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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

生产提醒
县乡来风

提起延津县，许多人会联想起“延津小

麦”，可在全国斗蟋蟀的虫友圈里，“延津蟋

蟀”却渐渐叫响，甚至还成了“名牌”。一只

蟋蟀少则3～5元，多则上百元，若运气好了

碰到极品则能卖到万元以上。今年市场上，

更是有农民抓的蟋蟀卖出了1.27万元的高

价。

延津蟋蟀得天独厚

“延津县地处黄河古道，特殊的生态环

境，形成大部分地域属于钙质壤土，良好的

土壤和气候使得蟋蟀优良的基因能够繁衍

传播。延津境内的蟋蟀是全国三大产地的

后起之秀，个头大，成熟早，牙坚硕，善打斗，

可与宁阳、宁津产地的蟋蟀媲美。”延津县蟋

蟀民俗文化协会王秋国会长告诉记者，

“1997年上海蟋蟀协会举办的斗蟋友谊赛

上，延津蟋蟀一举夺魁，从此名声大振，每年

都会吸引全国各地上万名‘蟋友’。”

据了解，延津县德士村蟋蟀市场成立于

1993年，历经20年的发展，现已颇具规模，

该县石婆固乡、司寨乡、班枣乡、胙城乡的村

民纷纷加入捉蟋蟀大军，不少人靠此脱贫致

富。

小蟋蟀带来大效益

在延津县僧固乡德士村蟋蟀市场，人声

鼎沸，公路两旁停满了牌照为京、沪、苏、鲁

等各地的车辆，来自北京、上海、天津、江苏

等地的200多家客商摆摊收购，抓了一夜蟋

蟀的农民与外地客商在商讨着蟋蟀的价格。

一说起捉蟋蟀挣钱，石婆固乡老仪门村

村民任小光兴奋地说：“有几个买家看过我

刚抓的这只蟋蟀，出价1000多元呢。我想

再多问几个买家，谁出价高就卖给谁！”他还

告诉记者，昨天卖了4只，挣了1000多元，

今天卖的这只蟋蟀，又是一个好价钱，我两

天挣了好几千元。光卖蟋蟀，这一季就能挣

1万多元，比外出打工强多了。

不仅如此，日益知名的蟋蟀市场也为村

民带来了不少商机。农家饭店、农家旅馆、

小商店等各种为外来客商的服务应运而生，

不少农民开始做起了蟋蟀捕捉工具的生意，

小巧精致的手电筒、撬棍、小网等成为当地

最畅销的产品。

政府规范蟋蟀市场

近年来，为打造蟋蟀产业品牌，使之尽

快成为县域经济新的增长点，延津县委、县

政府成立蟋蟀民俗文化协会，现有会员200

多人。为了避免资源枯竭和保护当地蟋蟀

品种，协会规定禁止贩卖雌蟋和幼蟋，禁止

在大田以外的蟋蟀栖息地喷洒农药，以确保

给蟋蟀生存、繁衍和生长创造良好的环境。

协会还远赴上海、天津、山东等地考察，免费

为农民开办蟋蟀培训班，聘请专家为农民讲

解蟋蟀的捕捉和辨别知识。

目前，在该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扶植下，

已经形成了11个蟋蟀交易市场，并为外来

购蟋蟀的商家提供一站式服务，据估算，蟋

蟀每年为当地带来近亿元的收入。

尉氏县近年来狠抓畜牧龙头

企业、标准化养殖小区和规模养殖

示范场建设，在由畜牧大县向畜牧

强县的跨越中取得了突出成绩。

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该县畜牧局

局长李瑞枝。

李瑞枝开门见山地说，尉氏

县的畜牧业有三大优势产业：一是

肉牛，二是生猪屠宰，三是蛋鸭混

养，是河南省肉牛养殖大县、全国

生猪外调大县、全国最大的蛋鸭混

养基地。资料显示，2012年~2013

年上半年尉氏县生猪存栏达206.1

万头，预计今年肉牛产量将达到

11.4万吨，禽蛋产量将达到10.7万

吨，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比重

有望达46.6%以上，持续保持开封

市畜牧业发展领先地位。

谈到发展畜牧业的措施和思

路，李瑞枝介绍说：按照现代畜牧

业发展的新要求，积极引导广大农

民发展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养

殖，构建产业集群，不断推进产业

化进程；以贾鲁河滩为依托，进一

步做大做强蛋鸭、肉鸭产业，使全

国最大的蛋鸭养殖基地更具特

色。截至目前，全县建成各类养殖

小区 121 个，规模养殖场达到

7390个，提高了规模养殖比重。

同时，进一步加强动物疫情防控和

食品安全，积极开展防控技术培

训，强化疫情监测、检疫监督、预警

预报、消毒灭源等措施，确保畜牧

业健康持续发展。

用特色突出、亮点纷呈形容

尉氏县畜牧业良好态势丝毫不为

过。李瑞枝自豪地说，今年，尉氏

县继续强化龙头带动，构建好3个

产业化集群。一是以中原皓月为

龙头的肉牛产业群，自2011年开

工以来，已带动豫东地区20万农

民从事养殖业，直接增收3亿元以

上。二是以河南雏鹰集团尉氏分

公司为龙头的生猪产业群，该集

团采用“公司+基地+农户”的经

营模式，投资4.37亿元在3个乡9

个村建设大型生猪养殖基地，年

屠宰生猪200万头，生产鲜肉15

万吨，年销售收入达40多亿元。

三是以兆丰园蛋品有限公司为龙

头的蛋鸭产业群，提高畜产品加

工档次和市场竞争力，使贾鲁河

滩蛋鸭混养基地饲养量从年产

600万只达到2015年的1000万

只，从而实现鸭苗、鸭肉、鸭毛和鸭

蛋产值10亿元。

“我们始终把延长产业链条

作为加快畜牧业发展的突破口，强

化辐射带动，构建产业集群，增加

规模效益，努力实现畜牧大县向畜

牧强县的历史性跨越。”李瑞枝最

后说。

今年国庆期间，我国多地生猪价格并

未出现养殖户所期待的节日消费带动生猪

收购热，其中西南地区生猪供应量上升，但

生猪出栏价在节后稍有回落；华南地区生

猪价格除了广东地区猪价回调以外，生猪

行情整体保持稳定；而华中、华北地区由于

生猪出栏量剧增，且生猪消费未明显上升，

生猪价格在7.8元/斤左右徘徊。另一方

面，国庆期间，各大交通要道拥堵，生猪运

输受阻，对局部地区生猪调入省产生一定

影响。

在无重大利好因素提振的情况下，下

阶段我国多地生猪价格将出现回调期，其

中，温氏、牧原等养殖公司已准备下调生猪

出栏价，预计下跌幅度控制在0.1元/斤以

内。由于国庆后交通顺畅后，本周猪价仍

有下滑的可能。养殖户应该继续做好饲养

管理，关注疫病发展形势防止饲料霉变，及

时调整存栏结构，适时出栏。 （奋强）

商水县城关乡圆通寺村村民王德广采取数控养蜂法，不断强化蜂群质量，目前，他家饲养的40多箱蜜蜂平均每年都可获利

3万余元，成为远近闻名的养蜂专家。图为9月30日，王德广在查看蜂胚。 刘飞 魏红摄

“在果树下面养鸡，鸡粪可以作为果树

的肥料，既解决了粪便污染，又减少了化肥

用量；果树下面的虫子较多，鸡吃了不仅可

以减少害虫，还降低了养鸡的饲养成本，而

且鸡肉还很鲜嫩生态。”10月4日，滑县高

平镇李堤村村民李秀英在该镇祥胜合作社

的林果基地里一边给鸡撒玉米粒，一边高

兴地向笔者介绍。

据合作社负责人李祥胜介绍，自开展

土地流转以来，他已经先后流转土地2000

余亩，先后种植了樱桃、晚秋黄梨、黄桃、葡

萄、核桃等多个品种的果树，今年在林下开

展生态养鸡，减少了林地害虫，抑制了杂草

丛生，培肥了土壤，提高了果园、林地单位

面积的收入，同时也为全镇近千名农户提

供在家门口就业的机会。

“我们这里全部是散养的柴鸡，没有喂

过饲料，周围好多乡镇的村民跑很远来购

买，图的就是放心、好吃。喂养一年的柴鸡

每斤售价25元，一只能卖七八十元，柴鸡

蛋是每斤12元。今年喂了6000只，老板

没少挣。”在该合作社打工的李朝恩是专门

负责柴鸡销售的。“我的工资每天80元，其

他人的每天也都在50元左右，忙的时候，

一天最多有180多人。”

据该镇畜牧站负责人马彩民介绍，在

祥胜合作社的带动下，该镇许多村民纷纷

发展起了林下生态养殖，目前全镇已发展

林下生态养殖基地3个，养殖规模上千只

的达46户，仅该镇李堤村的林下养鸡农户

就达18户，年存栏4万只以上，全村每年仅

林下养鸡一项实现销售收入近500万元，

每家养殖户平均增收1.8万元。（宋文辉）

听说商水县巴村镇城上村朱香红，善于

总结市场规律，巧发养兔财，近日，笔者慕名

前去取经。

朱香红的养兔场建在距村南半公里，周

围都是庄稼地，听说养兔场建在这里是为了

预防长毛兔感染疫病。正在整理兔毛的朱香

红拿着刚剪下的兔毛说：“这些兔毛是从两只

长毛兔身上剪下的，有7两重。按说，一只长

毛兔身上一次就可以剪下7两兔毛，但不能

一次剪完，要分两次进行，间隔一星期，目的

是防止长毛兔受凉感冒。”朱香红一下子为我

们揭开了长毛兔为什么都是半“裸体”之谜。

“这些母兔都是种兔，已经饲养四年了，主要

是用作繁殖，其次才是为了剪毛。这三四百

只母兔都是2007年从浙江以每对400元价

格引进的新品种，它们繁殖下的小种兔饲养

三个月后每对就可以卖到200元，每年能卖

种兔400多对，这是我发兔财的第一招。”接

着，朱香红提起一只未剪毛的母兔让我们看，

“马上进入冬季，是兔毛质量最好的季节。不

但质量好，重量也多。比起夏秋，每只成年兔

每次多剪2两多毛，价格也比夏秋季节的

贵。一年中，每只成年长毛兔要剪四次毛，平

均剪毛2.6斤。现在市场收购价每斤120元，

一只长毛兔每年产毛收入300元。我饲养的

长毛兔每年能正常剪毛的有500多只。但

是，我卖兔毛跟别人不一样，在兔毛价格落的

时候，我就把兔毛经过科学处理后装箱储存

起来，在兔毛价格理想的时候再卖出去，这

样，就减少了因市场因素带来的损失。这是

我发兔财的第二招。”

在朱香红的带领下，笔者来到兔舍的北

头。她介绍说：“这些都是自繁自养的杂交

兔，它的特点是抗病能力强、生长快、个大，

每只成年兔都在10斤以上。但是，为了避

免近亲繁殖，种公兔都是从浙江引进来的。”

“养兔技术强、风险大，重点是要把好防

疫关，一年三次防疫一次也不能少，而且还要

保证兔舍通风卫生，防止饲草和食料霉变。

说着容易做起来难，技术和经验也不都是从

书本上学来的，好些是自己经历失败后总结、

摸索和实践出来的。”朱香红说。 （乔连军）

个体户小规模饲养奶牛是我国目前乃

至今后一段时间内奶牛生产的重要方式，也

是农民发家致富的有效途径。但不少个体

饲养户因饲养方法不对路，致使养奶牛的经

济效益难以上去。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消毒意识不强不少养奶牛户认为奶牛

抗病力强，不必像饲养其他畜禽一样讲究环

境卫生消毒，其实不然。奶牛一旦发病死

亡，补救不及，损失惨重。因此做好奶牛饲

养环境消毒工作同样重要，冬春每周对牛舍

及周围环境消毒一次，夏秋每周消毒两次，

并做到饲料、饮水卫生，严防喂霉变的饲料。

奶牛过早配种不少饲养户在牛犊出生

未足18月龄，体重仅有250公斤时就配种，

第一胎常发生难产，阴户破裂，继发子宫内

膜炎，影响了下一胎正常繁殖。养奶牛户不

能急于求成，应加强牛犊、育成牛的饲管，待

其体重达350～400千克（为牛犊初生重的

10倍左右）方可进行初配。

超量挤奶一般奶牛泌乳期为305天，但

由于奶牛年龄、胎次、膘情及饲养水平等因

素的影响，有时泌乳期会延长或缩短。一些

奶牛户从产后一直挤到没有奶时方停止挤

奶，结果奶牛过度消耗体内营养，致使之后

发情不明显，性周期紊乱，较难受孕，进而影

响到泌乳量的提高。必须保证在泌乳期内

挤奶，让奶牛有充分时间弥补体内损失的营

养，为夺取下胎较高的产奶量打下基础。

干奶期减料 奶牛经过产犊泌乳，体内

营养损失多，加上怀孕、胚胎发育对营养的

需要，均需在干奶期恢复补充，不少养奶牛

户误认为不挤奶时应喂差些，从而大幅减少

精料喂量，结果造成临产前呈下等膘情，产

犊费时，牛犊体质弱、母牛产奶量低。奶牛

除刚干奶后几天和临时产前几天适当减少

精料喂量外，干奶期喂料量以占母牛体重的

0.8％～0.9％为宜。

系桩拴养大多数养奶牛户不分四季把

奶牛用绳系颈部拴养，不仅限制了其自由活

动，而且严重阻碍生长发育，导致日后奶牛

难产，胎衣不下，发情不明显，体质差等。应

让奶牛在栏内自由活动，定时饲喂，以保证

其旺盛的新陈代谢和食欲，最终保持正常繁

殖，提高抗病能力。

（白沙）

乳房炎为乳腺细胞及乳腺间

质的炎症。引起乳房炎症的病原

菌约85%为链球菌、化脓性链球

菌等，5%为葡萄球菌，其他有结核

杆菌、布氏杆菌、化脓棒状杆菌、大

肠杆菌、枝原体及霉菌等。

奶牛乳房炎所造成的经济损

失很大，首先是产奶量减少，其次

是病乳不能饮用，甚至传染给人疾

病。使用抗生素、磺胺类及呋喃类

药物治疗乳房炎，虽然能治愈该

病，但这些药物残效期长，原料奶

检验不合格，给奶农带来很大的经

济损失。根据多年的研究和临床

经验，用中药治疗奶牛乳房炎效果

好、无毒、无副作用，内服清热解

毒、活血消肿的中药处方如下：乳

香19克、当归31克、蒲公英31克、

双花31克、连翅25克、川芎25克、

甲珠19克、赤勺19克、桃仁19克、

红花 17克、甘草 13克、没药 19

克。一药两用，首先把中药放进铝

锅内煮沸5～8分钟，再把药汤灌

服。其次，把药渣装进毛巾或纱布

袋内，大约38℃～42℃时，用乳房

悬挂绷带敷于患病乳房上30～60

分钟。每日两次，3～5天为一个

疗程，轻者一个疗程基本治愈。

对于患急性乳房炎的奶牛，

可停止喂精料，每天增加挤奶次

数，挤奶时需先挤健康乳头，后挤

有病的乳头。 （胡庆利）

10月6日，在位于孟州市西虢镇的新绿特种动物养殖专业合作社，

饲养员正在给野猪喂食玉米。据该合作社负责人介绍，野猪养殖成本

低廉，防疫简单，且肉质鲜美，深受消费者喜爱，他们喂养的野猪每头毛

利润都在5000元以上。 贾黎明 摄

猪肉消费难有起色
市场整体供过于求

中国农业部监测数据显示，今年以来

生鲜乳的价格涨势明显。“十一”前后，国内

不少地方液态奶价格持续大幅上涨，一些

地方牛奶供不应求甚至出现“奶荒”。

业内人士认为，今年奶牛养殖效益较

差，导致奶农加速淘汰奶牛，加之今夏天气

异常、奶牛平均产奶量大幅下降，导致牛奶

收购成本提高。此外，除了疫病影响，牛肉

价格高企也让不少奶农加速淘汰奶牛。

多位专家指出，近期奶源持续紧张，一

些企业收购不到足够的生鲜乳却又想维持

正常的产量，可能会暗中用复原乳代替生

鲜乳来生产液态奶。 （央广）

最新统计显示：全国牛肉平均价格每

公斤超过60元，比去年上涨了近三成。市

场预计，随着冬季来临，牛肉价格有望进一

步走高。

在我省多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当问到

牛肉价格时，商户说得最多的是价格又涨

了。市场普遍认为，牛肉供应量不足，而市

场需求却逐年增加，是推高价格上涨的主

要原因。郏县某肉牛养殖户郑孝国解释

说，肉牛生长周期长，养殖成本高，制约了

产业发展。100头母牛一年能繁殖70头

牛，然后它需要28个月才能屠宰，也就是

说三四年的时间才能繁育宰杀1头牛。

业内人士预测，随着天气逐渐转冷，牛

肉价格有望进一步上涨。 (陈亮)

牛肉价格年涨30%
后市价格仍将走高

多地出现“奶荒”
鲜乳价涨势明显

滑县高平镇：

林下养殖带动
群众增收致富

延津蟋蟀变身“名牌”
政府扶持形成11个交易市场，农民捉蟋蟀月入过万

□本报记者马丙宇通讯员李聪

朱香红巧发养兔财

散养奶牛要致富 饲养方法得对路

构建产业集群 打造畜牧强县
□本报记者伊胜利文/图

经验交流

仔猪秋季腹泻初期表现为轻

度的呼吸道感染症状，如发热、咳

嗽、流涕等，接着出现呕吐、腹泻，

稀粪多呈白色或浅黄色，严重时有

脱水、心力衰竭、酸中毒等症状。

此时不要乱用抗生素治疗，采用下

列方法效果较好。

对轻度、中度脱水的腹泻仔

猪，可以少量多次内服葡萄糖盐

水，每头每次20～30毫升。

对有呕吐、腹泻、严重脱水、

心力衰竭、酸中毒等症状的仔猪，

止吐，每头用爱茂儿或维生素

B624毫升；止泻，用病毒灵15～20

毫升，板蓝根10～15毫升，肠痢宁

10～15毫升，维生素C10～20毫

升，一次性肌肉注射，一天两次，连

续3～5天。心力衰竭时用10%安

钠咖45毫升一次性肌肉注射。严

重脱水并伴有酸中毒时，用5%碳

酸氢钠溶液30～50毫升加葡萄糖

氯化钠溶液500毫升静脉注射，直

到症状消除为止。中药可用白头

翁300克、龙胆末150克、木炭90

克混和，每头每次用10克灌服，一

日三次，连续三天。

治疗过程中一般不需禁食。

即使仔猪患的是急性腹泻，胃肠道

内也能吸收一定量的营养物质。

特别是吃奶仔猪腹泻时仍需供奶，

因为乳汁中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

及抗体易于吸收，可以有效地防止

并发症。腹泻并伴有呕吐症状时

则应考虑禁食。 （王永红）

仔猪秋季腹泻 分症治疗最佳

中药乳房消炎解决“抗生”牛奶

科学养蜂效益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