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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防治“粮食杀手”草地贪夜蛾
■ 张田勘

眼下，西南地区不少地方的农民都在议论一种害
虫——草地贪夜蛾。这是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预警
的迁飞性农业重大害虫，被列入世界十大植物害虫
“黑名单”。7 月至 8 月是西南季风最强的季节，也是
草地贪夜蛾随季风向北迁徙的关键季节。一场场“虫
口夺粮保卫战”正在全国各地打响，保障秋粮生产正
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

外来物种入侵标志生物
今年 1 月以来，草地贪夜蛾从东南亚迁飞入侵我
国，
并迅速蔓延到 18 个省份，
对我国粮食生产构成严重
威胁。日前，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发布通知，
要求各地农
业部门做好草地贪夜蛾应急防治用药有关工作。
到底什么是草地贪夜蛾？为什么让我们如临
大敌？
草地贪夜蛾又称秋黏虫，是一种起源于美洲的农
业重大害虫，破坏性极强。
“一头草地贪夜蛾幼虫能破
坏一棵植株，而一头蛾可产 1000 粒卵。
”中国农业科学
院植保所研究员王振营说。该虫外号“行军虫”，一个
晚上随气流可迁飞 100 至 500 公里，最远可迁飞 1500
公里；能在气温 11℃至 30℃的环境下生存和繁殖；可
取食植物 80 多种，
主要危害玉米、甘蔗、高粱等作物。
可以说，草地贪夜蛾是外来物种入侵的标志性事
件和标志生物，也是破坏作用极大的外来入侵物种。
如何防范，向来是科学难题。
世界各国的生态、农业、动植物专业人员，都在潜
心研究如何应对外来物种入侵。但是，通过迁飞的生
物入侵还是很难控制，比如草地贪夜蛾。由于草地贪
夜蛾的三大超级特性——超级能吃、能生、能飞，决定
了它们可以“睥睨群雄”，迅速称霸一方，成为缺乏天
敌或没有天敌的有害物种。

目前化学农药是主要防治手段
草地贪夜蛾是自然入侵的一种典型。外来物种

决战决胜
脱贫攻坚

的自然入侵，显然比引进的生物入侵更难防治。这也
提出了如何预防外来物种入侵和如何找到天敌来制
约外来物种的课题。
草地贪夜蛾是通过飞行来入侵的，因此很难建立
模型来预测。但还是可以根据
其生活习性、迁飞特点和路线
等来预测和预防。
目前看，在无法找到
天敌的情况下，可以根据
其飞行线路，采用科技
手段进行人工干预，
包括化学农药杀
灭、生物农药杀灭
和技术诱杀。
由于草地贪夜
蛾是外来物种，在中
国尚无登记农药可
用。但中国农科院植保
所已经评估了 21 种常用化
学农药对草地贪夜蛾的防治
效果，筛选了一批对草地贪夜
蛾高效、低毒的化学农药用于应
急防治。
其中，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氯虫苯甲酰胺、
乙基多杀菌素及啶虫脒对草地贪夜蛾均有非常强的
杀虫活性。此外，可以在草地贪夜蛾的卵孵化初期选
择喷施白僵菌、绿僵菌等生物农药进行生物杀灭。
当然，用技术手段进行诱杀也是一种方法，如利
用灯光诱杀或性诱的方式，诱杀成虫，减少产卵、降低
灾害；还可以在发生虫害面积较轻的田地，采取人工
摘除的办法降低田间虫口密度。

研发草地贪夜蛾测报技术体系
眼下，草地贪夜蛾造成的危害已经非常严重，
在非洲有 12 个玉米种植国，草地贪夜蛾造成玉米年

重庆
“村企共建”助脱贫

新华社重庆电 （记者 韩振）当下，在重庆市巫
山县双龙镇花竹村，漫山遍野的脆李树挂满了丰收
果。别小看这一颗颗青绿色的脆李，它们可是给全
村 63 户贫困户带来了不小的收益。
“以前这里是一片废弃的石榴林，
没什么经济效
益，现在全部改种了经济效益更高的脆李。”花竹村
驻村第一书记李言说。最开始全村只有一户村民改
种，其他村民都持观望态度，
但在花竹村与中建二局
西南公司成立的联合党支部动员下，村里的贫困户
纷纷种上脆李树。
“为了打赢脱贫攻坚战，
必须调动村民自力更生
的积极性。
”中建二局西南公司党群工作部部长陈柯
宇告诉记者。联合党支部一方面上门宣传示范户种
植脆李的经济效益，
动员其他贫困户种脆李，另一方
面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每年在村里表彰党员之
星、产业之星、脱贫之星等榜样典型，
形成了“比学赶
超”的氛围，目前全村发展脆李 1580 亩。
陈柯宇说，该公司还与重庆市石柱县中益乡、巫

溪县红池坝镇龙台村等地联建“脱贫攻坚”联合党支
部，
通过产业扶持、市场资源嫁接、教育扶智等方式，
对贫困户开展精准结对帮扶工作。
据重庆市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近年来，
大批国有企业乃至东部沿海地区的民营企业来到重
庆农村，
从基础设施建设、特色产业打造以及市场销
路开拓等方面，
带动农村发展，
助力脱贫攻坚。
肩负着长江大保护重任的三峡集团，
也通过“村
企共建”不断反哺着三峡库区。华家村二社的向启
松 2015 年被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2018 年，为帮助
当地脱贫，
三峡集团在村里建设光伏项目，
向启松把
部分闲置土地流转出去后，
又来到项目上务工，
并将
闲置的房屋也出租给了工人，一下子增收 2.5 万元，
当年就实现了脱贫。
“巫山县是我们对口帮扶的区县之一，
这些年我
们在帮助巫山完善污水处置等设施的基础上，大力
培育旅游、新能源等产业，
让贫困户脱贫致富。
”三峡
集团派驻到巫山的扶贫干部王荣刚说。

巫溪：规范高产种植培训促万亩独活产业发展
本报讯 （记者 何军林 通讯员 李隆云）近日，
国家中药材产业技术体系重庆综合试验站、重庆市
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中药材产业技术体系创新
团队与巫溪县农业农村委员会、巫溪县中药材产业
技术协会联合举办中药材产业项目管理培训会。
巫溪县各乡镇农技人员、种植大户、专业合作社人
员和公司技术人员近 100 余人参加培训。
培训采用课堂授课的方式。中药材专家讲解
了独活等中药材规范高产种植技术和 2020 年版《中
国药典》药材质量标准变化情况，以及独活的主产
区、种苗、种植密度、初加工、药材质量、市场现状及

产业发展情况等内容，针对独活高产优质种植中出
现的关键技术问题进行了详细讲解。对 2020 年版
《中国药典》修订的原则、药材质量总体修改变化及
具体药材的质量标准变化进行分析，并提出了在进
行药材种植和加工时的应对措施。
据了解，目前，巫溪县 2020 年新发展独活达 1 万
亩以上，力争建成全国最大的独活种植基地。本次
培训使学员全面掌握了独活规范高产种植管理要
点和种植过程中的注意事项，积极应对 2020 年版
《中国药典》药材质量标准变化，学成后指导巫溪县
各乡镇的独活产业发展。

减产 830 万到 2060 万吨，经济损
失 高 达 24.8 亿 到 61.9 亿 美 元 。 草
地贪夜蛾还已扩散蔓延至中国 18 个
省（自治区）、785 个县（市、区），导致
大面积粮食作物受害。
科研人员研发形成了实用的草地贪夜
蛾测报技术体系，一个是草地贪夜蛾自动识
别系统，农民、基层植保员用手机拍照或直接
上传图像就能实时识别；另一个是可提供网络快捷服
务的草地贪夜蛾种群测报系统，通过提供田间调查数
据预测种群发生发展动态和防治适宜期等。
科研人员通过搜集天敌昆虫和微生物资源，研发
出相关的生物防治产品。同时，防治草地贪夜蛾的适
宜农药制剂和施药机械也已研发出来。
该技术还提出“两步走”的防治策略：在一两年
内实施以化学防治、物理防治、生物防治和农业防
治为主的综合防治技术体系，在 3 至 5 年内构建和
实施以精准监测预警和迁飞高效阻截等技术为核
心的综合防治技术体系，实现低成本、绿色可持续
控制目标。
目前，部分技术已在云南、广西、四川、福建、江
苏、山东、河南等地推广。

农技课堂

蛋鸡禁用的 5 种兽药
给鸡群用药要懂得一些用药常识，蛋鸡禁用的
药有以下几种。
1. 呋喃类药物。常用的呋喃类药物主要有呋
喃唑酮等，对沙门氏杆菌所引起的下痢性疾病有显
著疗效，
主要用于防治鸡白痢、球虫病、鸡伤寒、大肠
杆菌性败血症和鸡传染性鼻窦炎、火鸡黑头病等。
但由于这类药物有抑制产蛋的作用，所以产蛋期不
宜使用。
2. 磺胺类药物。磺胺类药物如磺胺嘧啶、磺胺
噻唑、磺胺脒、复方敌菌净、复方新诺明、复方嘧啶
等，由于这类药物抗菌范围广、价格低廉，所以常用
于防治鸡白痢、球虫病、盲肠炎及其他细菌性疾病。
但是由于这类药物都具有抑制产蛋的副作用，所以
只能用于青年鸡，
产蛋鸡应禁止使用。
3. 金霉素。金霉素是一种抗生素类药物，对鸡
白痢、鸡伤寒、鸡霍乱等均有良好的疗效。但对鸡消
化道有刺激作用，
并能损坏鸡肝脏，
可与血钙结合形
成难容的钙盐，阻止蛋壳的形成，使鸡产软壳蛋，致
使产蛋率下降。因此，蛋鸡在产蛋期对金霉素也应
禁用。
4. 丙酸睾酮。该药物为雄性激素，在养鸡业
中主要用于抱窝鸡醒抱。但不宜长期使用，长期使
用会抑制产蛋鸡排卵，甚至发生雄性变异，从而影
响产蛋。
5. 氨茶碱。由于氨茶碱具有松弛平滑肌的作
用，可解 除支 气管 平滑 肌痉挛，所以具有平喘作
用。在养鸡业中常用于治疗和缓解鸡呼吸道传染
病所引起的呼吸困难。如在鸡产蛋期服用会导致产
蛋量下降，
虽然停药后可以恢复产蛋，
但最好不用。
（本报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