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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今年4月份首次通报人感染H7N9流

感病毒以来，中国已有逾140人陆续感染，家

禽交易市场渐成关注焦点。研究禽流感超20

年、华南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首席专家、禽

流感专家组专家毕英佐对近来诸多常被提及

的观点都“有话要说”。他援引近期研究称，人

源和禽源毒株“高度同源”说法错误，活禽接触

史也不能“牵强附会”，避免接触活禽是完全无

根据。他提出，过度反应会浪费资源。

毕英佐一直关注近期权威杂志对H7N9

的研究。他从Science上近期发表的研究论

文和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高福的团队

从人分离的病毒等研究中得出推断，病毒

HA蛋白226位为天冬酰胺，而禽鸟相应位置

为亮氨酸。“150多病毒发生同一变异，从亮氨

酸突变成天冬酰胺的概率几乎为零！说明

人、禽源病毒根本不是一个病毒，所谓从人、

禽分离的毒株‘高度同源’本身就是错误的，

只能说是相似。”毕英佐说。

毕英佐提出，活禽接触史是发生人感染

病例后集中被调查的对象之一，“患者到访活

禽市场”、“去农家乐吃鸡”、“曾吃鸡腿”等说法

被放大。一些被感染对象的活禽接触史并不

明确，不能牵强附会。毕英佐认为，“避免接触

活禽”等提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且病毒耐冷

不耐热，所谓冰鲜鸡绝对安全，这种说法“也是

错误的，杀了鸡不代表病毒不存在了”。

不过，从家禽交易市场环境样品中分离

到病毒仍是不争的事实。因此，毕英佐赞成

推行“一日一清洗、一周一消毒、一月一休市”

及活禽不过夜的措施“且要长期推行，全国推

广。”因为，“不接触活禽，全国7000万家禽从

业人员何去何从？我们应接受甲型H7N9流

感长期存在的现实，预防常态化，要打持久

战，不要指望突击歼灭战可以一劳永逸地解

决问题”。 （阳广霞）

今年的鸡蛋行情可谓虎头蛇尾，一疲到

底。那么，明年的鸡蛋市场又会出现怎样的

变化？

成本上升价格降

在去年冬季高蛋价的影响下，人们的养

鸡热情一度被提高。尤其在H7N9疫情发生

后，不少人看好后市行情，在这种情况下，进

鸡可以用“疯狂”来形容，无论雏鸡还是育成

鸡统统脱销，一直持续到6月份，热情才慢慢

减退。

与之相反的是蛋价，春节之后，本来好好

的蛋价在H7N9的打击下像个晚期癌症患者

一样萎靡不振，更像一台制动失灵的下坡车，

加速下行。即使在清明和端午节，大家望眼欲

穿的涨价也没有如期而至，依然在低谷徘徊。

与蛋价跌至冰点不同的是，今年夏季，不

少地方延续了40多天的高温。虽然在8月

底随着气温的下降，蛋价开始一轮中秋节前

的例行上涨，但时间短、上涨幅度小，亦是杯

水车薪。随着双节后消费淡季的到来，蛋价

很快就下滑到综合成本线边缘。与此同时，

豆粕价格也是突飞猛进，上涨幅度每吨达到

千元，现在依然在每吨4200元左右。本年度

在长达大半年的时间里，蛋鸡养殖户受到成

本上升和产品价格下降的双重挤压。

补栏积极性不高补栏积极性不高

统计数据显示，通过蛋价低迷加成本上

升的洗礼，散养户今年的存栏量开始下降，多

数养殖户的补栏积极性不高。

从鸡苗销售情况来看，上半年是“一苗难

求”，即使出高价，也须提前两个月预订；到了

下半年，情况刚好反过来了，鸡苗随时都有，

而且其价格比蛋价更惨。新增后备鸡补栏无

明显积极性，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行情持续

低迷，二是以目前蛋价来看，养鸡与其他行业

相比已经没有优势可言，三是连续两年大部

分时间蛋价持续偏低，对后市的担忧情绪增

加了散养户和小型养鸡场的疑虑心理。

明年“五一”行情或好转

行业人士分析认为，明年鸡蛋价格的走

势应该是前低后高，中秋到春节期间发飙。

随着去冬今春所进的鸡被陆续淘汰，行情会

慢慢好转，排除突发事件因素，快则在“五

一”，慢则在7月。该人士进一步表示，大部

分地区元旦后仍将以弱势稳定为主，春节过

后，蛋价不排除再次跌破成本的可能，甚至机

率极大。至于明年是否会出现像2010～

2011年那样的牛市，主要由明年春天的进鸡

情况以及今冬明春的疫情来决定，整个经济

形势和政策走向的配合也很重要。

（据中国畜牧网）

灭活疫苗的免疫效果在推

行数年之后，饱受专家质疑。专

家建议，在蓝耳疫苗的选择上，

仍应该使用活疫苗，应该选择安

全性较好的疫苗，但不能过度使

用活疫苗。

“猪蓝耳灭活疫苗已几乎无

效，蓝耳灭活疫苗强制免疫应该

取消，我曾就此向农业部提过建

议。”中国农业大学杨汉春说。

对此，农业部种猪质量监督测试

中心（广州）樊福好博士与广西

大学刘芳教授都深表认同。

蓝耳病毒的重组变异是蓝

耳防控的难点，专家们一致认

为，猪场频繁更换蓝耳疫苗、减

毒活疫苗过度免疫是导致目前

蓝耳病毒变异速度加快的根本

原因之一。杨汉春建议，猪群每

年免疫一次蓝耳疫苗就可以，最

多免疫两次，稳定之后就要停止

使用疫苗。经产且抗体阳性母

猪群不免疫，后备母猪可在配种

前1～3个月免疫一次。

另外，引种带来的疫病防控

难度增加的问题也越来越明

显。“我曾经碰到一个猪场，抗原

检测发现存在多个蓝耳毒株，究

其原因，就是从5个猪场多次引

种造成的。”杨汉春说。他建议，

对引进种猪隔离一个月以上，再

进行驯化。 （何觅之）

滑县大寨乡养殖户王斌问：

近段时间自家养猪场内有大批

中猪咳嗽，该如何应对？

答：应从乳猪阶段开始预

防，饲料中添加有效抗支原体、

抗菌药物。在猪群 13～14 周

龄、17～18周龄饲喂加药饲料各

一 周 ，药 物 可 用 ：支 原 净

100ppm+金霉素400ppm或支

原 净 100ppm + 强 力 霉 素

150ppm。也可在保育阶段添

加，支原净 50ppm +金霉素

300ppm，连用 4周，或支原净

100ppm+金霉素400ppm，连

用1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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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鸡蛋价格预测

监测数据显示，近日全国鸡蛋均价为

4元/斤，环比微跌0.02元/斤。同时鸡蛋

期货价格大幅下跌，日跌幅达到2.85%。

数据显示，国内蛋鸡存栏量同比减少

10%～20%。这从根本上决定了国内下半

年鸡蛋供应的短缺。同时冬季蛋鸡产蛋

率下降，也加剧了鸡蛋供应的减少。随着

元旦和春节临近，鸡蛋的消费量增加，现

货市场的采购积极性上升，各大食品加工

企业开始采购年底和明年初生产使用的

原材料，拉动鸡蛋价格近期上涨。

鸡蛋期货上市一个多月，总成交量

已达300万手，成交金额为1200多亿元，

日均成交量为11万手。鸡蛋期货生而逢

时，上市时正赶上蛋价上涨，但从市场表

现看，鸡蛋价格的上涨基础仍较为脆弱，

近段在高位振荡整理后，近日大幅下

挫。近期江西、深圳等地相继出现的禽

流感感染病例，将加重人们的担忧情绪，

进而削弱对鸡蛋的消费意愿。

建议从业者时刻关注疫情变化，加

强饲养管理，淘汰低产鸡群。（牧行）

禽流感来袭打击消费
鸡蛋价格或继续回落

日前，由淡水渔业研究中心生物技术

研究室丁炜东等发明的“一种中草药配方

用于推迟黄鳝性逆转时间的应用及用其制

备的饲料及其实施方法”获得国家发明专

利授权，专利号“ZL 2012101347803.5”。

本发明提供一种中草药配方，包括熟

地黄、山茱蓃、山药、枸杞子、甘草、茯苓，将

其打碎混合均匀后，按3%～5%的重量比

拌在黄鳝饲料中。同时选取规格一致、体格

健康的2年龄黄鳝，于每年6～11月人工喂

含3%中草药的饲料；11月至第二年4月，越

冬期停止投喂；第二年5月开始继续投喂含

5%中草药的饲料。本发明能使黄鳝亲本的

性逆转时间推迟半年以上，雌性率达到

96%以上；雌性黄鳝亲本的繁殖力提高

30%以上，苗种数量提高23%以上，可满足

规模化养鳝的需求。 （水产科学研究院）

潘积信的养殖场位于广东省高州市石

鼓镇境内一片开阔的平原处，养殖场周围

都是农田，空气清新环境优美。经过潘积

信的指点，才发现每口鱼塘的角落处都隐

藏着一口水井。

给鱼儿“喂”井水，潘积信说是为了给

鱼儿保暖。迄今为止，潘积信已经养了20

年的罗非鱼，养殖的起初两年是抽河水入

塘，但他发现只要入冬气温骤降，鱼塘的温

度也跟着下降，耐寒性不强的罗非鱼很多

都难以保命。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灵机

一动，想出了挖井抽井水养鱼的方法。“据

我观察，井水温度常年维持在22℃左右。

冬天气温低的时候，边排水边进水使鱼塘

保持一定的温度，平时如果发现塘水过肥

了就抽井水入塘换水。”潘积信介绍道。

2008年寒灾期间，茂名很多罗非鱼养殖户

都损失惨重。靠抽井水保暖，潘积信养的

鱼受到的影响却较小，在市场供应量骤降

的情况下他的罗非鱼卖出了好价钱。

“除了抗寒，井水养鱼还有另外两大好

处：安全、环保。”潘积信说，尽管他的养殖

场远离污染源，但如果用河水养鱼，很难保

证抽取的河水中不含有附近村民的生活污

水，处理河水又要浪费人力物力。水井深

达12米，井水受到的污染很少，与河水相

比的确干净安全很多。用井水养殖后，鱼

较少发病，潘积信认为可能与井水中含有

丰富的矿物质有一定关系。潘积信介绍

说，他在养鱼过程中只往鱼塘投放食盐和

石灰，一般在干塘后回苗前投撒食盐，石灰

则是隔15～20天投撒一次。 （刘怡）

近几年来水产养殖业面临最大的难题，

无疑是病害问题。近日，上海海洋大学王武

教授提出的“净水渔业”的观点，给业界提供

了一条可供探讨的思路。

据介绍，在我国不少地区，有很多水库、

河道、湖泊用于水产养殖，由于长期大量投

饵、大量用药，导致富营养化

严重、生物种群崩溃、藻类大

量孳生，并引发了一系列的食

品安全、水质安全问题。

“净水渔业追求的是，同

时实现渔业生产和环境修复

两个目标，这样既满足了水产

品供给，又解决了食品安全问

题，渔业也得以可持续发展。”

王武以大水面养殖水体为例介

绍，不放养草食性鱼类(草鱼、

团头鲂等)；增放养滤食性鱼类

(鲢、鳙等)、食碎屑性鱼类(细鳞

鲴、鲫鱼等)、小型肉食性鱼类

(塘鳢鱼、黄颡鱼等)；增殖青虾、

河蟹、螺蛳等底栖类动物，以净

化水质，保持水产养殖业的可持续发展。

在此模式中，不养草鱼是为了保护水草，

放养食碎屑性鱼类和底栖动物是为了清洁底

层积累的残渣，其中较关键的措施是增加放

养小型肉食性鱼类，它们可以捕食大量的小

型野杂鱼，这样就增加了浮游动物的数量，降

低了藻类生物量，达到了恢复水质的作用。

再配合有益菌类等微生态产品，可以实现无

公害、可持续养殖。

应用此种养殖方式最典型的例子来自安

徽省当涂县。当涂县河蟹养殖面积达25万

亩，但由于采用传统养殖方式，水体中水草消

耗殆尽，造成水体富营养化，蟹病暴发，70%的

养蟹池亏本。养殖面积缩小为15万亩，水体

严重污染，水质为Ⅴ类和劣Ⅴ类水，每亩200

元也无人承包。从2003年起，当地开始实施

净水渔业，经过3年时间，主要养殖区的水环

境转变为Ⅱ~Ⅲ类水质，水域生态系统初步恢

复，河蟹养殖水面从15万亩扩大到32万亩，

每亩承包费用从200元上升到1500元。“这是

我国第一个净水渔业模式。”王武说。

出于环保型渔业的宣扬，王武还介绍了

浙江地区稻田养鱼养殖模式：鱼吃掉田间害

虫和杂草，鱼粪肥田，鱼稻共生。近十年来，

稻田养鱼朝着规模化的方向发展，逐步实现

了以基肥、农家肥为主，水稻稳定增产，水产

品种也从草鱼、鲤鱼扩展到到黄鳝、小龙虾、

河蟹等品种。 （宝典）

专家发言

不过度使用，不频繁更换，不盲目引种

防控猪蓝耳病 活疫苗是首选

预防应常态化，清洗、消毒、休市制度要长期推行

杀鸡不代表禽流感病毒不存在

猪打针出现肿块怎么办？

汝南县官庄乡养殖户张山

奇问：治疗猪病，不免会给猪打

几针，但注射部位经常出现有肿

块的现象，表现为红肿、热痛等

炎症反应，严重时发生脓肿，使

局部组织坏死，影响猪的生长发

育。有什么不错的处理方法？

答：可以试试下面这三种方

法：一、敷土豆片。将肿块部位

被毛剪掉，清洗干净，取新鲜土

豆洗净切成薄片，其大小应比肿

块面积稍大，贴在肿块上，用胶

布固定，一天一片，2～3天即可

消除肿痛。二、局部涂药。将肿

块部位被毛剪掉消毒，取鱼石脂

软膏涂擦局部，每天2次，连续数

天可愈。三、排脓处理。用手按

住肿块，如有液体波动感或皮肤

表面出现白色脓点时，不应用上

述方法处理，而应取注射器抽出

脓汁或用手术刀在脓块下方切

一小口，排净脓汁，内添适量青

霉素粉剂即可。

如何鉴别母猪泌乳率？
延津县小店镇养殖户李洪

斌问：母猪泌乳力是种猪生产性

能的最直观表现，它对猪场的生

产效益至关重要。生产中怎样

鉴别母猪泌乳力高低？

答：生产中可以根据母猪的

食欲、膘情、乳房、背膘及其泌乳

次数和哺乳时间来鉴别母猪的

泌乳力高低。

具体来讲，哺乳期间母猪的

食欲比较旺盛，可食大量的青绿

多汁饲料或全价日粮，每日摄食

量在6公斤以上，在群体表现上

为母瘦仔壮，通常说明其泌乳力

较高。有的母猪怀孕期间增重

不明显，哺乳期间掉膘也不明

显，这样的母猪泌乳力通常不太

高。泌乳力高的母猪每昼夜的

放乳次数为28～32次，每次放

乳时间在20秒钟以上，泌乳力

低的母猪放乳次数少，并且放乳

的时间也短。如果母猪的乳房

丰满，间隔明显，乳头有光泽和

弹性，仔猪很少“叮奶头”，这样

的母猪一般泌乳量高；如果前后

乳头有仔猪“叮奶头”现象，常见

仔猪嘴含着奶头睡觉，或者仔猪

不时地哼哼到处寻找奶头，说明

母猪的泌乳量已经开始减少；若

整窝仔猪“叮奶头”，则表明母猪

的泌乳量很少。从外观来讲，一

般肩宽背厚、后臀肥大、全身肥

胖的母猪泌乳量少，而单背脊的

母猪泌乳量通常居多。

养猪场大批中猪咳嗽咋应对？

“净水渔业”是水产养殖未来发展方向

中草药配方
可推迟黄鳝性逆转

自由放养生猪
对环境影响更小

虽然生猪养殖产生的气味让人们感到

十分不舒服，但是近日澳大利亚南昆士兰

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自由放养的生猪对

环境的影响更小。该大学农业中心对昆士

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等三个地区的农

场调研发现，自由放养的生猪产生的噪音、

气味以及粉尘都要小于圈养的生猪。（华洋）

抗寒又环保

广东农民井水养殖罗非鱼

热议

继提出免疫指数、健康指

数和免疫学上的暴发指数、传播

指数后，农业部种猪质量监督检

验测试中心基因分析室主任樊

福好博士近日又提出，唾液检测

中的抗体检测与血清学方法的

匹配性、吻合度能通过一个参数

给予指示。

通过检测唾液对猪群进行

健康监测，这在国内正式报告尚

属首次，但在美国已经在2年前

用于检测PRRS病毒，而在人类

医学上，唾液已经应用到检测艾

滋病。人们习惯的血清学检测

由于对血液采集技术要求高，对

猪应激大，一些猪场往往只在发

病时才对猪群进行检测，但如果

唾液检测法能适用，十分值得推

广。

血清学检测在猪群免疫监

测和疾病诊断中发挥着重大作

用，但由于血液采集对技术要求

较高，必须具备专用的血清分离

设备(如离心机等)，且操作程序

复杂，一旦发生溶血或污染，对

检测结果影响较大。人们一直

期望有新的检测方法，唾液学方

法是其中较有发展前景的方法

之一。

唾液学方法有很多优点：采

集的唾液可以直接冷冻，唾液中

的各种酶类(如唾液淀粉酶、碱性

蛋白酶)和抗菌物质可以使样品

保存更长时间；采集唾液的方法

简单，所以唾液学方法对机体无

任何损伤，不会造成猪只应激。

另外，唾液中的抗体以分泌型抗

体为主，对于免疫功能的解释具

有特殊的意义。

唾液采集的方法非常简单，

利用猪只的好奇心理以及嗜好

咀嚼的特性，采用纱布球采集唾

液。将纱布制作成纱布球固定

于金属线前端，猪只会主动咀嚼

纱布球，唾液将通过虹吸现象进

入纱布球内。将纱布球内的唾

液挤压出，释放至样品袋内，而

后将样品袋内的唾液转移至离

心管内检测即可。

（中牧）

12月11日，正阳县彭桥乡大刘村一片碧

绿的麦田中十几排白墙蓝瓦的标准化养殖场

房格外显眼，这是该村养猪能手王俊勇发展起

来的标准化万头养猪场。16个标准化养殖场

房里均配有锅炉、风机和水帘，设有专门的产

房、保育室、锅炉供暖、自动化无塔供水等设

备。养殖场的猪粪经无公害处理，统一进入一

个200立方米的大型沉淀池，再经干湿分离，

干粪用于种花、喂鱼，液体进入沼气池，产生沼

气用于做饭、供暖，沼液用于种菜、作地肥。目

前，王俊勇注册成立了公司，并申请注册了“正

鑫”牌生猪商标，年出栏生猪1.2万余头，收益

达1500万元。图为王俊勇在和技术员一起登

记繁育母猪生长情况。 王珺孔玮摄

正阳农民王俊勇
养猪年收益1500万元

生产标准化粪污无害化

操作简单，结果准确，猪只无应激

猪群监测新法 采集唾液来测

底层水：增
殖青虾、河蟹、螺
蛳等底栖类动物

上层水：增
殖 滤 食 性 鱼 类
(鲢、鳙等)

中上层水：
增殖食碎屑性鱼
类(细鳞鲴、鲫鱼
等)

中下层水：
增殖小型肉食性
鱼类(塘鳢鱼、黄
颡鱼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