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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3月，春回琼岛，风
和日丽，广袤的田野上生机
勃勃，处处一片忙碌。

瞧！三亚市崖州区，无
人机在田洋上空来回飞行，
农药化为白雾从机腹喷出，
洒落在作物上；琼中黎族苗
族自治县黎母山镇，绿油油
的蔬菜生长在营养液中，无
土也能长大；东方市感城镇，
风吹稻浪，“吨两优900”“超
优千号”新品种水稻长势喜
人，预计4月可以收割……

春到田间万物新。操控
植保无人机、使用自动插秧
机、无土栽培蔬菜、种植新品
种水稻、成立村集体企业
……今年春耕，我省各地农
业生产领域涌现出不少新技
术、新模式、新品种，田间地
头的各种新气象拼接在一
起，勾勒出一幅活力四射的
琼岛现代春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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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苏萌山水醒，农家岁首又谋耕。
这个春天，一些农作物新品种在琼岛各地

“扎根”，为海南农业结构调整注入新动
力。白玉黄瓜、贝贝南瓜、“吨两优900”水
稻、“超优千号”水稻、燕窝火龙果、玫瑰释
迦、无籽蜜柚……一个个出自海南科研机
构及企业的“新奇特”品种令人眼花缭乱。

在人们的印象中，玉米煮熟才能吃，陵
水黎族自治县花石村的村民却种了一种可
以生吃的玉米，它有一个好听的名字——
水果玉米。“水果玉米比普通玉米更脆、更
香甜，消费者很喜欢，经常供不应求。”近
日，花石村水果玉米种植户叶泰锐正忙着
采摘水果玉米。

在他家的玉米地里，一株株玉米整齐
地排列着，随手掰下一根玉米棒，剥开苞
衣，露出的籽粒饱满有光泽，咬上一口，满
嘴清甜。“这块玉米地平坦开阔，水源充足，
我采用绿色种植方法，种出来的玉米不仅
好吃，还含有多种营养元素。”叶泰锐说。

他算了一笔收入账，一亩地可种3500
株水果玉米，每株产一根玉米棒，正常情况
下，每亩地可产3500根玉米棒，每根水果
玉米收购价为2.5元，种一亩水果玉米可实
现销售收入8750元。

趁着近几日天气晴好，我省各地有不
少农户忙着种植早稻。在东方南繁水稻制
种产业园的稻田里，今年1月种下的稻苗
已长到三四十厘米高。“今年种早稻，我们
试种了‘吨两优900’‘超优千号’两个新品
种，每个新品种试种20亩，亩产达标后，将
在东方推广种植。”海南农乐南繁科技有限
公司总经理王仕明说。

“吨两优900”水稻还有个好听的名字
——如意稻。“这个名字可不是随意取的，
它耐高温、米质好，有‘生育期如意、株型如
意、抗倒性如意、产量如意、米质如意’五方
面特点。”王仕明说。

种植冬季瓜菜是我省农民重要的增收
渠道。三亚市崖州区的农民吴琴丽几乎每
年都会种植青瓜，今年她种了新的青瓜品
种。“我种的是‘津绿18号’青瓜，该品种是
通过用黄籽南瓜砧木嫁接青瓜植株培育出
来的，具有抗旱、抗病毒能力强等优点。”吴
琴丽介绍，“津绿18号”青瓜挂果时间比普
通青瓜提前了5天至7天，在市场上有竞争
优势。

豇豆、青瓜、茄子是我省冬季瓜菜的主
要品种，但由于种了很多年，许多品种的抗
病性逐渐退化，不仅产量低，也增加了种植
户防治病虫害的成本。选择优良品种是生
产优质冬季瓜菜的前提。近几年，我省各
地大力推广良种良苗，部分瓜菜嫁接苗因
抗病虫害能力强受到种植户的青睐。

今年，三亚市农业农村局将实施品种
更新工程，加大新品种引进和自主培育力
度，推广符合市场需求的新品种，进一步优
化品种结构。“我们将依托三亚市热带农业
科学研究院、海南大学三亚南繁研究院以
及育苗大户培育优质的茄子、青瓜等种苗，
通过工厂化育苗方式培育瓜菜种苗1000
万株，以优惠的价格供应给农户，减轻农户
育苗负担。”三亚市农业农村局有关负责人
介绍，该市培育的瓜菜种苗除了供应三亚
的种植户，还将销往陵水、保亭、五指山等
市县。

琼岛春耕
文\海南日报记者 李艳玫

近日，位于三亚市崖州区的崖州
湾科技城现代生物技术育种先行试验
区内，标准化农田一片连着一片，春风
轻轻吹拂，“稻浪”“豆浪”“玉米浪”翻
涌，合奏出一首动听的“春之歌”。

一年之计在于春，来自全国各地
的育种工作者守在田间地头，开展南
繁育种科研工作，不负春光。从2007
年开始，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生物技
术研究所的刘昭军几乎每年都会到三
亚开展大豆南繁育种科研工作，利用
这里冬春季良好的光热条件，对育种
材料进行加代繁殖，提高育种效率，加
快大豆新品种选育的步伐。

2月中旬以来，刘昭军经常与三
亚本地农户一起摘豆荚，将一袋袋豆
荚堆放在田埂上，详细记录大豆的生
长信息。“相比十几年前，现在南繁育
种的条件好多了。”刘昭军说，以前服
务保障跟不上，播种、灌溉、查看作物
长势等都要靠人工，科研人员每天顶
着烈日在农田里忙，每天汗湿好几套
衣服。

如今，以互联网、云计算平台为

基础的新技术应用，不仅深刻改变着
我省农业发展面貌，也让农业科研人
员的工作变得简单高效起来。“我们
在一片300多亩的农田里实行天地
一体化管理模式，让农业生产更精
准、更高效。”崖州湾科技城现代生物
技术育种先行试验区基地保障部负
责人袁清波说。

说话间，一架无人机伴随着机翼
发出的“嗡嗡”声起飞，沿着既定的路
线在田野上空飞行。机身上的高光谱
和多光谱摄像头，如鹰眼般敏锐，能精
准捕捉田间植物的影像。“除了无人
机，我们还借助卫星遥感技术对农田
进行精细管理，一片农田面积多大，应
该种什么，作物长势如何，都能通过分
析处理传回的数据和影像得到答案。”
袁清波说。

春耕时节，海南各地的田野、果园
上空，经常能看到无人机的身影。近
日，三亚首次利用无人机释放芒果害
虫的天敌巴氏新小绥螨，通过绿色环
保的方式防控虫害，大大提高了农业
生产效率。

近日，海南日报记者在海口市柏
盈兰花产业园基地的兰花育苗大棚内
看到，一朵朵兰花娇艳欲滴，植株长势
喜人。环顾四周，空调、水帘风机、空
气内循环机、温控风感等系统一应俱
全，棚内的温度、湿度、光照等非常适
合兰花生长。“我们安装了许多智能设
备，一个小小的传感器就能让大棚里
的兰花有‘感觉’，棚内温度高了或湿
度大了，它会自动调节，省时省力。”该
基地有关负责人说，智慧农业设施让
土田变为科技田，让农活充满科技范。

在文昌市东阁镇，当地农户驾驶
插秧机在田间穿梭，伴着“隆隆”的声
响，一排排秧苗被栽种在水田里。“机
械插秧就是快，以前一亩田一个人要
干一天，现在机械作业20分钟就插完
了，省时又省力！”种植大户赖树林告
诉记者，今年他承包了100多亩农田，
打算全部种植早稻。

旋耕机、插秧机、无人机、水肥一
体化智能灌溉系统……许多新农具出
现在春耕和田间管理一线，刷新了人
们对海南农业生产的固有认识。

眼下正值春季蔬菜上市期，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黎母山镇新
林村的一个大棚蔬菜种植基地
里，一棵棵绿叶蔬菜长在特制培
养架的定植孔中，几名工人正在
采收蔬菜。

随意拎起一棵蔬菜，只见定植
孔内完全没有泥土，蔬菜根部直接
浸泡在缓缓流动的营养液中。“我
们的蔬菜是喝着管道中循环流动
的营养液长大的，这种栽培模式避
免了使用农药、化肥对生态环境造
成污染。”该基地负责人林丛介绍。

看着长在“水”里的蔬菜，黎母
山镇加更村村民王金梅感到“有点
不可思议”。曾经面朝黄土背朝天
的她，没想到自己有一天可以穿着
皮鞋进蔬菜种植大棚上班。“我平
时主要负责播种和采收，劳动强度
小，比过去下地干活轻松多了，也
干净多了，挣得也不少。”她说。

“宁可三日无肉，不可一日无
蔬”，蔬菜是百姓生活的必需品，
新的种植模式促进了蔬菜产业的

发展。
在三亚过岭文门常年蔬菜基

地水培蔬菜设施大棚内，绿油油的
蔬菜底部，小鱼在营养液中游来游
去。这是三亚市农业农村局、三亚
市热带农业科学研究院探索建立
的“鱼菜共生”新模式。这种种养
模式今年1月初见成效后，上述两
家单位拟将目前16亩的水培蔬菜
设施大棚扩大至100亩。

该基地有关负责人介绍，“鱼
菜共生”是目前较新颖的一种复合
耕作模式，可让动物、植物、微生物
三者之间形成一种和谐平衡的生
态关系。

棚上发电，棚下种菜。海口菜
篮子信义光伏龙湾农光互补常年
蔬菜种植基地的农业生产模式也
让人眼前一亮。该基地将种菜和
光伏发电结合起来，在蔬菜大棚顶
上安装透明薄膜太阳能光伏玻璃
和太阳能薄膜电池板，工人可以利
用日光和补光灯发出的光，在大棚
下交替种植蔬菜。

加快农业转型升级

新建成高标准农田40万亩

高效节水灌溉面积 1万亩

透着科技范新农具 替代老把式新模式

扩宽增收路新品种

文昌市东阁镇，农户在操控插秧机进行机械化插秧。
海南日报记者 袁琛 摄

乐东黎族自治县大安镇只朝村村民刘国锋驾驶耕机
耕地。 海南日报记者 袁琛 摄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黎母山镇农户种植
的无土栽培蔬菜。海南日报记者 李天平 摄

三亚市崖州区水南村，一架植保无人
机在作业。 海南日报记者 徐慧玲 摄

⬆昌江黎族自治县叉河镇，农户在水田里插秧。
海南日报记者 陈元才 摄

海南粮食播种面积407万亩

生猪存栏363万头

完成国家下达任务

2021年

冬季瓜菜、热带水果稳产增收

产量分别达516万吨

和352万吨

常年蔬菜、热带作物扩大生产

产量分别达79.8万吨和68.2万吨

各增长2.1%和2.6%

渔业走向深蓝

深海网箱增至 1.2万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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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海南省2021年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 划 执 行 情 况 与
2022年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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