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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人们对饮食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水稻是栽培面积最大的粮食作物,
绿色栽培生产出来的稻米深受人们的青睐。由于现阶段农户的种植理念和管理水平较落后,有必要对水
稻绿色高质高效栽培技术进行大力推广,这样不仅可以改善环境,而且能提高人们的饮食品质,增加农民
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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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living standards continue to improve, people’s diet requirements are also higher and higher.
Rice is the largest grain crop in the cultivated area, and the rice produced by green cultivation is deeply favored
by people. Due to the backward planting concept and management level of farmers at the present stage, it is
necessary to vigorously promote the green, high-quality and efficient cultivation technology of rice, which can
not only improve the environment, but also improve people's diet quality and increase farmers' in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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