 2100 万元。 石泉县城关镇黄荆坝社区的任秀琳 20 年来坚持养猪，从“小打小闹”到成立石
泉县源硒生猪良种繁育场，任秀琳成了远近闻名的养猪大户，不仅自己受益，还带动了附近乡亲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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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秀琳 2002 年嫁到黄荆坝社区，丈
夫家以养猪为主业， 一年出栏几十头生
猪，家庭也算殷实。 可任秀琳觉得既然以
养猪为主，就应该多养些。 她接过养猪的
担子，决定养母猪，走自繁自养的路子 ，
扩大养猪规模。

虽然任秀琳也养过猪， 但规模扩大
后，资金、技术、圈舍、饲料、人力、销售等
各方面的问题接踵而来。 面对一个又一
个的困难和挫折，任秀琳没有气馁，摔倒
了又爬起来，凭借一股韧劲和干劲，把养
猪的事业越做越好。

“我们养猪吃了不少亏 ， 前几年不
仅没挣到钱，贷款也越来越多。 从 2006
年之后 ，我开始参加各种培训 ，自己也
买些书籍，慢慢摸索，一点点成功。 ”任
秀琳说。 通过不懈努力 ，任秀琳把养猪
场越做越大，到 2010 年养猪规模已经超
过千头。 但任秀琳深知 ，传统的养殖方
式必将淘汰 ，必须走科学化 、规模化的
道路。 2016 年，她流转 150 亩土地，建起
了更大规模的养猪场，并引进了许多现
代化的养猪设备，还修建了一个 1200 立
方米的大型沼气池，生猪年出栏量进一
步跃升。

通过 20 年的养猪实践，任秀琳摸索
出了一套绿色科学养猪的方法和实用技
术， 成为了黄荆坝社区首屈一指的养猪

大户和养猪专家。 2017 年，她被陕西省农
业厅职业农民资格审查委员会认定为高
级职业农民。 在自己发家致富的同时，任

秀琳毫不吝啬地把自己的成功经验和失
败教训分享给乡亲们，手把手传授养猪技
术，主动帮助养猪的乡亲解决问题，还招
揽乡亲到自己的猪场，一边务工一边学技
术。目前她的养殖场有 10 来个务工人员，
一年的工资 30 万元。“附近的村民遇到问
题了，我们也会手把手教他，知无不言，言
无不尽。 只要他们肯学， 我们一定认真
教。 ”任秀琳说。

养猪产生很多有机肥， 如不善加利
用，就会污染环境。近些年来，任秀琳将猪
场周边的 100 多亩山地全部流转过来 ，
种花草苗木和各类果树 ，并在林下套种
红薯等农作物 ，将单一的养殖业慢慢地
做成循环农业 ，走上了多元化产业发展
道路。

付出总会有回报 。 通过不断努力 ，
任秀琳先后被评为陕西省养猪女状元 、
陕西省老区妇女创业标兵 、安康市 “三
八 ”红旗手 、安康市第二届十佳职业农
民、安康市杰出女性等。 “我想通过多元
化发展， 不仅让自己的产业发展好 ，还
能带动身边的人致富 。 下一步 ，我打算
走生态养殖、生态观光旅游发展之路。 ”
任秀琳这样说 。

冬季蔬菜生产容易遭受降
雪、寒潮、寡照、大风等不利天气
影响， 加之今年冬季全球性拉尼
娜状态影响， 我国发生极端寒潮
事件的可能性较大， 蔬菜生产防
灾形势险峻。 为科学应对极端天
气，防范露地和设施蔬菜灾害，减
轻灾害损失，保障蔬菜供给，特提
出以下技术指导建议：

一是加强检修。 加强设施结
构稳固性巡检， 对存在安全隐患
的设施，要及早加设立柱，更换严
重老化的钢管等骨架材料， 修补
或更换漏洞棚膜。 大雪后，要及时
清除积雪，防止压坏设施结构。 土
墙日光温室后屋面要及时加盖薄
膜，防止雪水下渗损伤墙体。

二是做好保温。 设施蔬菜要
及时覆盖保温棉被、草苫等材料，
有条件的地方，可配备热风炉、电
热风机、取暖器等应急加热设备。
露地蔬菜要加强中耕培土， 防止

根系冻伤， 寒潮过后加强遮阳覆
盖，延缓冻融，防止冻害。

三是增强光照。 对老旧棚膜
要及时更换， 优先选用 PO 膜或
PE 膜。 生产期间，要经常对棚膜
进行清洁， 保持棚膜良好的透光
性。 持续寡照天气时，有条件的可
采用农用钠灯 、LED 补光灯等灯
具进行补光。

四是科学肥水。 在恶劣天气来
临前和期间不要进行肥水处理，等
天气转好后，抓住晴好天气进行叶
面追肥，快速补充养分，提高植株抗
性。 可结合滴灌补充中微量元素，
促进花芽分化，提高产量品质。

五是加强病虫防控。 设施蔬
菜， 重点预防低温高湿病害和蚜
虫、白粉虱、螨类等害虫。 露地蔬
菜，重点预防软腐病、霜霉病等十
字花科病害，小菜蛾、斜纹叶蛾等
膜翅目害虫，以及粉虱、蓟马等茄
果类刺吸型口器害虫。

蔬菜防灾减灾技术指导建议
市农技中心 陈方

本报讯 （通讯员 张园园）近
日，由安康市农业科学研究院起草
的安康市地方标准《蛹虫草保鲜、
烘干技术规程》顺利通过审定。

蛹虫草又名北冬虫夏草、北虫
草 ，属于子囊菌门 ，虫草科 ，虫草
属。研究表明，蛹虫草富含虫草酸、
虫草多糖、虫草素及 SOD 活性物
质，具有抗肿瘤、抗疲劳、降血糖、
抗衰老、提高免疫力等功效。 2012
年至今，安康市农业科学研究院食
用菌研究团队对蛹虫草的品种选
育 、营养生理 、配方优化 、聚硒规
律、硒存在形态、产品研发等关键
技术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取得了喜
人的成绩。 《富硒蛹虫草关键技术
研究与示范推广》 项目获 2015 年
安康市人民政府科技成果一等奖；
《一种高产、高硒蛹虫草的生产方

法》（ZL 2017 10591727.5）专利授
权；2014 年 5 月 10 日， 由安康市
农科院制定的《富硒蛹虫草》《富硒
蛹虫草基质 》《富硒蛹虫草菌种 》
《富硒蛹虫草栽培技术规程 》等
4项安康市地方标准发布。 在近几
年生产实践中，发现缺少蛹虫草保
鲜和加工技术规程等相关标准，导
致蛹虫草色泽变淡、品质下降甚至
出现腐烂变质、失去商品价值等问
题。

通过研究制定蛹虫草保鲜、加
工技术规程，进一步规范蛹虫草保
鲜、烘干技术流程，提高产品质量，
对全面推行蛹虫草标准化生产，保
障食品安全，促进产业健康持续发
展和产品市场竞争力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

安康市地方标准《蛹虫草保鲜、
烘干技术规程》通过审定

本 报 讯 （ 通 讯 员 杨 敏 丽
龚太华）12 月 12 日， 由岚皋县农
业农村局主办、 岚皋县农民科技
教育培训中心 （农广校） 承办的
“岚皋县首届高素质农民演讲比
赛活动” 在岚皋县南宫山大酒店
举行。 农业农村部全国农村实用
人才带头培训班专家讲师、 县农
业农村局有关负责人、 部分干部
职工以及全县高素质农民和各镇
选送的参赛选手共计 100 余人参
加了活动。

参加本次演讲活动的 14 名选
手是各镇推送创业成功的高素质农
民代表， 他们从忆创业之路的感人
瞬间、讲奋斗过程的“迷茫”故事、话
如今的发展成就、 谈未来的梦想规
划等方面，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述

亲身经历的乡村发展变化和切身体
验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讲述党的好
政策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等，展
现了新农人的风采。 精彩的演讲
赢来阵阵掌声， 感染着每一位倾
听者。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激烈角
逐，大赛评出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2 名、三等奖 4 名（两组并列）、优
秀奖7 名，优秀组织奖、团体一、二、
三等奖各 1名。

据悉， 岚皋县自 2013 年开始
开展农民技能培训和高素质农民
培育，教育培训体系不断健全，手
段不断丰富，功能不断强化，截至
2021 年 ， 共计培训高素质农民
1292 人， 为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
兴， 助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作
出了积极贡献。

岚皋举办首届高素质农民演讲大赛

本报讯 （通讯员 周濬）12月 16
日， 汉滨区长江流域禁捕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对瀛湖镇、流水镇、
建民办等 14 个镇 （街道 ）的农业
综合服务站站长以及各镇（街道）
在禁捕水域沿岸村、 社区选聘的
121 名护渔员进行培训。

培训邀请安康市农业综合执
法支队副支队长罗长安就 《中华
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渔业法》 等法律法规进
行了深入解读， 对长江流域禁捕
政策、 护渔员职责职能等内容详
细讲解 ，发放汉江 “十年禁渔 ”宣
传册等宣传资料。 要求 121 名护

渔员认真学习相关法律法规 ，熟
悉岗位工作职责， 充分发挥熟悉
江情、渔情的优势，对汉江禁捕水
域进行全天候、常态化护渔巡查，
及时发现报告和制止各种非法捕
捞行为， 协助农业综合执法部门
开展禁捕执法工作， 为保护汉江
生态环境作出积极贡献。

通过培训， 提高了护渔员在
执行护渔任务、 信息数据报送等
方面的能力， 有效填补了基层执
法监管力量薄弱的短板， 加快形
成汉江“十年禁渔”齐抓共管靠大
家的管理格局， 筑牢良好的群众
基础。

汉 滨 强 化 护 渔 员 业 务 培 训
植物的开花结实， 是它们繁殖繁衍

的一种重要方式， 也是人们建设花园的
动力所在。在寒冷渐渐逼近的日子里，花
园看起来一片萧瑟， 很多植物却悄悄分
化好了花芽和叶芽。从花芽分化，到春季
出现花蕾，再到最终开花，不同的植物需
要经历不同的时间。

当然， 也不是所有植物都在春天发
芽开花， 像菊花这样的植物就是典型的
秋季花卉，八九月开始现蕾，一个半月左
右就能开花。像红梅、樱桃等这种上一年
的夏秋季花芽叶芽分化而第二年春天开
花的植物， 要在冬季经历很长时间的休
眠，冬季越长，休眠时间就越长，而春天
花芽萌发，从现蕾到开花的这一段时间，
不仅气温友好，阳光明媚，而且一天天长
大的植物也会让人对一切都满怀期待。

就在这暗夜最长而白昼最短的时节，
郁金香和洋水仙等球根已经在地下发出
新芽，准备破土而出了。 郁金香在最冷的
时节钻出土面，大约在正月十五，就能明
显地看见花蕾。 一个月后，花蕾膨大到红
枣般大小，并开始吐色，花就快开了。

而洋水仙发芽比郁金香更早， 一些
调皮的小朋友甚至在这几天就已经冒出
头来窥探世界了。当它长到两寸高时，你
就能看见它那比叶片更厚而颜色偏浅的
花蕾， 它的花蕾和叶片在接下来的两个
月几乎是同时长高，最后，竖直的花蕾渐
渐弯曲成与叶片成直角， 花儿就会在未
来的几天绽放。

就在洋水仙和郁金香绽放的时候，
芍药也出土了， 最粗壮的新芽里包藏了
当年的花蕾， 当新芽长到十几公分高的
时候，叶片渐渐打开，里面黄豆大小的花
蕾终于现身。 你得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

悉心呵护它，给它充足的阳光和水肥，有
的芍药的花苞， 最终能膨大到核桃般大
小，花苞越是饱满，开花也就越大，花型
也越饱满。

著名的月季花之所以得名月季，就
在于它强大的开花性。四季分明的区域，
月季早春就会开始萌发， 有一些笋芽长
的就如竹笋般快速， 大约三月底四月初
就会出现第一波花蕾， 而花蕾出现到开
花，一般要三到四周左右。

常见花卉里， 最难等待的要数山茶
花了。第一年的茶花凋谢后一两个月内，
茶花就会开始分化新一年的花芽和叶
芽，这时，要注意给茶花一定的直射光照
和水肥，待到七八月最热的时候再遮阴，
而在那个时候， 你就能明显看到茶花开
始膨大的花苞了。

茶梅这样的茶花开得较早， 花期正
好在春节前后，因此过年时节，大街小巷
的绿植店都会有茶梅售卖，红色的花，金
黄的花蕊，巨大的花量，很符合春节喜庆
的气氛。 而其它花期较晚的茶花就得等
到三月或四月才会开花， 有时候来个倒
春寒，管理不及时的话，眼看着要开的花
苞就一个个掉了或者开成畸形。 这么算
下来，茶花真像极了十月“怀胎”，需要悉
心照料的呢。

比起山茶花的难养， 风雨兰这种种
球植物可谓是“皮实”至极，盛夏季节的
一场风雨过后，只消一两天功夫，就会从
地下窜出无数花苞，开成花海。像风雨兰
这种好养的花儿毕竟只是少数， 多数时
候，花开三日，养花人需要等待一年，所
以说养花磨练人的耐性， 是有一定道理
的。 但养花好就好在，你只要用心去养，
花总会再开，来年的花儿会更灿烂。

今年 12 月上旬，南方大部持续干燥，较常年
偏干八成，福建、广东、广西几乎滴雨未下，多地
平均最小相对湿度均不足 30%，干燥程度超越北
方。 近期南方为何如此干燥？ 冬季是全年最干燥
的季节吗？ 哪里是我国最干燥的地方？ 中国天气
网通过盘点一组大数据来解答。

南方 12 月上旬较常年偏干八成 干
燥程度超越北方

12 月上旬，南方大部天气晴朗干燥，尤其是
江南南部、华南一带，几乎滴雨未下，广西东部、
广东大部出现轻到中度气象干旱，多地午后的空
气相对湿度较常年异常偏低。

省会级城市中 ，广州 、南宁 、长沙 、南昌 、武
汉、 合肥以及南京，12 月上旬的平均最小湿度几
乎都徘徊在 30%上下。尤其是南宁和合肥，连续 6
天 （12 月 1 日至 6 日） 日最小相对湿度均小于
25%，这在历史上十分少见，其中合肥为近 30 年
连续干燥日数最多， 而南宁在 12 月观测史上也
能排进历史前五。

南方城市的干燥程度甚至超越了北方。12 月
1 日，兰州的最小相对达 20%，银川 23%，呼和浩
特 34%， 而合肥和武汉最小相对湿度仅有 19%，
异常干燥。

中国天气网分析师石妍分析，近期南方地区
如此干燥主要是由于 12 月以来大部地区晴朗少
云，降雨稀少；同时偏北干冷空气将南方大部（包
括闽粤沿海地区）为数不多的水汽吹走，导致空
气更加干燥。

中央气象台预计，15 至 16 日，南方将出现一
次大范围的阴雨天气过程，20 日以后， 东南沿海
一带可能还会有一次降水过程， 或将出现 12 月
以来最强降雨，届时干燥的局面将会得到明显缓
解。

全国干燥指数排行榜出炉 春季胜过
冬季

你以为眼下是最干燥的季节吗？ 其实不然，
从常年（1991-2020 年）国家站月平均最小相对湿
度数据来看， 排在前三名的分别是 4 月、3 月、5
月。 其中 4 月最干燥， 平均最小相对湿度不足
40%，而我们目前所在的 12 月，位居全年第六。 为
何春季是全年最干燥的季节？

石妍解释，最小相对湿度一方面取决于绝对
湿度，另一方面取决于空气温度。 绝对湿度是空
气中实际的水汽含量，一般用“比湿”来表示，而
相对湿度是空气中实际的水汽含量和理论上空
气中最大水汽含量的比值， 一般用百分比表示，
会随着气温变化发生改变。 当温度升高时，相对
湿度会变小。 我国 4 月大部气温回升，干暖气团
空气常常控制中东部大部， 随着午后气温上升，
加上有风，湿度常常出现快速下降的情况，因此
春季是我国全年最干燥的季节。

从中国天气网冬季全国干燥城市排行榜
可以看出 ，前十名均是北方城市 。 拉萨气候属
高原温带气候区 ，由于海拔高 、冬季降水量少
且平均日照时间长 ， 即使产生降水也容易蒸
发 ，因此非常干燥 。 而西北地区的西宁 、银川 、

兰州深在内陆 ，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 ，秋冬雨
雪稀少 ，水汽条件差 ，且冬季更容易受寒冷干
燥的冷空气影响 ，湿度低 ，因此也是十分干燥 ，
上榜显而易见。

北京作为华北典型干燥城市的代表也挤进
了前三甲。 北京全年干燥的日数超一半，春季最
干，平均最小相对湿度为 23%；其次是冬季，平均
最小相对湿度为 25% 。 数据显示 ， 北京常年
（1991-2020 年）年均最小相对湿度低于 30%的日
数达 202 天，12 月当中， 有 6 个月的常年平均最
小相对湿度在 30%以下。 甚至在 2000 年 4 月 6
日， 以及 1999 年 10 月 28、29 日出现日最小相对
湿度为 0 的情况，是名副其实的干燥城市。

为何北京如此干燥？ 石妍表示，北京属于温
带季风性气候，冬季受来自高纬内陆偏北风的影
响，盛行极地大陆气团，寒冷干燥。 到了春季，北
京多大风天气，蒸发旺盛，气候更加干燥。

而昆明为冬季最干燥的南方城市，冬季平均
最小相对湿度达 35%。 这是因为昆明有明显的干
季和湿季之分。 常年 11 月到次年的 4 月，为昆明
的干季，这段时间降水少，蒸发量大，因此容易干
燥。

中国天气网提示，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的小
伙伴在冬季都要多加湿补水，尤其北方室内还有
暖气，会更加干燥，加湿器开起来，保湿喷雾、面
膜、唇膏、护手霜、水杯等装备都安排上。 同时，各
地还需注意用火安
全， 警惕森林火灾
的发生。
（来源：科普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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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刘康 杨青松）
为促进月河流域重点水域生态修
复与保护， 提升月河流域水环境
质量改善， 汉阴县涧池镇多举措
开展月河流域水环境污染防治工
作。 一是全面排查生活污水处理
设施并规范化运行， 该镇按照属
地管理原则， 要求各村对属地生
活污水处理设施进行全面查看 ，
确保各污水处理设施规范运行 ，
无漏排、直排现象发生，分管行业
站所要加强巡查，发现问题，及时
交办整改。 二是积极开展涉水食
品加工小作坊污染源排查治理 。
对辖内涉水小作坊， 由镇市场监

督管理所、环保所牵头，各村积极
配合， 对区域内持证经营的小作
坊加强日常检查。 三是精心组织
河道清理工作。 镇政府安排部署
了河湖 “清四乱 ”活动 ，及时动员
各村河长、 护河员开展清理水面
漂浮物、清理河道新沉积的垃圾，
确保垃圾不入河，污水不进河，以
消除水环境污染隐患， 努力促进
全镇水环境保护工作持续稳定好
转。 四是加强环保宣传和排污口
巡查。 调动各村加强维护生态环
境卫生等方面的宣传， 同时加强
对各排污口进行巡查， 避免污水
直入月河。

涧池镇多举措推进月河流域水质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