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盆栽花卉在生长发育过程中，由于环境
因素和花卉本身的原因常出现萎蔫现象，花
卉生长因此受抑制，甚至枯死。现将花卉萎
蔫的原因及补救措施介绍如下：

旱蔫花卉长期干旱未能及时浇水，从顶
端向下萎蔫，枝干皮层皱缩直至全株枯死。
这时，要对花卉叶面及周围环境喷水，保持
较高的环境湿度，切忌在高温环境下使用大
量温度低的水浇灌土壤。

水蔫土壤中含水量过大，植物根系呼吸
受阻而窒息死亡，枝叶得不到根系的水分供
应，以致萎蔫、枯死。对受害花卉要避免强
光直射和强风直吹，剪去部分嫩枝、嫩叶，
减少水分蒸发。剔除 1/3 过湿的盆土，加干
土重新栽植，结合叶面喷水，每隔3天喷1次
稀薄的液肥。养护 10 天，受害的花卉可康
复。

风蔫花卉发生新梢，特别是春梢大量生
长时，遇上强烈的光照和强风，常常发生萎
蔫。这时要采取遮荫、避风、叶面喷水以防
止新梢失水而萎蔫。

热蔫夏季喜欢凉爽环境的花卉，若放置
在光照强、温度高的地方，叶片会出现萎蔫
内卷，甚至枯黄脱落。应立即将其放到湿
润、通风、凉爽的地方。

冷蔫冬季气温波动大，夜间气温突降至
10℃以下，扶桑、茉莉、杜鹃等花卉，叶片
在清晨会萎蔫失去光泽，中午气温升高后逐
渐复原。短时间的冷蔫对花卉影响不大，但
应该注意保暖。

肥蔫花卉土壤中肥料浓度过高时，会使
花卉植株中的水分向土壤内渗透(即反渗透)，
俗称烧根，造成花卉萎蔫、枯死。应剔除盆
内表土，用水浇灌，使过多的肥料随水从花

盆底部流出，再在盆面覆上一层素土。同时
对受害花卉采取遮荫、叶面喷水等措施，维
持花卉枝叶生命，经过 10-20 天可恢复正
常。

虫蔫天牛、吉丁虫危害严重时，可破坏
花卉主干或主枝的输导组织，造成局部或整
株萎蔫、枯死，虫害造成的萎蔫是难以恢复
的，珍贵花卉可将枝条剪下，进行扦插或嫁
接。 园艺

日前，中国农业科学院深圳农业基因组
研究所、蔬菜花卉研究所传出信息，黄三文
研究员领衔的科研团队在番茄风味品质研究
中取得重要突破，首次阐明了番茄风味遗传
基础，发现了番茄风味调控机制，为番茄风
味改良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相关研究成果
于 1 月 27 日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 《科学
（Science）》上以封面文章的形式发表。

番茄是世界第一大蔬菜作物，根据世界
粮农组织统计，2014年全球番茄产值是962.8
亿美元，在蔬菜和水果中居于首位。我国以
鲜食番茄为主，其风味品质更受关注，然而
近年来消费者常常抱怨“现在的西红柿越来
越没有以前的味儿了”。为了解决这一难题，
黄三文研究员和美国佛罗里达大学哈里·克
利 （Harry Klee） 教授组成了 20 人的联合研
究团队，历时 4 年多的协同攻关，终于发现

了番茄风味调控机制，为番茄风味改良奠定
了基础。

风味不像产量、抗病性、外形、色泽等
易于量化的育种性状，这一特性能“感觉
到”，但“看不见、摸不着”，这就决定了研
究的难度。该研究团队组织了一个 170 人的

“品尝小组”，对 100 多种番茄进行了多次严
格的品尝实验，并利用数据模型分析确定了
33种影响消费者喜好的主要风味物质，这些
物质包括葡萄糖、果糖、柠檬酸、苹果酸和
29种挥发性物质，揭示了番茄风味的物质基
础。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来自世界各地 400
多份番茄的风味物质含量、并进行基因组测
序和生物信息学分析，获得了控制风味的250
多个基因位点，从而首次阐明了番茄风味的
遗传基础。其中 2 个控制含糖量的基因位
点，5个控制酸度的基因位点，发现了一些挥

发性物质能够提高果实的甜感，另一些可以
赋予果实花香的气味。

该研究团队进一步发现，之所以“西红
柿没有以前的味道了”，是由于在现代育种过
程过于注重产量、外观等商品品质，导致了
控制风味品质的部分基因位点丢失，造成13
种风味物质含量在现代番茄品种中显著降
低，最终使得番茄口感下降。可喜的是，这
项成果为培育美味番茄提供给了切实可行的
路线图。目前研究团队和育种家们合作已经
培养出了含糖量提高的番茄新品种，也正力
争恢复番茄原来的浓郁风味，使美味番茄早
日进入人们的餐桌。

该研究得到了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中国农科院创新工程、广东省“珠江
人才”的资助，基因组所是该成果的第一完
成单位。 祝光涛

［热线答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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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培育美味番茄提供新技术

我国科学家绘制番茄风味改良路线图
早春菜定植前后
该怎样进行管理？

问：早春菜定植前后，该怎
样进行管理？

答：一、低温炼苗。低温炼
苗可明显增强蔬菜秧苗耐低温
能力，有利于蔬菜定植后及早
缓苗。低温炼苗一般在蔬菜定
植前 7～10 天进行，且不可时
间过长。育苗床白天温度掌握
在 15℃ ～20℃ ，夜 间 降 低 到
8℃～12℃。

二、提前扣棚。为使蔬菜
秧苗定植后尽快缓苗，需要棚
室达到一个最适宜的温度。因
此，在蔬菜秧苗定植前 10 天，
应将棚室覆盖塑料薄膜，密闭
棚室，提高地温。

三、适时定植。早春气温
不稳定，容易出现倒春寒、大风
降温和雪冻等低温天气，蔬菜
秧苗在定植前一定要注意收听
收看天气预报，要求5～7天内
没有降温和阴雪天气，这样才
有利于蔬菜缓苗。

四、加强保温。秧苗定植
后一定要加强保温工作，以促
进幼苗缓苗。定植后 3～5 天
内要密闭棚室，不放风，适当提
高棚温加速缓苗。白天温度保
持在 28℃～30℃之间，夜间温
度保持在 20℃以上。遇到大
风降温天气时，夜间要加盖保
温物。另外，在操作行铺设作
物秸秆，不仅能够提高地温，还
能降低棚室内的湿度，有利于
蔬菜健康生长。

羊的疥螨病如何预防和治疗？
江苏省海门市张先生致电上海三农服务

热线询问：羊群里有部分羊只脱毛严重，喜
欢在栏杆上摩擦，有的皮肤上有丘疹和痂
皮，病羊越来越瘦，这是什么病？该怎么办？

热线专家对此回答：根据症状描述判
断，羊群患了疥螨病。该病由疥螨科或痒螨
科的螨虫寄生在羊体表而引起的慢性皮肤寄
生虫病。疥螨在宿主表皮挖掘隧道并在隧道
内发育和繁殖，整个发育过程 8～22 天，在
外界环境中能成活20天左右；痒螨寄生在皮
肤表面，整个发育过程10～20天，在外界环
境中能成活60天左右。

特点和症状：

疥螨病主要发生在气温比较低的时候。
整个冬天是该病的高发期，由病羊直接传播
和通过被螨虫污染的圈舍、用具等间接传播。

其症状为：先是在嘴唇、口角、鼻孔四
周、眼圈、耳根等毛短、毛少的部位发生，
之后逐渐向四周蔓延，病羊因剧痒而在围
墙、栏杆等处摩擦或啃咬而脱毛，皮肤出现
丘疹、水泡、浓包和痂皮。病羊逐渐消瘦，
食欲减退，严重的可导致死亡。

预防和治疗：
预防：保持羊舍通风、干燥、不拥挤，

羊舍空棚后要彻底消毒；羔羊在 5 千克左右
时皮下注射伊维菌素，用量为每千克体重0.2

毫克，如作种用，6个月后再预防一次。
治疗：用伊维菌素皮下注射，用量为每

千克体重 0.2 毫克，严重的 7 天后再注射一
次，可基本治愈；药浴，即用1%的敌百虫水
溶液或 0.025%螨尽水乳液药浴，7 天后重复
一次，也可基本治愈。如两者结合使用，则
效果更佳。

后天是元宵节。元宵节里吃元宵，也有注
意事项哦!无论是元宵还是汤圆都属于高热
量、高糖分的食品，还含有油脂，但却缺乏营养
素，除了热量和糖外并没有太多其他营养，高
糖、高脂食物难于消化，对一些老人儿童和病
人健康不利。即使能吃元宵者，也要注意吃的
方式，并控制食用数量。

早餐、夜宵不宜食用
专家指出，元宵、汤圆虽然味道好，但也不

能多吃，也不适合当早餐吃，除了缺乏营养外，
还因为人早起时胃肠道功能是最弱的，而无论
是元宵还是汤圆，外皮的部分都是糯米的，黏
性高、不易消化。因此早餐吃元宵汤圆很容易
消化不良，出现泛酸、烧心等情况，影响一天的
工作和生活。

夜宵也别吃元宵、汤圆，否则前面说过了，
这类食品不好消化、排空慢，也会加重胃肠道
负担。

不可油炸着吃
除了煮元宵外，有人还喜欢把吃不完的元

宵油炸了吃。虽然油炸的元宵比较香脆，但油
炸会使本身油脂含量就不低的元宵油脂比例
更高，而且能量增加，成了更不健康的食品。
因此油炸元宵从营养角度来看是最不可取的，
千万别为了口感而牺牲了健康。尤其是有胆
囊、胰腺疾病的患者，食用油炸的元宵、汤圆很
可能会使这类患者的疾病复发。

元宵不能多吃
中午的时候吃点元宵可以，但每次吃个一

二两，即50至100克也就足够了。同时，在吃
元宵、汤圆的同时，不能再吃其他含糖高的食
品；还要减少其他主食的摄入，一般来说是吃

三个元宵或汤圆就要减去25克（半两）主食。
一些人在吃了元宵后就会出现泛酸、烧心等胃
食管反流问题。因此吃元宵不能吃太饱。同
时，吃完后也不要马上就躺着，最好活动两小
时以上再睡觉。

不要吃热元宵
吃元宵还要注意不能太烫，也不能大口大

口地吃，否则很可能烫伤口腔和食管的黏膜。
医学研究已经证实，食物灼伤很可能引起食管
癌、胃癌等相关疾病。吃元宵时，可分为小块
食用，细细咀嚼有利于消化。

家长在儿童哭泣和跑闹的时候，不要喂食
元宵。一旦发生意外，可用双手抱住孩子腹
部，有节奏向上、向内推压，直至其排出，如果
情况严重，要尽快到医院救治。由于热元宵柔
软润滑，十分有口感，所以很多人喜欢吃刚出
锅的热元宵，这样更容易烫伤。因为元宵馅料
较之外皮更热，一旦将元宵囫囵入口咬破时，
馅料可能烫伤口腔黏膜甚至食道。有的人吃
元宵时一被烫就很快把元宵咽下去，这种习惯
危害更大。

喝点汤促消化
其实元宵、汤圆也并非“一无是处”，一些

微量元素、营养素就溶在煮汤圆、元宵的汤
里。因此吃元宵汤圆最好再喝汤，这还可以促
进消化吸收，即民间常说的原汤化原食。不过
喝汤一定要注意别在汤里再加糖。如果吃的
是咸汤圆，可以在汤里放些小虾米及蔬菜，补
充营养，但最好不要再放油脂或调味料。

糖尿病人能吃无糖元宵吗
汤圆外皮馅料中不加糖，很多厂家大打

“无糖”旗号销售，但汤圆作为淀粉类食物，消

化过程中体内也会产生糖。更因为无糖，除了
会加一些木糖醇类物质，也会通过添加大量油
脂来弥补无糖造成的口感下降。所以，即使

“无糖”，也不可多食。
对于一般的高血糖朋友与糖尿病症状不

严重的朋友，汤圆是可以吃 1—2 个来满足一
下食欲的，但同时要减少其他主食类的摄入，
避免血糖升高。

汤圆吃多了怎么办
吃之前往往告诉自己要少吃，但一旦开

吃，往往控制不住。如在吃完汤圆后感觉胃胀
不舒服，是可以煮食萝卜来消食化滞的，亦可
凉拌萝卜丝来缓解。当然第一选择还是要少
吃，避免空腹吃，并在吃完一段时间后通过散
步，慢跑等一些运动来消耗掉多余的热量。

丰富多彩的中国饮食文化，孕育出来的这
些传统美食不乏营养与健康的科学道理，只要
吃法正确同样可以吃的安全放心、营养健康。

李怡

元宵节吃元宵的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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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阶段天气，无冰冻、雨雪天气，气温
偏高，有利于在田麦子的生长与安全越冬，
但由于麦子播种期间雨水多，田块之间不平
衡性仍较大。仅据宝山区苗情汇总：该区麦
子基本苗平均 11.19 万，总苗数平均 26.76
万，株高平均26.9厘米，叶龄平均7.4张，主
茎绿叶4.7；苗数、株高、叶龄分别比上期增
2.9万、6.3厘米和1.3张；与去年同期相比苗
数、株高、叶龄分别增2.38万、5.6厘米、2.1
张。

与此同时，该区 94.3%的面积在 12 月下
旬至1月20日施用了腊肥，此举更利于麦子
个体生育进程加快，叶龄普遍较高，苗情较
前期有所好转。但从苗情考查数据来看，受
前期光照和基本苗的影响，今年总苗数显著
偏少，尤其是晚播田块至今苗数仍不足 20
万，单株分蘖较少，个体生长偏弱，这将直
接影响足穗争高产。目前，麦子由以根系生

长为中心的越冬生长阶段开始进入早春分蘖
阶段，是争取多蘖足穗的关键时期。因此，
下阶段田间管理工作要以争取早春分蘖成穗
为目标，重点针对不同苗情抓好早春肥施用
等春管工作的落实，充分利用麦子春发势强
的优势，增大群体和个体生长量。其主要管
理意见如下

早施、重施春肥
针对今年麦子生产的特殊情况，当前必

须根据不同田块苗情做好肥料施用的分类指
导工作，争麦子春发。对前期肥料足目前田
间长势正常田块，以亩施7.5公斤尿素；对大
多数麦子长势偏弱，总苗数不足 20 万/亩的
田块应迅速追施复混肥2公斤/亩或尿素10公
斤促春发，争早春分蘖，增强麦子生长势。

化学除草
部分田块杂草基数高，要按照植保部门

要求，抓住适时时机，在麦子拔节前用药补

除，消除杂草的危害。
清沟理沟
今年前期雨水频繁，土壤墒情高，麦子

根系生长发育差，因此，做好麦子清沟理沟
工作，显得尤为重要。通过疏通沟系，保持
排水通畅，确保麦子正常生长。 宝侬

［蔬菜病虫害诊断与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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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好春肥 做好化除 清沟理沟

沪郊当前麦子苗情管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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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蓝花高产栽培
有什么技术要点？

问：西蓝花高产栽培有什
么技术要点？

答：西蓝花栽培应选择排
灌条件好且前茬不是十字花科
（大白菜、包菜、花菜、萝卜）的
田块作为育苗地和移栽地。育
苗应在通风、排水良好、遮荫、
防雨的设施大棚内进行。播种
后苗床上及时覆盖地膜保墒，
膜上加盖遮阳网降温，大棚上
覆盖顶膜，顶膜上加盖遮阳网，
棚内温度控制在25℃左右。

合理密植定植前亩施腐熟
有机肥 5000～10000 公斤，高
浓度复合肥 50 公斤，硼肥 0.8
公斤。然后耕翻做畦，采用高
垄双行，垄面宽1米，株距40厘
米，亩栽 2700~3000 株。定植
后，立即浇好定根水。西蓝花
喜肥水，分期适时追肥、浇水是
优质、丰产的关键。施肥原则
为：轻施提苗肥，施足发棵肥，
巧施膨大肥。在施足基肥的前
提下，分 3 次追施，即定植后
7～10天追1次提苗肥，亩施尿
素 5 公斤加稀薄腐熟人粪尿
100公斤。10～12片时施发棵
肥，亩施尿素 15 公斤，加 10 公
斤高浓度复合肥。现蕾期，待
花蕾有乒乓球大小时追施膨大
肥，亩施尿素5公斤。

造成小黄瓜“掐腰”的原因主要有以下
三点：

1.小黄瓜茎蔓变细，最直接的原因就是
坐瓜过多，也就是菜农朋友们常说的拉瓜过
多，影响了茎蔓的生长。

2.在植株坐瓜较多的情况下，菜农肥水
管理尤其是肥料追施出问题更容易造成茎蔓

变细、叶片变黄现象。
3.温度骤然下降和阴天导致“掐腰”现

象进一步加剧。
既然原因找到了，那就可以通过“对症

施治”了。首先，应减少植株上的留瓜数
量，促进植株长势恢复。其次是加强肥水管
理，尤其是追肥。在这里，要提醒该菜农朋
友的是，加强肥水管理要注意三方面：

1.注意天气变化。追肥浇水要在晴朗天
气进行，若是阴雨天，小黄瓜即使稍微缺水
或脱肥也应尽量延至天气转好时再进行，否
则不利于植株生长发育。

2.注意土壤干湿度。小黄瓜由于其特定
的环境对浇水有严格要求，一般情况下如果
不很干旱应尽量控制浇水；以地表见干见

湿、土壤不结块、无坷垃为好。土表有小裂
缝时浇小水，结合浇水施入冲施肥。

3.注意根据小黄瓜长势合理施肥。一般
小黄瓜定植缓苗期控制浇水，缓苗至初花期
结合追肥浇小水，结果盛期要根据秧苗状况
及时进行追肥浇水，以水带肥，肥水齐攻。

在肥料的选择上，即冲施肥料不能单冲
高钾型的，这是众多菜农普遍存在的误区，
总感觉结果后就该冲施高钾型的，其实，植
株茎蔓生长和供瓜应同时协调进行，即高钾
型水溶肥和平衡型水溶肥交替冲施，如加
能、果盛等。在温度降低以后，更要补充生
物菌肥类的肥料，养护根系，只有根系健壮
了，才能更好地吸收养分供给植株和果实生
长膨大。 侬技

预防小黄瓜“掐腰”现象

豆角的生长特性

豇豆性喜温暖，不耐霜冻，要在断霜后
才宜播种或移栽，豇豆在 20～25℃生长良
好，这类蔬菜虽属短日照作物，但很多品种

属于中光性，对日照的要求不严格。一般都
较耐旱，但在种子发芽时需要一定的水分，
过分干旱会影响出苗。但如水分过多，易使
种子腐烂，造成缺苗。开花期要控制水分，
但开花期过分干旱，也会引起落花，因此要
注意适当浇灌，结荚期则要有较充足的水分。

苗期需肥少，但很敏感，分枝期到盛花
期对氮元素的吸收达到高峰，进入结荚期对
磷、钾肥的吸收量增加。基肥每亩施有机肥
3000-4000kg，复合肥50kg。追肥要在第一层
荚坐稳后，重追花荚肥，全生育期追肥2-3
次，每次每亩追施硫酸钾复合肥和磷酸二铵
各10kg，叶面喷施钼酸铵微肥可提高产量和

品质。
根系都有不同形状和数量的根瘤共生，

有从空气中固氮的作用，栽培豆类作物，能
提高土壤肥力。豆类蔬菜根系较发达，入土
较深，能吸收土壤下层的水分，比较耐旱。
土壤湿度过高时，根瘤菌活动能力减低，固
氮作用变差。根系的木栓化程度较高，侧根
再生能力较弱，因此，栽培上以直播为主，
早熟栽培可在各种保护地育苗。豆类蔬菜除
了毛豆、蚕豆对氮要求较低外，其它豆类特
别是菜豆、豇豆，需要施入相当量的氮肥。
所有豆类蔬菜都必施磷肥，因为豆科作物的
根瘤菌的发育需要磷。 侬柯

豇豆红斑病

豇豆红斑病由半知菌亚门
真菌变灰尾孢菌侵染所致，俗
称豇豆叶斑病。全国均有发
生，除在豇豆上危害外，还在
扁豆上发生，是豇豆红斑病常
见的次要病害。

【简明诊断特征】
豇豆红斑病主要危害叶

片，从苗期至成株期均可染病。
叶片染病，一般先由下部

叶片发生，再逐渐向上蔓延。
发病初始叶片上出现紫红色小
病斑；扩大后多为受到叶脉限
制的多角形或不规则形的紫红
色至紫褐色病斑，边缘为灰褐
色。后期病斑中部变为暗灰
色，叶背面密生灰黑色霉，即
分生孢子梗和分生孢子。

【发生规律】
病菌以菌丝体或分生孢子

随病株残余组织遗留在田间越
冬；也可由种子带菌越冬。在
环境条件适宜时，分生孢子通
过气流传播或雨水反溅至寄主
植物上，从寄主表皮直接侵
入，引起初次侵染；并在受害
的部位产生新生代分生孢子，
飞散传播，进行多次再侵染，
加重危害。

病菌喜高温高湿的环境，
适 宜 发 病 的 温 度 范 围 20～
35℃；最适发病环境温度为
25～32℃，相对湿度 90% 以
上。夏秋季多雨、雨后高温闷
热、湿度过大易引发病害。

上海及长江中下游地区豇
豆红斑病的主要发病盛期在
5～10 月。年度间梅雨期多
雨、夏秋高温、多雨的年份发
病重。田块间连作地、排水不
良的田块发病较重。栽培上种
植过密、通风透光差、偏氮施
肥的田块发病重。（未完待续）

花卉萎蔫的补救措施

减资公告

中镁科技(上海)有限公
司经2017.02.04股东决定及
工商局批准，决定减少公司
现有注册资本。由现在的
436122778.8 元 减 少 为
50000000 元 ，为保护债权
人的合法权益，请所有与本
公司有债权关系的企业及
自然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
起45日内，到上海市闵行区
华漕镇联友路东侧申报债
权债务，逾期不申报按相关
规 定 处 理 。 联 系 电 话 ：
61131234-809

联系人:刘小姐
特此公告

中镁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2017年2月4日

遗失声明
孙 庆 身 份 证 号 ：

341124198912084019，遗失
购车统一发票第三联报税
联，发票号码：00420471，发
票代码：131001620661，声
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