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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堤防林木病虫害的种类与防治
文 /殷欢

【摘要】为防止堤防树木病虫害蔓延，减少
堤防水土流失，保证树木生长旺盛，本文对堤
防树木病虫害的防治谈几点看法。
【关键词】堤防林木 病虫害 防治

堤防养护是水利工程养护中重要的组成
部分，堤防林木的病虫害给堤防养护工作造成
了一定的影响，如果得不到有效的控制，将会
影响整个水利工程养护工作，本文以湖西大堤
实际养护工作经验为基点，浅谈堤防林木病虫
害的种类与防治。

堤防林木主要以杨树为主，其病虫害分
为：

一、主要的食叶害虫：鳞翅目舟蛾科的杨
扇舟蛾、杨小舟蛾、分月扇舟蛾、杨二尾舟蛾
等，其次危害严重的有杨尺蠖、杨毒蛾、柳毒蛾
等。防治方法如下：

淤成虫羽化盛期用黑光灯诱杀，降低下一
代的虫口密度。食叶害虫幼虫期防治，要掌握
在幼虫 3龄前进行，防治效果好，用药量少，成
本低。舟蛾类防治时间应在每年的 5月底到 6
月初，即幼虫 3龄前进行。

于在杨树高 12米以下中幼林地区，幼虫 3
龄前，采取人工地面防治，选用森得保可湿性
粉剂地面喷雾防治，每亩用量 15耀20 克，喷雾
前加入少量的洗衣粉和水搅拌成浆状，再加
1500耀2000 倍水喷雾；还可采用森防丹玉号、
3%高渗苯氧威等无公害农药喷雾。

盂高大杨树可采用高射程车载喷雾，其特
点是射程高，穿透性好。垂直射程 20米左右，
水平射程 40 米左右，操作方便，防治成本低。
超低量喷雾药剂利用率高，污染小，劳动强度
低，工作效率高。

榆3年以上生杨树纯林，郁闭度在 0.7 以
上。采用 1.2%苦乳油喷烟顺风防治，用药量为
每亩 35耀40 克，喷烟时间为早上 4耀6 点，下午
16耀21点。也可采用便携式布撒器放灭虫药包
防治，3人一组，每天可布撒 60耀80 发，防治面
积在 500亩左右。

虞打孔注药防治。采用“保林 3号”原液或
20%吡虫啉原液，2 年生以下的杨树注射 2 毫
升，3耀4年生杨树注射 3毫升，5耀6年生杨树注
射 4毫升。注射药剂的速度要缓慢，以免药液
溢出洞口造成浪费。

愚农药埋施法。在树木根部土层挖坑、打
孔，施入内吸性较强颗粒剂(氧化乐果、呋喃丹
颗粒等)，根部吸收后输送到地上部分的干、
枝、叶中，害虫取食后中毒死亡。此法可防治介
壳虫、蚜虫、蛀干害虫等。这种方法不受温度、
降水、树高等因素的影响。且药效持久。如呋喃
丹，药效可达 3个月，1 年只需埋施 2 次药剂
即可。

方法是：在距树干 60 厘米以外的根系密
集区，围树挖 3—4个半米深的坑(或孔)。每坑
(孔)内放 50克一 80克呋喃丹后。将坑(孔)填平
灌水，药水溶后加速根系的吸收。春夏两次施
药可结合施肥同时进行。如与复合肥或尿素一
起使用，可使得呋喃丹的药效更高、更快，治虫
补肥一举两得。

二、主要的蛀干害虫：粒肩天牛、星天牛、
光肩星天牛、云斑白条天牛及柳蝙蛾、咖啡豹
蠹蛾等。防治方法如下：

淤新造树林设法远离桑树、柳树等虫源
地，距离最好在 1000米以上，选择抗病虫的系
列树种植树造林。

于保持林内卫生，及时清除虫害木、衰弱
木、风倒木、雪压木等。

盂饵木诱杀。选择天牛喜食的树种栽植堤
防树林内，每亩 5耀6株。如合作杨、箭杆杨、复
叶槭等作为饵木，吸引成虫产卵，集中除治。

榆人工捕捉。利用天牛成虫体大，行动迟
缓，具假死性特征，在成虫羽化后第一周，每天
早上 6耀8点和晚上 18耀20点直接摇树，成虫假
死坠地后捕杀。胸径 10公分以下的树可直接
摇树捕之；胸径超过 10公分的大树，可用竹竿
绑铁钩，制成长柄的“摇树器”振落成虫捕之。

虞化学防治。应用绿色威雷防治天牛成
虫，在天牛成虫羽化始盛期还没有产卵前，在
树干或大侧枝上喷洒绿色威雷 200耀300 倍液
杀灭成虫。

愚药签防治。树干有新鲜的天牛虫粪和木
屑排出时，用电工刀挖开蛀道口，将天牛毒签
插入或注入 2毫升敌敌畏原液，再用黄泥巴封
死洞口。

舆打孔注药法。在树干离地面 30 厘米处
钻深达木质部的斜孔，注入 20%吡虫啉或 40%
氧化乐果原液，用药量：一般 0.3耀0.9毫升每厘
米胸径，也可从排粪孔直接注药，再用黄泥巴
封口。

三、其他虫害病：溃疡病、烂皮病、黑斑病
等，防治方法如下：

淤选用抗病性强的杨树品系造林。
于加强抚育管理，促使林木生长旺盛，提

高抗病能力。
盂对移栽大苗，早春刷白涂剂，或用 0.5

波美度石硫合剂，或 1:1:160波尔多液喷干，预
防感染。
榆病斑刮除：对于抗病性较强品种的病

树，可用小刀或钉板将病部树皮纵向划破，划
刻间距 3耀5 毫米、范围稍超越病斑，深达木质
部。然后用毛刷涂以所选择的药剂，涂药后再
涂以 50耀100ppm赤霉素，以利于伤口愈合。
虞化学防治：发病高峰期前，可用 1%溃腐

灵稀释 50耀80 倍液涂抹病斑或用注射器直接
注射病斑处。还可用 70%甲基托布津 100 倍
液、40%多菌灵 50 倍液或 2：2：100 波尔多液
等喷洒主干和大枝，阻止病菌侵入。秋末在树
干下部涂上白涂剂，白涂剂制作方法：按生石
灰 1份，食盐 0.3份，水 10份的比例配制。
结语：
随着堤防树木种植数量和规模的扩大，树

木的病虫害也逐渐增加，这对于堤防水土保持
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堤防养护管理人员应采取
有效地措施保障堤防林木的健康生长，在今后
的堤防养护工作中，需要做好树木病虫害的预
防和治理工作。

参考文献：郑世锴《杨树病虫害防治》
李继业等《堤防工程的养护修理》

（作者：山东省枣庄市安澜水利工程处）

爱心人士胡俊昌捐赠家乡学校先进教学设备

情系桑梓，爱心人士胡俊昌捐赠 24 万元，为家乡学校购买
先进电子白板，支持家乡学校发展。

办学是福泽后代的大事好事，兴教办学可以
促进社会进步。长期在外地打拼，凭着勤劳和聪
明的才智，在收入略微好转的情况下，创办有北
京世纪君联公司的胡俊昌，不忘地处农村的家
乡———河南省安阳县崔家桥镇康宋村小学，不忘
给孩子们造福，于是在 2013年 11月初专门来到
学校送来了 6 套新型交互式电子白板、7 台电
脑、3台空调、1000多册图书，还为学校安装了 8
个防盗门、48个防盗窗，总价值达到 24万元。他
对学校领导李艳娜说：“我要尽力资助家乡教育，
为孩子们创造良好的学习条件。”胡俊昌还表示：
孩子的教育是最重要的事情，希望在外经商、以
及成功人士能够多多关注家乡教育事业，更好的
回报家乡。他说今后将继续关注学校发展，为学
校继续捐赠。

这些设备的到来，正好赶上国家对安阳县义
务教育均衡发展验收，真是雪中送炭，可以更好
地用于改善教学条件，解决学校多年来的信息技
术教学难题，受到师生们的热烈欢迎，让学生们

享受到现代化的教育，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提供了更多的硬件

设施。 （薛金山）

张店八中铮铮誓言绽放青春
11月 22日，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第八中学隆重举行第

四届新团员入团宣誓仪式。鲜艳的团旗下，老团员代表庄重
地将团徽佩挂在 260名新团员胸前。全体团员面向团旗庄
严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坚决拥护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遵守团的章程……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用青春喊出了生命最美的音符，铿锵誓言久久回荡在校园，
震撼着在场的每一位师生。(王圣)

齐陵中心小学特色大课间展风采
为营造充满活力、健康向上的校园体育文化氛围，山东

省淄博市临淄区齐陵中心小学近日拉开了“特色大课间”活
动的序幕。开展以古诗韵律操、跳皮筋、花样跳皮筋为载体
的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体育锻炼活动，实现“班班有活动，
人人有项目”的目标，提高学生的健康水平，激发了学生运
动的积极性，为大课间活动增添了新色彩。

（张凤叶）
苗苗幼儿园举办“大手拉小手”运动会

日前，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城南苗苗幼儿园成功举办
了“大手拉小手一起来运动！”第二届亲子运动会。本次运动
会根据幼儿年龄特点设置了抱娃娃、推小车、袋鼠跳、梅花
桩、托球平衡走等 10 多个项目，并为 200 多名家长设置了
拔河比赛、抢椅子等项目。此次运动会锻炼了幼儿的体质，
增进了家长对幼儿园工作的了解和支持。

（耿艳芹）
城南中心学校争做勤俭节约好少年

日前，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城南中心学校开展了内容
丰富、形式多样的勤俭节约主题教育活动。举办艰苦奋斗励
志教育、节约能源科普知识等内容的讲座，组织开展“节水
节电周”“节粮周”“节约校园倡议书”、“勤俭节约，从我做
起”主题班会、光盘行动等活动，使每个学生意识到勤俭是
一种文明，是一种美德，要节水、节电、节能、节钱，争做一名
勤俭节约的好少年。（汪波）

齐陵一中引导青年教师成长
日前，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齐陵一中多措并举培养青

年教师，全面促进师资队伍建设。一是开展师徒结对活动。
为青年教师配上师德与业务过硬的师傅，互相签订师徒合
同，使青年教师迅速成长。二是启动青年教师培养的校本教
研活动。每位青年教师执教一节校内公开课，搭建展示才能
的舞台。三是定期召开教学经验交流会。

（张海荣）
般阳路小学落实冬季流行病预防工作

冬季是传染病的高发期，为防治冬季流行病蔓延，日
前，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般阳路小学严格落实预防工作，利
用班会、板报宣传等对流行病进行宣传，为教师办公室、各
班购买了消毒药品，定期为教室、办公室、楼道进行消毒，并
要求各班每天早晨、中午、放学前进行开窗通风，确保师生
的身体健康。 （陶宗霞）

北金小学多措并举预防流感
冬天来临，天气转冷，正是流感的高发期，为保障学生

的身体健康，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北金小学利用国旗下讲
话、校宣传橱窗和班级宣传栏等平台向学生宣传流感的防
控知识，不断增强学生自我防护意识和能力，培养学生养成
良好的卫生习惯。同时，组织各中队开展"关爱生命，预防流
感"主题班会，通过观看《预防流感科普片》，让同学们科学
认识流感，积极预防。 （李倩）

齐陵二中开展消防志愿者活动
日前，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齐陵二中积极开展消防安

全月志愿者活动，组织学校学雷锋志愿服务队，进行消防知
识宣传、消防隐患排查、消防设施爱护、消防演练协助、消防
秩序维护等志愿服务，旨在发挥志愿者活动来源班级基层
一线、方便联系师生、活动方式便捷灵活的特色优势，进一
步细化强化、规范提升消防安全，着力构建消防安全群防群
治的工作格局。 （刘长新）

朱台中学“大阅读”实现数字化

淄博市临淄区朱台中学为了让阅读与学生的成长融为
一体，将认真落实“周月季”读书计划———每周背诵一首古
诗、每月阅读一份报刊杂志、每个季度阅读一部名著落实到
具体的成效上，学校在办公平台上建立了书香校园网，为师
生专设了“我的书斋”，导航栏中同设置了“阅读指导、含英
咀华、好书推荐、书香班级、悦读会、书香家庭”等板块。这一
平台的搭建，有效地促进了书香校园建设建设工作。

（李国峰）

仉行幼儿园冬季趣味运动会
临淄区辛店街道仉行幼儿园为了增强幼儿体质、促进

幼儿健康成长，开展了以“我运动、我健康”为主题的冬季趣
味运动会。本次活动以“面向全体幼儿，人人参与趣味运动”
为活动宗旨，以集体游戏、器械表演等为主要形式开展各项
健体活动，活跃幼儿园文化生活，激发幼儿对运动的浓厚兴
趣，培养了幼儿团队合作意识。(王志明)

山东省乳山市黄山路学校开
展“防诈骗宣传讲座”活动
为切实提高小学生的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近日，山东省乳

山市黄山路学校邀请了商业街派出所民警到校做“防诈骗宣传”专题
知识讲座。

活动中，民警从“刷卡消费”诈骗、“引诱汇款”诈骗、“电话欠费”
诈骗等二十四电信诈骗常用手段向学生进行了一一介绍，提醒学生
要提高警惕，加强自我防范，防止上当受骗。民警还从“九种街头诈骗
手法”向学生进行了讲述，并结合案例有针对性地讲解基本防范知
识，传授基本防范技能。最后，民警向学生发放了防诈骗的相关宣传
资料，要求学生向亲戚、朋友进行宣传，提醒广大市民引以为戒、谨防
受骗。 （段小霞）

贵州余庆县凉风小学开展行风评
议活动

为了切实做好行风民主评议工作，切实加强行风建设，11 月 4
日下午，余庆县凉风小学全体教职工开展了行风评议活动。

会议组织学习了《教育局关于认真开展教育实践活动工作的通

知》，《县教育局关于认真抓好民主评议行风工作的通知》，《教师职业

道德“十不准”》等内容。

全体教师完成了“教师四风建设自查自纠表”和“2013 年教育系
统政风行风状况调查表”的同时，根据自身的情况进行了自查自纠，

通过此次活动，不仅是对自身一次思想和行动的认识，同时也给同事

之间、老师和学生一次零距离沟通。为学校的和谐发展打下坚实的基

础。 （黄德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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