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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影响概述篇 

1. 疫情对竹笋生产管理的影响主要有哪些方面？ 

疫情本身对竹子和竹笋生长未形成影响，但由于疫情一定程度上

限制了农事活动，从而使得竹笋生产抚育与采收管理不及时或不到

位，尤其是对正值笋期的雷竹、毛竹等散生型竹种影响较大。主要包

括：（1）竹笋生长与抚育方面，疫情使得林下砍杂、笋期水肥作业等

管理措施受限或滞后，竹笋生长和林分生产力都会受到一定影响；（2）

竹笋采收方面，春季是多数散生竹种的出笋期，因劳动力和市场销售

问题，导致竹笋产量和竹农收入降低，投入成本较大的覆盖竹林在这

次疫情中受影响尤为明显，同时采笋不及时还改变了竹林立竹度和林

分结构，需要疫后作业予以及时调整；（3）采收成本与作业风险方面，

由于竹笋生长快，采收集中，疫情背景下，采收成本上升，且有一定

风险性；（4）笋期病虫害方面，由于采笋作业受影响，退笋率较正常

情况下会有升高，对病虫害防治带来一定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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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疫情对竹林抚育经营的影响主要有哪些方面？ 

疫情造成竹林经营劳动力不足和竹产品市场流通下降，致使竹林

正常经营活动不能够按照竹子生长节律开展，对竹林的经济产出和竹

林生产力造成潜在的影响。主要包括：（1）疫情限制了劳动力供给，

造成砍杂、施肥等作业不能及时实施，对生产力造成影响；（2）竹林

留笋和采伐受到一定限制，影响竹林动态结构的及时调整；（3）疫情

导致毛竹春季造林延迟，造林成活率降低。 

 

3. 疫情对竹林复合经营的影响主要有哪些方面？ 

竹林复合经营主要包括竹菌、竹药、竹草和竹林康养等多种经营

利用模式。由于受疫情的影响，各地人员管控严格，临时用工紧张、

销售渠道不畅、原料采购运输困难等，竹菌复合经营受当前疫情影响

最为明显。主要包括：（1）林下菌菇出菇时间集中，劳动力不足，不

能及时采收会造成产量降低，带来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损失；（2）大量

鲜菌菇销售不及时，若不能科学妥善加工保存，会导致产品积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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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极大的经济损失；（3）种苗和食用菌生产原料加工运输困难，对即

将开展的菌菇下种和药用植物栽植也产生了影响。 

同时，随着国家对野生动物养殖的严格控制，为竹林鸡养殖等林

下养殖业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疫情过后，健康势必成为全国人民最

关注的话题，也将为森林康养产业带来良好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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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笋生产管理篇 

4. 疫情期间竹笋采收作业有哪些变化？ 

疫情限制了竹农活动和林间作业，与正常状态相比，疫情期间竹

笋采收应注意以下两点：（1）采笋抓关键点，减少作业次数和时间，

根据竹笋生长和退笋规律，可以在出笋初期和末期集中采笋，盛期以

留养母竹为主。（2）未及时采收的竹笋将长成新竹，导致竹林立竹度

增大，影响来年产量，因此应该在疫情过后及时进行结构调整，做到

立竹度科学、年龄结构合理、空间分布均匀。 

 

5. 疫情影响采笋怎么办？ 

我国竹子种类丰富，笋期跨度较长，如果疫情耽误了最佳采笋期，

未能及时采收的情况下，可适当延迟采收，晚采且偏老的竹笋，可通

过制作笋干等方式消费。此外，对于长成幼竹的竹笋，除合理留养外，

多余的应剔除，避免影响明年竹笋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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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疫情期间竹笋采收如何做到安全快捷？ 

避免人员聚集，根据区域疫情风险等级，在当地主管部门指导下

积极恢复生产，固定作业人员，按笋期集中采收，统一管理，减少参

与人数和出工次数。 

 

7. 疫情期间春笋采收作业可进行哪些调整？技术要点是什么？ 

春笋一般以笋尖出土 15 厘米左右时采挖，质量好，产量高，经

济收入高。春笋已裸露地表，只需适当挖去笋基部一些泥土，即可挖

起。正常情况下，春笋除出笋盛期中、末选留养竹之外，均应及时全

部采收，一般出笋早期 3-5 天挖一次，出笋盛期则 1-2 天挖一次，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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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期 2-3 天挖一次。由于疫情影响，可适当降低采笋频率，单次采笋

强度可加大。 

 

8. 疫情影响林下杂灌不及时清理会影响春笋产量和品质吗？  

笋用林下杂灌不及时清理，会降低春笋产量，对品质也会产生一

定影响，同时影响春笋采收。应尽可能在春笋出土前，清除杂灌，以

保证春笋的产量和质量，创造良好的春笋采收环境。清除的杂灌，粗

大的灌木可移出竹林，小灌木和杂草可留在林内做绿肥补充林地养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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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如何应对疫情导致笋用林不能及时收获？ 

由于未及时采笋形成新竹，会直接导致竹林立竹度增大，从而影

响笋用林来年产量，因此应该在疫情过后及时对笋用林进行结构调

整，采伐老竹、病竹，同时采伐生长不良和过密的新竹，做到立竹空

间分布均匀，年龄结构合理，以保证科学的竹林密度。 

 

10. 疫情期间春笋储藏的方法和技术要点有哪些？ 

春笋储藏主要有沙藏法、封藏法、盐水保鲜法、冷藏处理、蒸制

法等。推荐成本较低简易的沙藏法，技术要点：取废旧木箱或硬纸板

箱，底部铺 7-10 厘米湿沙，以不粘手为宜，选完整无损的竹笋，笋

尖朝上排列在箱中，将湿沙倒入笋体空隙并拍实，上面覆盖湿沙 7-10

厘米，打紧压实。箱子体积大时也可多层排放，置低湿阴暗无光无风

处。此法可贮存 1-2 个月，最长 2-3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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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疫情状态下如何拓展鲜笋的销售渠道？ 

疫情影响商品物流，而鲜笋不耐储藏，应当做到：（1）拓展线上

销售渠道，减少人员接触机会；（2）发挥合作社和林业站的联络作用，

与超市和市场做好链接；（3）不能及时售卖的鲜笋，可冷藏或晒制成

笋干，另行销售；（4）建议对竹笋运输开通“绿色通道”，由当地林

业主管部门开具证明，实现供需对接，保障市场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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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疫情期间未及时售出的鲜笋可制作笋干，其技术要点是什么？ 

笋干是经人工筛选-蒸煮-腌制-干燥、以盐为保鲜剂而成的笋产

品。具体步骤是：原竹笋挑选分级→切端→剥壳→切条→水煮→烘干

或者风干→检验→成品。笋干制作原料选择很关键，选择鲜嫩、长短

适宜、无污染、无病虫害的鲜竹笋为原料，将剥好的竹笋洗干净后切

片，放盐蒸煮，干燥后密封保存。 

 

13. 疫后如何改善毛竹笋用竹林土壤条件降低疫情影响？ 

笋用林应维持土壤疏松、地下空间充裕、肥料充足，以利于竹鞭

生长和孕笋。一是在疫后开展劈山、除草作业，二是秋冬季进行深翻

松土，挖除老竹鞭、竹蔸和消除土中石块，增加土壤孔隙度，提高林

地保水、保温和透气能力，促进竹鞭生长，保障来年林分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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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疫情过后如何通过施肥作业降低笋用林来年损失？ 

竹林施肥的时间、次数及施肥量要根据竹子生物学特性及培育目

标确定。按笋用林施肥要求，在春施催笋肥、夏施换叶肥、秋施孕笋

肥的基础上，鞭笋挖掘季节还可施“发鞭肥”。 

 

15. 因疫情不能及时采收毛竹春笋，有什么应对措施？ 

毛竹春笋生长阶段可以分为初期、盛期和末期 3 个阶段。初期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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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较少，养分充足，退笋率低；盛期笋数量最多，健壮肥大、成竹

率高；末期笋因养分争夺，退笋率高。因疫情影响，建议采挖末期春

笋，有条件的区域，可对初期笋和盛期笋进行疏伐；疫情结束后，应

及时伐除竹林中老、弱、病竹，疏伐密度过大区域的部分竹株，保障

竹林科学密度和均匀度。 

 

16. 疫情后笋用林如何加强病虫害管理？ 

加强病虫害防控通过开沟排水使竹鞭和竹笋处于通风透气的条

件，改善林地环境，减少发笋成竹期病虫害的发生。可用 40%的拌种

双可湿性粉剂喷洒土壤消毒，防治竹笋腐病。对于竹笋夜蛾、竹螟、

竹蝇和竹象等虫害，应该及早挖除退笋，消灭笋内若虫。在竹螟、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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笋夜蛾等成虫羽化高峰期，可用黑光灯诱杀成虫。 

 

17. 3 月中旬至清明前是绿竹林丰产培育的关键期，如何应对？ 

因疫情影响，工人不能大量上山作业，扒土、晒目、施肥等重要

经营措施相对延迟，各项管理工作滞后会对今年产量产生不利影响，

可适当缩短扒土晒目时间，如果来不及施肥，可结合采笋进行施肥。 

  



13 
 

18. 如何避免疫情期间覆盖笋采收不及时的产量损失？ 

毛竹林覆盖在 2019 年 11 月中下旬已完成，1 月中旬已有少量竹

笋产出。疫情发生以后正值覆盖毛竹林出笋盛期，及时挖笋至关重要。

对于覆盖面积较大的地区，可采取轮流挖笋的方式进行，相邻地块的

农户尽量不在同一天挖笋，农户可自行商议挖笋间隔天数（2-3 天），

分散、轮流挖笋。挖笋时建议将地块内所有竹笋全部挖取，避免遗漏

的竹笋在下次挖笋前出土，影响品质。同时，挖笋时注意将竹笋整体

挖取，勿伤竹鞭，对箨叶没有露水或失去光泽的退笋要及时打掉。 

 

19. 出笋盛期竹笋产量大，如何做好防护同时提高效率？ 

虽然竹林通风条件良好，但为了疫情防控，应给每位采收人员分

发防护口罩，采收时分区域安排工人，拉大人员间的间隔距离，尽量

避免人员相对聚集，运输和采收人员合理分工，提高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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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疫情期间覆盖毛竹笋用林应如何施肥作业？ 

覆盖毛竹林一年施肥 4 次，分别为：笋穴肥、笋后肥、孕笋肥和

覆盖肥。目前，疫情主要影响笋穴肥的施用，建议尽早准备肥料，避

免疫情影响后续施肥。具体施肥方法：（1）笋穴肥：挖笋时，在笋穴

内施复合肥每穴约 25 克，注意不要使肥料直接接触竹鞭，避免灼伤

竹鞭；（2）笋后肥：6 月份，在春笋结束后到入梅前，结合林地垦复，

沟施或撒施经腐熟的畜肥，翻入土中，每亩施肥 2000 公斤；（3）孕

笋肥：9 月，每亩撒施复合肥 100 公斤；（4）覆盖肥：11-12 月覆盖

前，待林地浇透水后，每亩施畜肥（最好是羊粪或鸡粪）2500-3000

公斤和复合肥 50 公斤。 



15 
 

 

21. 疫情期间覆盖毛竹笋用林水分如何管理？ 

若久晴无雨，土壤干燥，笋芽膨大受抑，此时应浇水灌溉，浇水

量以浇透为宜。若雨水过多，林地易积水，要事先开好排水沟进行排

水，以免引起烂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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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笋期结束后覆盖物应如何处理？ 

春笋自然出笋结束后，移去覆盖物，收集上层的部分砻糠，下半

年覆盖时再用，同时结合林地垦复将已腐烂的稻草翻入土中。若此时

疫情还未结束，采取分散、轮流的方式进行。同时，分区域收集覆盖

物，拉大人员间的距离，避免人员聚集。 

 

23. 疫情期间覆盖竹林温度应如何控制？ 

一般覆盖后，竹农会在覆盖林地插入温度计，实时监测温度，覆

盖温度应保持在 18℃左右为宜。温度低时，可增加砻糠来保温；温

度高时，可减少部分砻糠来降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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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疫情期间应如何准备下半年的覆盖材料？ 

覆盖材料一般为稻草、竹叶、麦壳、砻糠等。受疫情影响，覆盖

材料必将供应紧张，因此应提早采购，并保持材料的干燥。另外，上

半年覆盖结束收集的部分砻糠，可供下半年覆盖用。 

  

25. 疫情影响下如何建设毛竹笋用林示范基地？ 

以桂东北地区笋用毛竹林扶贫示范基地建设为例：一是科学选

址，基地选址应遵循交通便利、靠近水源、坡度较缓的竹林（坡度小

于 25 度）；二是合理密度，竹林立竹密度在 11 月至翌年 1 月结合伐

竹逐步将密度控制在 140-160 株/亩，胸径 9-10 厘米，年龄结构为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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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II=1：1：1；三是提高早出冬笋产量，具体经营措施参照《毛竹

笋早出培育技术规程》（DB34 /T 2114-2014）和《毛竹笋用林栽培技

术规程》DB33/T 333-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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