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12日，罗富根正在采摘火龙果。时值火龙果丰收的季节，虽然汗如雨下，他仍难掩心中的喜悦。记者李成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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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暑中的收获：40℃大棚里让人眩晕
他是新型职业农民，长沙最早种火龙果的人之一 被小刺扎伤是家常便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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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2日，长沙最高温37℃。
9时许，烈日已当头。浏阳市古港
镇沔江村的火龙果基地里， 刚从
浏阳送货归来的新型职业农民罗
富根， 来不及把身上湿透的衣服
换下， 拿起挂在墙上的草帽往头
上一戴，便往地里走去。浇水、除
草、疏果、采收，样样耽误不得。市
民眼中的酷暑， 也是罗富根一年
到头所期盼的丰收季节。

【争分夺秒】
不及时采摘会烂在地里

罗富根是长沙最早从事火龙
果种植的一批人。2013年， 他去
浙江考察， 无意中看到别人种的
火龙果，惊羡不已。当年便引进了
100余株火龙果苗种植， 次年就
迎来丰收。

记者随罗富根走进基地，放
眼望去，果棚内红绿相间，一排排
酷似仙人掌的植株上挂满了如同
红灯笼般的果实。 红艳艳的火龙
果在烈日下，格外抢眼。

罗富根不断在大棚里穿梭，
寻找成熟的火龙果。“看这个火龙
果，个头大又红，熟透了。”没一会
儿， 就发现了一个品相极佳的目
标， 罗富根指着果树上一个肥硕
的火龙果对记者说， 这样的火龙
果一定要及时采摘， 否则就会烂
在地里。

手起剪刀落， 这个起码有一
斤重的火龙果便被罗富根摘了下
来。不到二十分钟，他手里的果篮
已经摘满。头顶烈日灼人，大棚里
的温度计显示， 气温已达40℃。
“棚内外温度相差4℃左右。”记者
只是在大棚里站了五六分钟，便
已经汗流浃背，灼热的气息，更让
人头晕目眩透不过气。

【“意外事”】
被扎伤是家常便饭

早已经浑身湿透的罗富根告
诉记者，每年7到8月，是长沙最热
的时候，更是罗富根最忙的时节，
每天5点起床，忙到晚上10点多，
一天起码得换上三身衣裳、 洗上
三次澡，“基本上是下一次地浑身
就湿透一次”。

采摘完火龙果， 还没走出大
棚， 罗富根又发现了新的情

况———一根茎上结了四五个幼
果。也顾不得擦去额头的汗珠，他
拿起剪刀便将多余的幼果给剪
掉。结果一个不慎，却被火龙果茎
上的小刺给刺伤了。

记者这才注意到， 类似仙人
掌的火龙果茎上还布满了细密的
小刺， 一不留神就有被扎伤的风
险。常年与“带刺”的火龙果相伴，
被扎伤已是家常便饭， 常常是旧
伤未愈，又添新伤。在罗富根的胳
膊上，深深浅浅的划痕随处可见。
大棚的地上， 落了不少被剪掉的
幼果。“难道不是结果越多， 产量
越高，收成越好吗？”罗富根笑着
摇摇头说，一根茎保留一个果子，
才能确保口感和品质，“在数量上
做减法，在品质上做加法，这样结
出来的果子，营养才能充分，味道
才会更甜。”

除了疏果、采收，每天必备的
工作还有除草、 浇水与施肥，“早
晚各一次，给土地浇水、施肥。”

【不辞辛劳】
纵然天气热，其实很舒心

火龙果属于热带植物， 在本
土种植面临不少困难， 首当其冲
的是“过冬”。长沙夏日气温偏高，
与广州等地一样适合火龙果生长，
不过一到冬天， 问题就出来了。让
罗富根印象深刻的是2015年的冬
天， 他因没给基地做好保温工作，
结果导致果树大面积烂叶子，“冬
天过去一切付诸东流。”“火龙果怕
冷，其实也怕热。”罗富根告诉记者，
烈日灼人， 也容易把火龙果苗晒
伤。如果任凭暴晒，火龙果苗会被
晒得发黄，万一降点雨，发黄的火
龙果苗就会烂掉。 所以夏日里，做
好防晒工作也尤为重要。

“火龙果栽植一年后可挂果，
第三年便开始进入盛产期。”罗富
根介绍，本地火龙果产量高，一年
可结10次果，今年晴好天气给力，
火龙果产量创新高， 每亩产量达
到1500公斤以上。

“施用有机肥的火龙果口感
好，不用进市场，销路也不愁。”采
访中，罗富根的手机响个不停，不
断有订单找上门。“辛苦吧？”面对
记者的提问， 这个皮肤黝黑的汉
子咧嘴一笑，“其实更舒心， 自己
是热并快乐着。”

■记者 李成辉 实习生 刘孝敬

本报8月12日讯 炎炎
夏日， 不少人盼望着一场降
雨带来些许清凉。 然而烈日
似乎有点“执拗” 地坚守着
“岗位”， 就连刚刚过去的双
休日也不忘“虎视眈眈”地盯
着湖湘大部分地区。 湖南省
气象台近日连发高温预警，
并且预计未来三天湖南大部
高温闷热天气仍将持续，湘
西、湘南多阵性降雨。

昨日，长沙、株洲、衡阳
等50个县市出现35℃以上高
温，其中临湘、浏阳等7地超
过37℃， 最高出现在醴陵，
38.3℃。湖南省气象台预计，
15日前， 省内大部持续高温
天气，其中13日白天，晴天到

多云， 大部分地区午后有阵
雨 或雷 阵 雨 ， 最 高 气 温
34-36℃；13日晚到14日白
天，多云，其中湘东、湘南有
阵雨或雷阵雨；14日晚到15
日白天，多云，大部分地区有
阵雨或雷阵雨。 气象专家提
醒， 未来几天湖南仍多高温
闷热天气， 公众尽量避免午
后高温时段的户外活动，户
外或者高温条件下的作业人
员应当采取必要的防护措
施，避免在日光下暴晒；建议
准备一些常用的防暑降温药
品。同时，高温天用水量、用
电量增大， 相关部门需做好
应急准备。 ■记者 李成辉
实习生 刘孝敬 通讯员 蒋丹

闷热将持续，期待午后一场雨

南海热带低压已于12日
14时加强为今年第16号台风，
致广东多地暴雨。广东省民政
厅通报，茂名、阳江、江门、珠
海、云浮市的95个镇遭受洪涝
灾害，截至12日17时，上述5市
有13.61万人受灾， 因灾死亡2
人、失踪1人，倒塌房屋44间。

广东省气象台预计，第

16号台风将在粤西近海海面
回旋摆动， 可能于14日夜间
在广东省西部沿海地区登
陆，登陆后向偏西方向移动，
将长时间给珠三角和粤西地
区带来明显风雨影响。

记者从广东海事部门获
悉，从12日18时开始，琼州海
峡已全线停航。 ■据新华社

16号台风影响广东 琼州海峡停航连线

高温·天气

本报8月12日讯 200公斤
重的水闸，通过手机就可以控
制启闭；几十公里以外渠道里
的实时水位，轻点鼠标就一目
了然。 这是8月12日记者在株
洲市酒埠江灌区见到的科学
调水手段。 工作人员介绍，酒
埠江灌区运用科技手段实现
“精准用水”，预计还可保灌16
天。

酒埠江灌区是株洲市最大
的水利工程， 总灌溉面积达52
万亩， 是省内唯一既跨县又跨
省的大型灌区。今年上半年，酒
埠江灌区累计降雨仅516.5毫
米， 比多年均值偏少40%。6月
下旬开始， 灌区持续出现晴热
高温天气， 其中35℃以上高温
天数达19天， 酒埠江灌区遭遇
了历史上罕见的旱情。

为了有效缓解旱情， 不浪
费一滴水， 酒埠江灌区深度运
用高科技手段管水用水， 实现
干渠进水闸、 泄洪闸和支渠闸
远程遥控启闭， 远程控制每个
闸门的出水量；水位、流量及雨
量观测点数据自动采集， 实现
信息准确传送、科学调度决策。
目前， 酒埠江灌区每天的总放
水量为722万立方米，根据当前
的蓄水量，预计还可保灌16天。

■记者 戴鹏
通讯员 彭政 刘小花

手机控水闸
电脑管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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