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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块地都要种好 每顿饭都要吃饱

关注农民日报种植业部庭院号《吃饭这件事》，第一时

间获取业界新闻、权威分析、深度解读。

□□ 本报记者 蒋欣然

又是一年收获季。在果品大县山东
省蒙阴县，大大小小的果园随处可见。与
往年不同的是，今年每个果园旁都多了几
个形状各异的“粪堆”。这些“粪堆”不仅
没有臭味，还散发着清香；抓一把，略感余
温；踩一脚，质感松软。

这些“粪堆”是蒙阴果农利用农业废
弃物自制的有机肥。“别小看这‘粪堆’，园
子里能种出皮薄香脆的苹果就靠它。”野
店镇毛坪村果农周平说。

2017 年 2 月，蒙阴作为苹果优质生产
区，承担了苹果有机肥替代化肥试点工
作。经过近三年的探索，蒙阴通过机制创
新、专家指导、补贴调动，在全县农民中形
成了利用“果木枝条+畜禽粪便+微生物菌
种”自制有机肥的热潮。简单易行的有机
肥制作方式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化
肥施用量下降了，苹果品质提高了，蒙阴
果品的品牌也打出去了。

近日，记者见到蒙阴凤伟果品专业合
作社理事长朱凤伟时，他正操作粉碎机将
果木枝条碎成木屑。果园的一处空地上，
密密麻麻的枝条堆成了一座小山，时不时
有农户开着三轮车来取，这些碎屑就是制
作有机肥的原料。

作为果品大县和养殖大县，蒙阴每年产
生有机废弃物115万吨，其中，果木枝条45
万吨、作物秸秆20万吨、畜禽粪便50万吨。

“过去，这些废枝条除了烧火，啥用也
没有。畜禽粪便堆在厂里，还易滋生细
菌。”县农业局副局长宋西传介绍，以前，
老百姓对有机肥不太认可。一是市场上
的有机肥，价格贵；二是有些质量不好，用
着不放心。

近年来，在山东农业大学专家教授的
指导下，蒙阴县一直做果木枝条肥料化实
验。该县通过实施苹果有机肥替代化肥
试点项目，集中打造蒙阴县苹果有机肥替
代化肥核心示范区、垛庄镇孙家峪子村苹
果有机肥替代化肥示范区和红地苹果有
机肥替代化肥示范区。

现在果农们都用农业废弃物制作有
机肥，就地取材，看得见、摸得着，心里也
有底。国家还有补贴，每亩施用 3 方（1.5
吨）堆肥，补贴450元。过去没人要的农业
废弃物，现在还成了宝贝。

古话说：“庄户地里不要问，除了雨水
就是粪。”堆肥历来都是农业生产中的一
件大事。

过去，为了提高产量，也有农民试着
自己制作农家肥，但肥效不明显，有时还
会“烧树”，或者加重土传病虫害，严重的
甚至还会造成死棵现象。

山东农业大学副教授时连辉介绍说，
农户传统堆肥效果不明显主要是因为工
艺不对，自然堆放或者盖塑料薄膜堆放，
都满足不了堆肥微生物所需要的氧气和
营养条件。

推行一种让农民看得懂、学得会、用
得好的堆肥方法成了试点成功的关键。
县农业局副局长李西亭说：“蒙阴在试点
项目中主推轻简化堆肥技术，用一些简单
的设备，有时甚至都不用设备，实施一种
模式、一个标准、一套流程，让农民一看就
懂、一学就会，可以轻松地自行制作。”

李西亭谈到的轻简化堆肥是把土杂
肥和果木碎屑按照比例混合，每吨加入 6
斤生物发酵菌，搅拌均匀，每隔一周搅翻、
翻堆一次，经过生物高温发酵 20 余天，自
制有机肥就做好了。施用有机肥，可以起

到改良土壤结构、改善土壤微生物环境、
培肥地力、减少化肥用量的作用，通过增
施有机肥种出来的苹果，果型周正，颜色
艳丽，糖度高，好吃耐储存。

为了让农户掌握技术要领，从 2017
年，蒙阴县邀请山东农大和省市土肥站的
专家在项目村宣讲轻简化堆肥技术 30 余
次，发放明白纸 6000余张，还举办了 80多
期培训会，共培训人员4000余人次。

有机肥不但提高了苹果的品质，还使
蒙阴苹果成为了山东苹果的一个知名品
牌。据李西亭介绍，当地果园生产的苹果
糖度超过 16%，在当地每公斤都能卖到 7
元钱。外地客户一看用的是有机肥，就觉
得苹果质量一定不错。

“以前客户挑选果品是一看价，二看
型，三尝味。现在不同了，只要口感好，价
钱都不是问题。果园里增施有机肥，种出
来的苹果口感脆甜，蜜桃软糯清香，客商
都抢着要。”聚利果品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王铭聚介绍，借着有机肥试点县的名气，
老百姓对果品品质也放心。今年他在临
沂主推了一个“儿时味道”苹果树认购活
动。客户只需要交 160 元钱，就能拥有一
棵自己的苹果树。初冬，苹果下市时，合
作社会将客户认购的树所产苹果都邮寄
给他们。活动开始当天，合作社就吸纳认
购成员100多名。

目前，中国果品流通协会与浙江大学
CARD 中国农业品牌研究中心联合发布

“2018 中国果品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评
估”。“蒙阴蜜桃”以 44.21 亿元，排名桃类
品牌第一名；“蒙阴苹果”也从 6 年前的
6.18 亿元提升到 15.73 亿元。有机肥替代
化肥试点项目，成为了全县果业提质增效
的“引擎”。 双龙土豆种植合作社内双龙土豆种植合作社内，，工人正在给有机肥装袋工人正在给有机肥装袋。。

安徽：土地“喝中药”菜品大提升山东：自制有机肥“堆”出蒙阴红

□□ 本报记者 王田 文/图

秋肥施用时节，记者走进江苏省常州
市金坛区江苏鑫品茶业有限公司南海茶
园，绿色葱茏，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水
肥一体化泵房和装满沼液的沼液池。但
是，茶田里却看不见忙碌的施肥人员和轰
轰作业的施肥机具。没有人和机具，如何
给茶叶施肥呢？原来，秘密藏在土壤中，
茶园将施肥管道全部都建在了地面下。

“我们按照科学的配方施肥。施肥系统
会将沼液过滤两次，复配其他养分，然后通
过地下管道直接将水肥一同施入土壤中，整
个过程完全是智能化处理的。”江苏鑫品茶
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尹福生告诉记者，这套智
能化水肥喷灌系统，可以实现在土壤内直接

施肥，既保护环境，又节水省肥。
鑫品茶园的水肥一体化系统已建立

两年时间，属于金坛区茶园有机肥替代化
肥试点县创建项目。尹福生表示，希望以
有机肥替代化肥创建为契机打造有机茶
园，传统沼液施肥方法不经过处理直接将
沼液灌入大田，对环境不友好。为了研究
出节水省肥又保护环境的施肥系统，尹福
生经过多地大量考察，通过不断探索，最
终研发出了这套智能化施肥系统。

“一个系统就可以覆盖整个茶园。施
用沼液和有机肥的茶叶，冬天抗冻性比较
好，茶叶的品质有了很大提高！”说起施肥
前后的变化，尹福生满是欣慰。“政府很重
视有机肥试点工作，给予项目补助，我们
企业也有积极性，更加有信心做好这项工

作。”尹福生说道。
为解决沼液普遍难以高效利用难题，

金坛区创新形成“支杆喷施”“高架喷施”
“沼液微喷”“智能预警”等4种茶园沼液喷
施模式，实现了沼液管道化资源利用，促
进了茶叶生产“三节”“三抗”“三提”。“三
节”即，节约化肥 30%-40% ，节约用水
25%-40%，节约用工70%-80%。“三抗”即，
抗病虫害、抗寒、抗旱，特别是抗旱，有效
避免了高温干旱茶树死亡普发问题。“三
提”即，提高茶叶产量10%-20%，提高茶叶
品质，提高土壤有机质。

“金坛是畜禽养殖大县，可以为有机
肥制作提供充足的原料，同时也是全国名
优绿茶重点产区，有多家茶叶种植企业，
加上两家大型有机肥处理厂，畜禽粪污处
置能力较强。这三个因素相加，更有利于
有机肥的推广。”金坛区土壤肥料技术指
导站站长李勇告诉记者，金坛区2017年开
始实施茶园有机肥替代化肥试点县创建，
通过三年的试点推广，金坛区茶叶品质明
显提高，茶农的反响热烈。

在方麓茶场的种植基地，记者看到茶
树长势茂盛，叶片十分光滑。“这是施用有
机肥的成果。”王道俊介绍，目前茶树已经
进入休眠期，但茶树的根部仍然在吸收并
贮存土壤中的营养元素。在这个时期，施
用有机肥可以使来年春茶提前发芽，也可
以提高春茶品质。

有机肥的推广实施，提升了茶园施
肥技术水平。李勇介绍，金坛开发出了
适合本地区土壤养分的茶叶专用有机
肥，已推广 1.85 万吨。2018 年核心示范
区亩均化肥施用量较 2017 年减少 15.3%，
有机肥增施量 25%。

□□ 本报记者 王田

莎车县位于新疆西南叶尔羌河冲积
平原中上游，耕地209万亩，其中巴旦木92
万亩，有“中国巴旦木之乡”的美誉。一直
以来，由于光热资源丰富，有效积温高、昼
夜温差大、无霜期长，降水少、蒸发量大等
自然条件，莎车非常适宜发展特色农业。
然而今年，对于莎车来说，有着不同以往
的种植新经验。

今年，莎车县被国家列为新疆首个实
施果菜茶有机肥替代化肥项目实施试点
县。列为试点县后，莎车县选择 1 万亩巴
旦木生产基地作为有机肥替代化肥核心
示范区，将所有乡镇、村以巴旦木为主的
林果基地全部作为推广覆盖区，带动36个
乡镇场开展有机肥积造应用推广。

“今年我们通过用野草、农家肥等制
作有机肥，用到蔬菜、小麦上，这个效果特
别好，巴旦木地里也施了有机肥，巴旦木
长势也好，每亩收入了 800元到 1200元。”
莎车县恰热克镇库木阿格孜村村民买买
提·阿瓦孜尝到了使用有机肥的甜头，并
表示今后会利用好冬闲时间，制作绿色有
机肥，少用化学肥料，也向其他的农民进
行推广。

“有机肥给农牧民带来了很多好处。”
说起使用有机肥的作用，莎车县恰热克镇
副镇长吐尔孙尼亚孜·吐如普滔滔不绝，
比如第一改良土壤，促进农作物的成长，
第二有机肥能提高农作物产品品质，提高
农民收入，第三有机肥主要用麦秆、树枝、
野草、农家肥等天然物质形成，对人体的
副作用很少，第四能减少环境污染。

据介绍，莎车县将有机肥积造工作

作为农业提质增效助力脱贫攻坚的一项
重要举措，创建了地头地上积肥、居民区
化粪池污水积肥、养殖小区地下积肥等 6
种低成本、简单易行的有机肥积造模
式。通过加强培训、技术指导、蹲点服
务、试验示范、连片推进，有机肥积造合
格率达 95%以上。

据莎车县委常委解正海介绍，莎车县
已完成的 150 万立方米 45 万吨积造有机
肥，经自治区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检
测，青草+厩肥有机质含量 56%，总养分
6.8%，达到了商品有机肥标准。

据了解，莎车县结合肥源条件和巴旦
木需肥特点，全方位、集成创新推进“积造
农家肥”模式。确保核心示范区3000户腐
熟积造施农家肥 3 万立方米以上，巴旦木
果园亩施农家肥用量不少于 3 立方米，带
动全县巴旦木增施腐熟农家肥，减少化肥
用量，提升农产品品质。

目前，莎车县项目区化肥用量减少
15%以上，带动全县化肥用量实现负增
长，项目区有机肥用量提高 20%以上，带
动全县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提高 5 个百
分点以上，项目区产品 100%符合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或农产品质量安全行业标
准，促进土壤质量提升，项目区土壤有机
质量平均提高 1.0g/kg。

喀什地委委员、行署副专员冯建伟
表示，喀什地委、行署坚持把推进农村畜
禽粪便、作物秸秆、杂草树枝资源化利
用，有机肥积造推广施用，作为促进农业
提质增效助农增收的关键举措，推进农
田化肥减量施用提升地力的必由之路，
强力推进有机肥积造推广施用实现新突
破。今年县市乡村有机肥积造力度进一

步加大，各类农作物优质农家肥施用量
明显增加，有力提升了农产品品质，助农
增收脱贫成效明显。

“新疆在2018年提前两年完成了农业
农村部的 2020 年化肥减量增效目标。为
让新疆的瓜果更甜，农产品质量更安全，
开始全面启动积造农家肥替代化肥行动，
推进新疆农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农业
农村厅厅长哈尔肯·哈布德克里木介绍，
通过化肥减量增效工作的持续实施，新疆
农民科学施肥、环保施肥意识明显增强，
过量施肥问题得到了有效缓解。

据了解，新疆在推动化肥减量增效方
面先后历经了三个阶段。一是测土配方
施肥阶段。从2005年起，通过实施国家测
土配方补贴项目，摸清了全区耕地土壤的
养分状况，提出了相应的施肥指导意见，
到 2018 年，全区过量施肥、不合理施肥现
象得到明显改善。二是提升耕地质量阶
段。2011年开始以有机质提升为重点，推
广增施有机肥、秸秆粉碎还田和绿肥种植
技术，培肥地力，提高耕地质量。三是有
机肥替代化肥阶段。从2015年开始，大力
实施有机肥替代化肥行动，创建11个化肥
减量增效万亩示范片区，至 2018 年，自治
区地方化肥使用量（纯量）为 177 万吨，较
2017年减少5.4%，提前两年实现化肥总使
用量“零增长”。

哈尔肯·哈布德克里木表示，有机肥
积造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也是当前转
变农业发展方式，实现产出高效、产品安
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现代农业的重要
举措。下一步，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将继续
增强责任担当意识，强化措施落实，积极
推动有机肥积造工作落地见效。

江苏金坛：水肥一体化 茶香飘满园 新疆：“巴旦木之乡”的巴旦木更“香”

方麓茶场内，施过有机肥的茶树长势茂盛。

有机肥替代化肥 果菜茶提质增效
编
者
按

2017年以来，农业农村部用果菜茶有机肥替代化肥作为农业绿色发展五大行动的重要内容之一，积极开展试点推广，三

年来，初步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模式，探索了一套可借鉴、可操作的组织方式，为大面积组织实施积累了经验。

各地果菜茶有机肥替代化肥的实施效果如何？具体有哪些好的经验和做法？请看本报记者带来的实地探访。

□□ 本报记者 王田 文/图

虽然已是寒冬时节，但是走进安徽省
怀远县的双龙土豆种植合作社，种植基地
内依旧是绿意盎然，生机勃勃。在合作社
的生产车间内，工人正忙着给有机肥加工
装袋，等待合作社的农民前来领取。

“有机肥虽然是畜禽粪污制作而成，
但是成品有机肥没有臭味而是有酒糟味
道。”合作社负责人赵潜告诉记者，为了加
工出更加科学的有机肥，他专门去北京参
加了有机肥配方学习培训，经过科学配方
研制的有机肥效果好，很受农民欢迎。

双龙土豆种植合作社成立于2009年，
已经成立10年时间。过去以种植土豆为主，
今年响应政府政策回收周边养殖场的畜禽
粪便，加工制成有机肥，再将有机肥返给合
作社社员。如今合作社发展壮大，不仅是种
植土豆，还种了番茄、芹菜等蔬菜。

“我们合作社的农户只需要出一半的
钱购买有机肥，其余的钱是项目补贴的。”
赵潜告诉记者，有机肥成本高，过去农民
不愿意用有机肥，如今有了政府补贴，农
户使用有机肥的积极性非常高。“原来一
亩地用10袋有机肥，现在要用30袋！”

双龙土豆种植合作社是怀远县扶持的
社会化服务组织之一。据介绍，2017年开
始，怀远县申报实施了果菜茶有机肥替代
化肥试点项目，开展了废弃物肥料化利用
示范基地建设。三年来相继扶持多个有机
肥生产使用社会化、产业化服务组织。

“通过社会化、产业化服务组织到合
作社、再到农户，我县已基本形成以畜禽
粪污等农业废弃物利用、生产使用有机肥
的产业运营模式。项目实施以来，全县有
机肥使用量显著增加。”怀远县农技中心

主任陈道群告诉记者，去年怀远县项目区
有机肥用量 6150 吨，增幅 23%，畜禽粪污
综合利用率达 85.09%。通过蔬菜有机肥
替代化肥的示范带动，已经连续两年实现
了全县主要农作物化肥使用量负增长。

合作社使用有机肥后产量有大幅提
升，但是陈道群表示，增产并不是最终目
的。“我们的主要目的一是提高品质，二是
改善土壤质量，三是减少化肥使用量，进
而提升地力水平。”

与双龙合作社一样，怀远县耕龙种植
专业合作社也是政府扶持的社会化服务
组织。从育苗到种植再到生产包装，耕龙
合作社为农户提供全程服务，前提是必须
按照合作社的要求使用有机肥。

使用有机肥替代化肥，不仅仅是减少了
化肥的使用量，更是大大改善了土壤质量。

“使用有机肥就像是在给土地喝中药，土壤
地力在慢慢恢复。现在种出来的蔬菜品质
大大提升，口味越来越好了。”耕龙种植专业

合作社负责人赵根龙表示，以前合作社需要
定期更换大棚休耕，用了有机肥后，土质明
显变好，今年可以不用换大棚了。

“根据农业农村部安排，2017年我省
开始实施果菜茶有机肥替代化肥项目，怀
远县是第一批申报县。经过三年试点项目
建设，今年，试点县增加至7个，其中三个县
为国家级贫困县。”安徽省土肥站副站长余
忠介绍，安徽省有机肥替代化肥项目实施
成效明显，目前各项工作正稳步推进中。

“实施有机肥替代化肥试点项目以
来，设施蔬菜土壤盐渍化、茶园土壤贫瘠
化和酸化等问题得到有效改善，示范区菜
地土壤有机有机质含量提升到2.5%左右，
茶园土壤有机质提升了 0.35 个百分点。”
余忠介绍，安徽省试点县加强与科研部门
合作，完善对投入品和环境的监测，健全
耕地质量监测网络，实现了果菜茶有机肥
替代化肥示范区从源头到生产过程的全
监控，促进了耕地质量的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