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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说

在海曙区横涨村粮草专业合作社，刚播种的早稻田和麦田四周插着
一套套白色的装置，这是性诱捕器。诱捕器内置性诱剂，可直接诱杀水稻
螟虫等各种害虫，干扰成虫交配，有效降低害虫的下一代种群数量。

“4月初插上后，没过几天虫子就进来了。”粮草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
培波隔三差五去察看一番，觉得性诱捕器的杀虫效果还是蛮不错的。

种了十多年水稻，杨培波今年第一次使用这新玩意。合作社580亩土
地引进了500套性诱捕器，同时还采购了13套太阳能杀虫灯。

从“药控”转向绿色防控，越来越多像杨培波这样的农户正在转变观
念，采用生物、物理、生态调控等技术措施进行病虫害防治。

我市地处浙东沿海，属农业有害生物频发、高发地区，每年因农作物病虫害防控使用的农
药量较大。过度用药，不仅影响农产品品质，也对环境造成污染——

绿色防控，再到田头听蛙声

采用绿色防控技术来抑制病
虫害，能有效减少农药用量，保
护生态环境，保障“舌尖上的安
全”，但在推广过程中，依然会遇
到很多阻碍。

绿色防控的其中一项手段，是
通过害虫天敌（如青蛙、豆娘、蜻蜓
等捕食性天敌和其它寄生性天敌）
的投放，来抑制害虫的繁殖，实现
田间生物种群的平衡，但从效果上
来说，不如农药杀虫“立竿见影”。
要改变部分农户急功近利的做法，
农技部门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另外，田间采用绿色防控技
术所带来的成本问题，也令部分
农户踌躇。像杀虫灯、性诱捕
器，初次安装需要资金投入，后
期还需要定期更换诱芯等零配
件。事实上，如今的性诱捕器经
过改良，使用性能已大大提高，

五六年用下来，成本就能“摊
薄”。今年，市级财政也加大了性
诱剂推广应用的资金扶持力度，
减轻了农民负担。

采用绿色防控技术种出的无
公害稻米，其市场价格可以达到普
通稻米的数倍。从鄞州区一位种粮
大户的实践来看，采用绿色防控技
术防治二化螟，亩均成本比常规

“药控”降低近40%，防治效果也明
显优于后者。在进行技术推广时，
农技部门不妨先和农户算算这笔
经济账。只有让农户充分认识到绿
色防控技术带来的好处，才能实现
规模化覆盖。 （王芳）

推广绿色防控
应该因势利导

绿色防控，是在 2006年全国
植保工作会议提出“公共植保、绿
色植保”理念的基础上，根据“预防
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方针，结合
现阶段植物保护的现实需要和可
采用的技术措施，形成的一个技术
性概念。其内涵就是按照“绿色植
保”理念，采用农业防治、物理防
治、生物防治、生态调控以及科学、
合理、安全使用农药的技术，达到
有效控制农作物病虫害，确保农作
物生产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和农
业生态环境安全，促进农业增产、
增收的目的。

重点采取推广抗病虫品种、
优化作物布局、培育健康种苗、
改善水肥管理等健康栽培措施，

并结合农田生态工程、果园生草
覆盖、作物间套种、天敌诱集带
等生物多样性调控与自然天敌保
护利用等技术，改造病虫害发生
源头及孳生环境，人为增强自然
控害能力和作物抗病虫能力。

绿色防控经济效益显著，通过
绿色防控技术的应用，可减少农药
施用2至3次，亩均减少农药投入40
至60元，亩均挽回损失或增加蔬菜
产量400至500公斤，以无公害产品
平均售价高于普通产品15%计算，每
亩绿色防控产品增收600元以上。

绿色防控生态效益明显。推
广应用绿色防控技术后，农药使
用量减少，生态环境改善，天敌
种群数量增加。 （孙吉晶）

绿色防控效益明显

安装在田间的太阳能杀虫灯。 （孙吉晶 摄）

本报记者 孙吉晶

在市种植业管理总站副站长
周志峰看来，合作社、农户是绿
色防控技术的实施主体。对他们
来讲，防治效果、收益是放在第
一位的。只有让实施主体充分认
识绿色防控的优点及由此带来的
好处，推广才会“水到渠成”。

正因如此，这几年，我市除了
推广以性诱技术为核心的非化学
防治技术外，还在鄞州、奉化、北仑
等 9 个区县（市）选择一些环境独
立的田地或山地试点开展农田生
态修复示范基地建设。到去年底，
已 建 设 生 态 修 复 区 16 个 ，面 积
4500 亩以上，并对周边形成了有
效辐射，面积达5.5万亩。

农业生态修复，是遵循自然生
态经济规律，依靠大自然循环再生
能力和人为干涉，充分利用水、土、
光、热、生物等自然资源，达到病虫
害防控和农田生态环境保护“双
赢”目的。生态修复区以有机肥取
代化肥，基本不施农药，在田间地
头利用性诱捕器、杀虫灯杀虫。除
水稻外，还间种芝麻、香根草以及
瓜菜等其他显花植物或非靶标作
物，为害虫天敌营造适生环境。调
查显示，慈溪市长河镇沧田示范区
种植西兰花、甘蓝等秋季蔬菜，只
在苗期和大田生长前期使用农药，
全生育期用药 3次，比非示范区减
少 2次，农药化肥总用量比非示范
区减少30%以上。位于北仑春晓街
道的 200 多亩盐碱地经过几年的
农业生态修复，产生了显著成果。

“白天白鹭穿梭，晚上蛙声一片。”

当地一家农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形
象地介绍道。

与此同时，农技部门加强了病
虫害监测预警。据统计，我市每年
发布病虫情报 100余期，短期病虫
害预测预报准确率在95%以上。我
市还积极开展市级测报点建设，努
力提高测报准确性和防控时效性，
减少农药使用次数，促进农药减量。
至今，全市已建成 30 个市级测报
点，涉及水稻、蔬菜等主要农作物。

针对植保技术人员不足的现
状，我市按照“政府花钱购买服
务”的思路，开展了病虫害第三
方监测服务。近两年，各地委托
专业机构，开展鼠情监测服务。

宁波要创建绿色都市农业强
市，发展绿色生态农业，“绿色植保”
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许燎原表示，
经过10多年的示范与推广，非化学
防治技术、生态修复和科学安全用
药等绿色防控技术应用在我市已取
得阶段性成效。但是，一些非化学防
治技术如性诱捕器诱杀、杀虫灯诱
杀等，只有在大范围使用时才能真
正发挥作用。因此，要进一步发挥农
田生态修复示范基地、绿色防控示
范区的带动作用，加大对非化学防
治技术的宣传普及力度，提高非化
学防治技术到位率。

此外，还要加大统防统治力
度，确保统防统治专业化、规范
化实施。各地植保部门将在市级
统防统治实施办法框架下，不断
完善当地相关配套政策，提升实
施质量，切实减少农药用量。

多措并举
绿色防控“水到渠成”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
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
片”。这是南宋词人辛弃疾在《西江
月·夜行黄沙道中》描绘的景象。

可如今，在田间地头，青蛙
的叫声几乎难以听到。在杨培波
的印象中，横涨村周边一带农田
过去种的都是水稻。一到晚上，蛙
声此起彼伏，一派江南水乡风光。

“现在，不要说青蛙，水稻田里连泥
鳅、蚂蟥都很少见了。”他说。

这正是农药大量使用带来的
后果。市农业局农技专家告诉记
者，农药在杀死害虫的同时，也会
杀死其他以害虫为食的益鸟、益兽
和益虫，使生态平衡遭到破坏，青
蛙等田间生物的数量也随之减少。

宁波地处浙东沿海，常年农作
物播种面积在 400万亩以上，病虫
害发生面积约 1650 万亩次，属农
业有害生物频发、高发地区。每年
因农作物病虫害防控使用的农药
量较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近年来，尽管我市的植保机
械不断得以更新，以合作社为主
体的专业化统防统治面积持续扩

大，但仍有不少散户在施药时以
背负式手动喷雾器为主，打药效
率低，并存在“跑冒滴漏”现
象。一些农户还习惯于大雾滴、
大容量喷洒，药液浪费严重，农
药有效利用率偏低。据测算，这
部分散户的农药利用率不到三
成，大部分农药流失到土壤或水
域中，对环境造成污染。

此外，少数农户往往依照传
统落后的施药方法进行打药，缺
乏安全用药意识，容易乱用、滥
用农药。在防治病虫时，部分农
户盲目追求效果，有意识地增加
用药次数和用药量。

目前，我市农资门店以个体经
营为主，利润空间小。为了追求利
润和扩大销量，部分农资店搭售一
些效果不理想、但利润较高的农
药，使农户的用药量和成本增加。

“优质、安全，是今后稻谷、
蔬菜等农产品栽培的方向。”市种
植业管理总站相关负责人表示，
作为农技部门，除了做好品种改
良外，更要大张旗鼓地倡导绿色
防控，尽可能减少农药使用量。

农药大量使用
稻田难闻蛙声

“北蝗南螟”，这是我国农作
物病虫灾害的规律性现象。近年
来，水稻二化螟虫害在我市呈逐
年加重趋势，给水稻生产造成严
重影响。今年 3 月底，农技人员
对余姚、象山、鄞州、奉化、镇
海等地进行了二化螟调查，预计
今年二化螟虫害总体为中等偏
重，防控形势十分严峻。

市种植业管理总站植保科科
长许燎原说，水稻二化螟虫害之
所以呈加重发生趋势，是因为过
去防治以药剂为主，但目前二化
螟对主打药剂已产生抗药性，这
迫使我们必须转变传统的防控理
念，综合运用各种技术措施，确
保稻米的产量和质量。

几年前，奉化江口街道朱应
村种植大户傅惠朗曾经利用性诱
捕器防治二化螟等病虫害，但没
有坚持做下去。去年，螟虫危害
让他蒙受不小损失，水稻每亩减

产 100 公斤左右，这再次给老傅
敲响了警钟。今年，傅惠朗的
100多亩承包地又用上了 150套性
诱捕器，还安装了太阳能杀虫灯。

事实上，不单单是防治水稻
二化螟的农药，任何药剂使用久
了都会产生抗药性，而且，抗药
性产生的时间在不断缩短。

秸秆禁止焚烧，这是保护大
气环境的需要，但客观上也对农
作物病虫害防治工作带来了影响。
许燎原说，以水稻田二化螟为例，
残留在稻桩里的二化螟幼虫，本来
可以通过稻秆焚烧，烧死一部分，
现在基本上存活下来，成为第二年
的危害来源。另外，秸秆上残留的
病原菌，本也可以通过焚烧灭除，
现在也大部分残留在田间，成为来
年的侵染源。

4月3日，海曙区农业技术管
理服务站组织了一次绿色防控技
术培训，参加培训的 40多名种植

抗药性产生时间缩短
警钟再次敲响

大户对以性诱技术为主的非化学
防治手段产生了浓厚兴趣。海曙
区农业技术管理服务站站长孙健
说，今年海曙第一次大规模推广
绿色防控技术，到目前为止，全
区已落实 4100多套性诱捕器，分
布在 3000亩粮食高产示范方，并
向示范方周边农田辐射。

位于北仑区的宁波纽康生物
技术有限公司是国内性诱剂的主
要生产厂家。公司总经理童贤明
告诉记者，性诱捕器一般可以使
用 3 年，保管好的话，可以延长
到 5 年。经过不断改良，诱芯形
状从橡皮头到毛细管，从原来的
一星期一换到现在三个月左右换
一次，其使用性能大大提高，这
为性诱捕器的大面积推广创造了

条件。
性诱捕器一般一亩地安放一

只，可以少打一次药。鄞州区一
位种粮大户算了一笔账，前年早
稻防治二化螟两次，用药量每亩
为 280 毫升，亩用药成本 57 元。
去年尝试应用性诱剂、灌水杀蛹
等绿色防控技术防治二化螟，整
个早稻生育期用药一次，亩成本
13 元，再加上性诱剂每套 22 元，
累计亩成本 35元。且从病虫调查
数据来看，其一代二化螟高峰期
田间枯心率仅为 0.09%，远低于
常规防治的1.81%。

据介绍，今年市级财政加大
了性诱剂推广应用的资金扶持力
度。对于推广应用的农户，按照
每亩25元的额度给予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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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在观察性诱捕器的杀虫效果。 （孙吉晶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