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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吃“闭门羹”到成“活招牌”
新技术已在海南多地及广东、湖北、吉林等地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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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种菜成本更低
更环保
物理防虫技术瞄准海南夏季种菜难题

据省农业农村厅调研报告显示，我
省海口、文昌、琼海、澄迈等琼岛东北部
市县适合种植常年蔬菜，但由于夏秋季
高温和暴雨天较多，很难露天种植。

海南夏季蔬菜种植成本高，有一部分
就是花费在建大棚和防控病虫害上。省
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处处长李鹏介绍，
目前我省使用的传统钢管蔬菜大棚，每亩
造价1.5万元，因为台风暴雨的影响，每年
还需投入2000元至3000元来维修大棚。

一方面，如何降低种植成本，成为困
扰当地菜农多年的难题。另一方面，菜农
在用大棚种植蔬菜的过程中，又普遍存在
一个奇怪的现象，引起了高建明的注意。

两年前，他在海口市“菜篮子”蔬菜
种植基地之一的苍东村发现：菜农原本
是通过加盖大棚进行菜地防虫，但实际
上，很多大棚的大门却敞开着。

“大棚内气温高，湿度大，叶菜容易
发病，不得不敞开门让菜地空气流通。”
当地菜农解答了高建明的疑惑。

大门敞开，大棚的防虫效果就十分
有限了。“很多菜农在大棚内分块种植蔬
菜，分批收割，确保随时有菜卖。但这样
的缺点是，不能同种同收，一块菜地的虫
子如果没有被及时杀灭，就会迁飞性传
染给其他菜地的蔬菜。”高建明说。

那有没有一种既防风雨、虫害，又降
低成本的大棚搭建方法呢？

心系着菜农的烦恼，高建明团队开
始防虫网新技术的研究。“跳甲虫是给蔬
菜造成重大危害的害虫之一，实验主要
瞄准它，虽然这种虫子抗药性强，但没有
虫子是饿不死的。”高建明决定采用更环
保的物理饿虫法来除虫。

他在微信朋友圈中记录物理饿虫和
测试纱网防虫性能的实验过程：3月13
日，天气：毛毛雨；虫类：跳甲虫。开始
饥饿时间 3月 10日，饿死时间 3月 17
日；5月8日，将几百只跳甲虫分装后放
在人工气候箱，并在网袋外放叶菜诱虫
逃出……

经过2个多月的摸索，高建明团队的
“可大幅度减药增产的防虫网新技术”逐
渐成形：用塑钢替代部分钢管搭建防虫
网，每亩造价可降至5000元；用29目密
度的纱网，防虫效果最好；棚里的蔬菜采
收后立即清除残叶及杂草，晾地7天，如
此进行物理饿虫后再开始下一轮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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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看视频
神奇的蔬菜“房”

蔬菜“住进新房”
不仅降低了菜农的

种植成本
还带来了产量的提升
这是一所怎样的“房子”
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

“防虫网的门可要
关紧，不然虫子进来
了。”6月17日，在海口
市城西镇苍东村，高建
明像往常一样来巡菜
地，一边用手整理菜地
上的“蚊帐式”简易防
虫网，一边叮嘱菜农张
民辉。

张民辉种的菜长
势不错，绿油油的菜叶
光滑饱满，一旁的黄色
粘虫板也没有粘到“漏
网之虫”。而与之相邻
的菜地，按传统方法搭
建的敞开大棚里，菜叶
上有不少虫眼。

“多亏这个‘经济
适用房’！”张民辉说，
海南夏季高温多雨，虫
害多发，这种简易防虫
网，解决了他多年来高
成本、难种菜的烦恼。

张民辉口中的“经
济适用房”，正是来自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热带生物技术研究所
高建明博士团队发明
的简易防虫网。

研究有了成果后，高建明时常
跑到苍东村菜地和菜农“套近乎”，
希望推广防虫网新技术，但却吃了
不少“闭门羹”。

农业科研人员和有几十年种菜
经验的菜农比，谁更懂种菜？“我们
种了这么多年菜了，这些技术根本
没有用，你还是走吧！”有菜农和他
说，曾经有科研人员来村里搞实验，
结果却让菜农亏得厉害。

高建明听后十分感慨：“科技成
果要想走出实验室，归根结底还是
要技术过硬。我们的技术已经经过
两年的反复论证，心里有底了！”

为了消除菜农心中的芥蒂，他
决定用团队的科研项目资金，资助
苍东村菜农覃日才先用上新技术。

在高建明的帮助下，半信半疑
的覃日才在自家的菜地里搭建起了
新的防虫网。搭建过程简单方便，
防虫效果也很明显，更带来了实实
在在的经济效益。

覃日才算了一笔账：搭建1亩简
易防虫网的费用约为5000元，是一
亩传统钢管大棚三分之一的价格。
以种植1亩叶菜为例，由于病虫害减
少，种一茬增产500斤，每斤按2元
计算，多收入1000元，同时还可减
少除虫和人工成本200元，合计每
亩每茬增收1200元。一年按种植6
茬叶菜计算，多收入7200元。

覃日才的试用成果成了新技术的
活招牌。在他的带动下，苍东村已有
包括张民辉在内的10户菜农应用了

防虫网新技术。海口周边还有不少菜
农主动找高建明“求技”。

在海口市新坡镇农丰村，已有
20多户菜农采用新技术种植蔬菜。
6月8日，不少菜农正在给大棚晒地，
准备进行下一轮播种。在农丰村委
会办公楼前，村党支部书记林尤东忙
着带领村民将刚采收的苦瓜称重，

“你看，用高博士的方法种植的苦
瓜，样子好看，不愁销路，这些都被海
口的餐馆预定了！”

目前，“可大幅度减药增产的防
虫网新技术”获得第二十一届中国
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优秀产品
奖，已在海南的海口、文昌、澄迈、白
沙等市县，以及在湖北、广东、广西、
辽宁、吉林等地推广。

新技术传递绿色生产理念
建议探索“企业+农户”模式打造常年蔬菜品牌

在推广的过程中，高建明团队
还根据海南的气候特点，不断提升
该技术的各项性能。

比如在防雨上，新技术可以通
过提高纱网表面疏水性，分散雨水，
减少带菌泥水溅到菜叶上引起烂
菜；在防风上，为防虫网四角和顶部
增加塑钢线固定等措施，加强设施
的抗风性。

“新的防虫网透风透气，抗台风
能力比较强，团队在文昌海边高坡

上搭建的防虫网棚已使用3年了，至
今完好。”高建明说。

“防虫网新技术为海南蔬菜种植
管理模式做了一个很好的探索，推广
后还将有助于菜农树立绿色生产的
新理念。”李鹏表示，防虫网新技术解
决了海南原有大棚面临的夏季高温
种菜难题，同时，通过物理饿虫法除
虫害，农产品更绿色，成本更低。

李鹏认为，下一步，海南可借助
防虫网新技术，建立“企业（合作

社）+农户”模式，即企业或合作社
建设防虫网，有偿提供给种植户，并
统一提供种苗、技术、收购等服务，
农户则专注进行菜地的精细化管
理，“同时，政府部门和农业科研院
所还要加大扶持力度，研发推广适
合夏秋季节种植的耐热性蔬菜品
种，完善种植蔬菜的配套设施，将海
南常年蔬菜品种打造成品牌，发展
成特色产业。”

（本报海口6月22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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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

院热带生物技术研究所
高建明介绍新技术中的
物理饿虫法。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图二：
在海口市城西镇苍

东村，有部分菜地应用
了成本更低、更环保的
防虫网新技术。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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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龙华区纵深推进禁毒三年大会战，实现全省禁毒工作综合考评“三连冠”

铁腕禁毒斩荆棘 众志成城守净土

毒患如虎，警钟长
鸣。

自海南省禁毒三
年大会战启动以来，作
为省会城市中心城区，
海口市龙华区在省委、
省政府和海口市委、市
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
省、市禁毒办的精心指
导下，坚决扛起打好禁
毒三年大会战的责任
担当，着眼服务海南自
贸港建设大局，高标准
制定战斗目标，精准实
施“八严”工程，筑牢了
缉毒联动机制、戒毒康
复工作网络和全民禁
毒教育体系“三位一
体”的禁毒防线。

据了解，龙华区吸
毒人数占比从禁毒三
年大会战之初至今下
降了3‰，提前超额完
成首轮禁毒三年大会
战既定目标，2017-
2019连续三年在全省
禁毒工作综合考评中
获得第一名，实现“三
连冠”；连续两年获全
市禁毒工作综合考评
第一，2017 年、2019
年两度获得全省缉毒
执法绩效考核第一。

党政统揽 强势推进

禁毒工作事关国家安危、民族兴衰、
人民福祉，厉行禁毒是党和政府的一贯
立场和主张。龙华区委、区政府始终将
禁毒工作作为平安龙华建设的重要内容
常抓不懈，对禁毒工作进行全盘规划和
系统推动。

在省、市部署禁毒三年大会战后，龙
华区第一时间成立了区委书记和区政府
区长“双指挥长”的区禁毒三年大会战指
挥部，各工程指挥长由单位或部门“一把
手”担任，各镇（街）、村（居）同步成立由

书记、镇长（主任）为会战第一责任人的
组织领导机构。研究制定禁毒大会战行
动方案，明确任务书、时间表、路线图，
严格兑现奖惩、严肃责任追究。织牢“人
财物”三张保障网，规范化建设镇（街）社
区戒毒（康复）工作办公室和村（居）工
作站，配齐配强禁毒专管员105名，投
入禁毒工作经费近3000万元，全面构
建起坚强有力、调度有方、高效运转的
禁毒指挥系统。

利剑出鞘 根治毒瘤

龙华区坚持对毒品问题“零容忍”

“零懈怠”，严打毒品违法犯罪活动。积
极构建“打+整+堵+收”的立体化禁毒网
络，有效遏制毒品犯罪高发势头，促进全
区社会治安形势明显好转。高压“严
打”，由区委政法委牵头，公、检、法协同
作战，成立了毒品案件快侦、快立、快诉、
快审、快判、快结小组，各警种、各部门全
警动员，全警参与。

在首轮禁毒三年大会战中，龙华区
集中开展了“秋冬攻势”“两打两控”“春
雷行动”等一系列严打整治行动，全区各
项“严打”指标完成排名位列全市前茅。

据了解，龙华区坚持巡查和管理并
重，建立公安、旅文、市场监督、消防等部

门和属地镇街日常联合巡查管控机制和
“月周日”巡查模式，全面对易涉毒场所
进行整治，打响全省娱乐场所“一次性死
亡”第一枪，对8家涉毒娱乐场所责令停
业整顿，并将3家涉毒娱乐场所单位及
相关人员列入黑名单。

同时，该区还强化对车站、港口、易
登船上岸重点区域“三道防线”建设，督
促辖区162家物流寄递业经营单位严格
落实3个100％查验制度，加强辖区易制
毒化学品使用企事业单位动态监管，全
区没有发生寄递物流单位涉毒和易制毒
化学品非法流失案件。

此外，深入开展吸毒人员“大收戒”
和病残吸毒人员“大收治”行动，对吸毒
人员满员收戒，最大限度减少社会治安
隐患。

通过打击整治，全区因毒品诱发的
刑事案件大幅下降，特别是侵财案件下
降幅度明显，其中2019年“两抢一盗”案
件发案率较2017年下降86.7%，人民群
众安全感进一步增强。

个性帮教 精准管控

禁毒斗争要真正取得彻底的胜利，
必须帮助“瘾君子”摆脱毒魔的控制，脱
胎换骨，走向新生。对此，龙华区建立健
全吸毒人员大排查常态化工作机制，进
一步摸清人员底数，并充分利用信息技
术，探索创新吸毒人员动态管控机制。

在配齐禁毒专管员基础上，龙华区
将专、兼职网格员纳入吸毒人员网格化
服务管理工作中，构建以网格为基本单
位，禁毒办（站）为主导，公安、司法、民
政、人社、卫健、共青团、妇联、关工委等
成员单位齐抓共管，社会力量共同参与
的网格服务管理机制。

根据吸毒人员实际情况，龙华区创
新推进“6+N”帮教模式，逐一建立帮教
小组，开展“三个修复”工作，积极提供就
学、就业、社会保障工作等方面帮助，为
吸毒人员回归家庭、回归社会搭建桥梁。

帮教对象王新（化名）自戒毒成功出

所后，其所在镇村不但落实“六位一体”
帮教措施，村党总支书记还经常上门找
其谈心。如今，其不但没有发生复吸，还
在镇、村和关工委等单位帮助下开办起
养猪、养鸡场等，开启新生活。

据了解，目前龙华全区社区戒毒社
区康复执行率100%，吸毒人员遏增量、
去存量效果明显，戒断3年未复吸人员
占在册吸毒人员比例较 2016 年上升
18%；2019年新增吸毒人员较2016年
下降93.4%，实现吸毒人员零肇事肇祸。

积极造势 全民禁毒

为了掌握禁毒三年大会战的主动
权，龙华区多渠道、全方位地展开禁毒宣
传教育，构筑起全社会参与的人民防线。

该区牢牢抓住学校主阵地，突出抓
好“6·27”工程，组织和发动师生、家长
近20万人次参加“全国青少年禁毒知识
竞赛”，参与率、满分率、优秀率、平均分
及综合分均位居全省前茅，全区在校学
生实现零吸毒。

该区还在世纪公园、金牛岭公园、车
站等公共场所建设大型开放式禁毒教育
基地，利用辖区公共平台定期推出禁毒
公益宣传；各镇（街）、工、青、妇、宣、旅、
教、卫等各条战线都展开了各式各样丰
富多彩的禁毒宣传活动，把禁毒宣传教
育融入节庆活动和扶贫夜校、文艺工作
中；高规格承办或协办省、市“6·26”主
题活动，获省、市领导高度肯定；投入
450万元建设全省唯一集声光电特效的
智能化禁毒科技教育馆，建立全省法院
首个禁毒教育基地，镇（街）充分利用社
区居民群、社区党员群等开展禁毒宣传，
充分调动了群众参与禁毒斗争的积极
性，营造全民参与的禁毒浓厚氛围。

下一步，龙华区各级各部门将牢牢
扭住新一轮禁毒三年大会战目标任务
不动摇，继续提升城市毒品治理整体水
平，为加快推进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坚
强助力和保障！

（策划、撰文/曹果）

龙华区坚持毒品预防教育从青少年抓起。图为该区法治宣传志愿者向学生宣传禁毒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