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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温狂降10℃以上

立冬后，我市迎来近
两周的晴好天气，上周二达
到最高的25℃，山城人民
尽情“晒”足了秋日暖阳。

而随着小雪节气临
近，零星飘洒的小雨在上
周末伴着冷空气来袭，霎
时间凉意陡生，气温在小
雪当天回落至11℃，一周
之内狂降10℃以上！

根据气象预报，未来
一周我市将难见阳光，气
温会在10℃徘徊，昼夜温
差缩小。

蔬菜需防喜湿型病害

近期，蔬菜方面要抓
紧播撒冬季保护地育苗
的番茄、春芹菜、春莴笋、
四月慢瓢儿白、胡豆、豌
豆等；重施中晚熟甘蓝、
大白菜的包心肥、花菜促
花肥。

此外，小雪节气后，西
北风开始成为我国广大地
区的“常客”，气温下降，大
棚保温被开始覆盖，通风
减少，棚内湿度大幅增加，
极容易导致霜霉病、灰霉
病等喜湿型病害。

因此，专家建议用
58％甲霜灵锰锌可湿性粉
剂500倍液，或杜邦克露
1000倍液水溶，或雷多米
尔800倍液，每7到10天
喷洒一次莴笋、瓢儿白、花

菜、甘蓝、芥菜的叶面，以
防治霜霉病。

针对以齐苗、炼苗为
主的茄果类育苗的苗期管
理，则可用64％杀毒矾可
湿性粉剂 500 倍液，或
72.2％普力可水剂 1000
倍液喷洒，防治茄果类蔬
菜幼苗猝倒病、立枯病；用
50%速克灵可湿性粉剂
2000倍液，或50%扑海因
可湿性粉剂1000倍液喷
雾，防治灰霉病。

在降低大棚内湿度方
面，可适当提高秸秆用
量。作物秸秆如粉碎后的
麦秸、玉米叶等有良好的
吸湿效果，同时可以降低
土壤蒸发量，使土壤的保
水时间延长。广大种植户
可将操作行中覆盖在秸秆
上的地膜去掉，然后提高
秸秆的使用量，不仅能够
有效降湿，还能够降低操
作行中水分的蒸发。

为花椒松土清园

进入11月后，花椒生
长逐渐进入越冬休眠期。
此时，青花椒处在花芽生
理分化阶段，总花序轴持
续增大，出现二级、三级花
序轴；花蕾继续分化，花蕾
原基不断增多；萼片分化
特征明显。

为了促进结果枝生
长，调节树体营养平衡，本
月应及时进行抹芽，对新

生嫩芽或嫩梢要从基部抹
除。本月中下旬时，结果
枝新梢已进入休眠期，应
摘除顶端一小段梢，控制
枝梢延长生长，促使枝条
生长充实、提高来年座果
率。摘心时，应在枝条木
质化处短截，保留枝条长
度一般不超过1.6米。

田间管理方面，还要
做好松土清园工作，对地
表青苔，要及时铲除，以增
加土壤透气性；同时采取
培土或压土方式，增加树
盘土壤厚度。

此外，要重点防治花
椒蚜虫和花椒斑点落叶
病。针对花椒蚜虫，可在
蚜虫危害初期选用70%吡
虫啉3000倍液喷施防治，
迅速控制蚜虫蔓延。

花椒斑点落叶病一般
从枝条底部老叶先发生，
在发病初期，被害叶片表
面出现点状失绿斑，以后
病斑逐渐变成灰色至灰褐
色小圆斑。发病严重时，
会造成叶片脱落，导致营
养积累不足，花芽分化差、
导致减产。因此，需在发
病前期使用正生1000至
1500 倍液或抗生素类药
剂及时防治。

畜禽做好防寒保暖

近期，气温陡降，需进
一步做好畜禽防寒保暖工
作。

各畜禽养殖户要对畜
禽舍及设施作全面检查，
保证顶不漏雨雪、四壁无
风洞，并在地面铺垫草、挂
好门窗帘，防止畜禽舍内
温度大幅度变化。有条件
的可采用供暖设施如用红
外线灯、电热板等，同时要
注意畜禽舍的通风换气，
保持畜禽舍空气新鲜，防
止疾病的发生。

天气渐冷，畜禽体内
热量和营养消耗增加，因
此在饲喂上要提高能量
和蛋白质比例，保证营养
全面，使畜禽壮体增膘，
增强抗病力。饮水应饮
用清洁温水或井水，保证
畜禽吃饱饮好，避免夜间
饥饿。

防疫方面，要严格遵
循预防为主的原则，加大
对畜禽重大疫病和冬春季
节多发疾病的免疫工作，
做好登记建档，佩戴免疫
耳 标 ，确 保 免 疫 密 度
100％，提高畜禽免疫力。
此外，要及时清扫圈舍，定
期开展消毒，确保环境干
净卫生。

需要注意的是，11月
是大批候鸟迁徙落户和
歇脚重庆的高峰期，各养
殖户放养家禽时一定要
远离野鸟，最好封闭饲
养，鸽子不能放飞。发现
禽鸟不明死亡，需立即向
当地动物防疫监督机构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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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冷取暖，谨防低温烫伤

随着气温降低，暖宝
宝、热水袋等各种取暖设
备也开始走俏。这些取暖
设备虽然温度不高，但由
于与皮肤接触时间长，容
易在不知不觉中造成皮肤
低温烫伤，需要格外注意。

事实上，低温烫伤的
过程犹如温水煮青蛙，创
面的疼痛感并不明显，仅
会出现红肿、水泡、脱皮或
者发白等现象，烫伤面积
看起来也较小，容易被忽
视。但有可能此时已伤及
皮下脂肪层甚至肌肉层，
若处理不当或不及时，会
引起严重后果。每年秋冬

季节都会出现不少低温烫
伤的患者，避免这类问题
出现的关键就在于提前预
防。

所以，在使用取暖设
备时，应该对其温度范围
有所了解，皮肤和热源之
间应采取一定的隔离手
段，比如厚一点的毛巾
等，而且要确保妥善包裹
取暖设备。建议最好不
要在熟睡时使用接触类
取暖物品。

此外，糖尿病、血液循
环障碍、烫烧伤后遗症患
者和婴幼儿不宜使用“暖
宝宝”等便捷取暖设备，因
为此类人群神经末梢反应
较为迟钝，一旦遭遇烫伤
无法及时发现。

若发现自己被低温烫
伤，应立即用冷水冲洗创
面或用包裹冰块的毛巾冷
敷，并及时到正规医院就
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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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养生，念好“藏”字诀

随着小雪节气到来，
新一轮降雨来袭，全市气
温陡降10℃以上，初冬已
然来临。天气日渐寒冷，
人体的新陈代谢也处于
相对缓慢的水平，因此冬
季养生之道，应着眼于一
个“藏”字。

为了保证冬令阳气
伏藏，首先在情绪上要保
持稳定，这样有利于养精
蓄锐。激动、生气、紧张
等都是人的情绪表现，一
个人如果情绪波动频繁，
其身体状况会很容易受
到影响。因此，一定要遵
循“神藏于内”的养生原
则，即重视和保持情绪的
安宁，及时调整不良情
绪，保持平静的心态。

不过，由于日照时间
缩短，一些人容易产生季
节性情绪失调，即“冬季
抑郁症”。对此，可以适
当增加户外活动，并注意
加强身体营养的补给。

此外，在作息方面也
要念好“藏”字诀。冬天
要早睡、晚起，尤其对于
老人而言，每天起床的时
间最好在太阳出来后。

饮食方面应以“藏”
热量为主，宜多食羊肉、
狗肉、鹅肉、萝卜、核桃、
栗子、红薯等偏热的食
物。同时，还要遵循“少
食咸，多食苦”的原则，冬
季为肾经旺盛之时，而肾
主咸，心主苦，当咸味吃
多了，就会使本来就偏亢
的肾水更旺，从而使心阳
的力量减弱，因此，应多
食些苦味的食物，如百
合、杏仁等以助心阳。

在衣着方面，要护好
阳气就要保证穿暖，尤其
要注意脚部保暖。由于
脚离心脏最远，血液供应
少且慢，因此脚部温度最
低，若足部受寒，可引致
腹泻、月经不调和腰腿痛
等病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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