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种动物养殖≠养殖野生动物

野生动物经过人工养殖后，是否还算

野生动物？在《目录》公布前，一些人工养

殖的竹鼠、豪猪等产品，看似销售红火却无

法高调流通，养殖场越开越多却都属于“无

证经营”，很大程度也是由于定位不清。

华中农业大学动物繁殖与特种经济

动物系副教授熊家军认为：“特种经济动

物养殖和野生动物人工养殖，两者的驯化

程度是不同的，前者有品种选育、检疫指

标，在管理上属于特种动物养殖，是国家

认可的产业。”他表示，特种经济动物养殖

是一个传统养殖行业，存在和发展的时间

也并不短，从范围上包含特种畜禽养殖，

这种产业也并不是所谓的将野生动物进

行人工养殖，部分农业类院校也开展了特

种经济动物相关的专业。在他看来，将特

种动物养殖简单地定义为经人工养殖的

野生动物并不准确。

从野生动物到畜禽养殖，背后是长达

千年的动物驯化历史。如今作为肉类食

品的猪、牛、羊、鸡、鸭等，均是经过长时间

的品种选育而来，经历了从野生动物驯化

的过程，并随着人们的生活需要衍生出各

种不同的品种，如用于产肉的肉鸡，用于

产蛋的蛋鸡，用于产奶的奶牛及产肉的肉

牛。相对应的，野生动物是指长期生活在

野外，未受人工干预的动物。尚未经驯

化，也并未受人工选育，野生动物也因此

无法以品种进行标识，在科学研究中以亚

种相称。在熊家军看来，特种动物养殖处

于两者之间。

“首先，作为经济动物，它要具备经济

价值，可以提供专门的产品，同时它要具

备驯化历史，驯化程度要比野生动物更

高，并保持稳定生产。”而《目录》中特种畜

禽的名单，农业农村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

时提及，特种畜禽作为畜牧业生产的重要

补充，“一部分是国外引进种类，在我国虽

然养殖时间还不长，但它们在国外至少也

有上千年的驯化史，种群稳定、生产安全，

如羊驼、火鸡、鸵鸟等；一部分是我国自有

的区域特色种类，养殖历史悠久，已经形

成比较完善的产业体系，如梅花鹿、马鹿、

驯鹿等；还有一部分是非食用特种用途种

类，主要用于毛皮加工和产品出口，已经

有了成熟的家养品种，如水貂、银狐、北极

狐、貉等毛皮动物。”

部分特种动物养殖源头难确认

今年年初的疫情让野生动物食用的

问题站上风口浪尖，特种养殖业中受影响

的则包含竹鼠、果子狸、豪猪等动物。从

定义上，两者并不相同，但随后的争议，暴

露出目前特种经济动物养殖存在的深层

问题。

“人畜共患病再次被拉到了大家的视

野中，特别是这种病毒源头有可能来自野

生动物的共患病，在疫情防控的要求下，

野生动物的话题被提到了一个更高的层

次。”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学院预防兽医

系副教授周磊表示。

在周磊看来，特种动物养殖处于畜禽

与野生动物的“交叉地带”。“在此前的标

准下，其实我们很难确认到底养殖户卖的

很多所谓‘特种动物’是家养的还是野生

捕获的，而且在养殖过程中，有的养殖户

有可能会从野外引入一些动物进行繁育，

这样的话就无形中增加了把病源从野外

带入家养动物的可能性，必然会增加传播

风险。”

针对最新《目录》中的畜禽名单，熊家

军认为，未被列入其中的动物种类如竹

鼠、豪猪、果子狸等，在目前立法条件下均

不适合养殖。相较于《目录》中的其他特

种畜禽，从根本上还是驯化时间较短、驯

化程度较低。

而以《目录》中特种畜禽种类包含的

梅花鹿为例，目前针对该种类的养殖在我

国已具备较大规模，以东北地区为主。熊

家军表示，在梅花鹿的养殖中，无论是品

种选育，还是养殖中的检疫标准，都经过

了长时间发展。包括在国际上，也有驯化

已久的品种，从种源上不会出现野生动物

进入的情况。

检疫管理指标体系需要尽快建立

特种动物养殖此前的销售途径主要

为镇、县的餐饮或市场大集。而对于一些

来自外省的订单，农户并不能依靠物流、

快递等方式进行销售，更不能网上开店。

在动物检疫方面，周磊认为，目前的部分

特种养殖产业面临着体量小、检疫成本

高、最终投入产出不成正比的潜在问题。

“特种动物养殖能形成产业规模的比较

少，比如针对竹鼠、豪猪或者其他动物分

别开展各项疾病的检测，整个投入的人

力、物力成本是很高的。”

据周磊介绍，在目前的肉、蛋、奶类产

品的安全体系构建上，首先要明确风险来

源，再针对生产养殖中的各环节设定检疫

过程。“从源头上的饲料、兽药开始检疫，

比如重金属、除草剂的残留，是否有添加

剂、抗生素，这些都是需要进行检疫的。

中间还有对人畜共患病的检验，像禽流

感、结核病。最后还有屠宰和消费环节，

屠宰过程中要关注一些病变的临床表现，

消费环节有各种抽样检测，这才是一个完

善的检疫体系。”

相比较之下，此前的部分特种动物养

殖在检测上完全处于初级。如对于同样

未出现在此次《目录》名单里的犬类，据从

事狗肉餐饮的经营者介绍，活犬的检测主

要包含对犬类的外观观察，其实就是“看

看”其精神状态是否良好，以及在屠宰过

程中对内脏一些病变的观察，整个过程几

乎都靠屠宰师傅的经验。每年例行的病

害防控，也仅局限于狂犬病、狗瘟、细小病

毒病三类。

相关专家指出，既然现在公布了《目

录》，那么对其中已经上榜的16种特种畜

禽，比如在一些地区养殖较多的梅花鹿、

羊驼、火鸡、鸵鸟，相关的检疫管理指标体

系需要尽快成体系建立，并及时向社会公

示，检验检疫部门的指导与监管应该尽快

介入，让消费者放心，也让养殖户安心。

特种养殖行业需要被重新认知

《目录》公布后，部分养殖户不得不

面临弃养、转型。截至目前，部分省份已

出台“野生动物养殖退出方案”，其中包

含对退出养殖的农户给予补贴。对暂时

没能列入名单的特种动物养殖，转型转

产势在必行。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也刚刚

发布了《妥善处置在养野生动物技术指

南》，坚决反对一律灭杀等粗暴、简单的

做法，要求各地严格按照《技术指南》确

定的原则和要求，分类制订具体处置方

案，经科学评估后由基层林业和草原主

管部门组织实施，一律不得由养殖企业

或养殖户擅自放生、灭杀或遗弃。要依

据实际情况设定妥善处置过渡期，在补

偿工作未到位、非养殖户自愿的情况下，

不得强制处置，把妥善处置在养野生动

物与养殖户调整生产经营方向相结合，尽

可能发挥其现有养殖设施的作用，减少损

失。对异地实施放归自然或合理调配的

活动及时进行跨区域协调，帮助基层稳妥

推进各类处置工作。

熊家军认为，养殖户进行转型，各地相

关部门应起到引导作用，切实担负起责任，

同时将过去的养殖资源合理利用，避免不

必要的浪费。而对于未来的特种动物养殖

行业发展，他认为：“从立法角度，《目录》确

定了动物的身份，以及归由哪个部门管，明

确这一概念后，各部门如何监管，从业者如

何通过技术提升品质、保证品种选育质量，

都是促进这个行业发展的必要条件，通过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产业关注，以及

《目录》的明确发布，对这个行业整体规范

健康发展其实是有积极作用的。”

据了解，竹鼠、豪猪、梅花鹿等特种动

物的养殖许可办理上，一直是由各地区林

业部门负责。同样是养殖，鸡鸭牛羊等畜

禽养殖的相关管理资质则是由农业农村

部门管理。从定义上，前者被划分为野生

动物进行管理，后者则被划分为畜禽。

对于未被列入《目录》的动物，熊家军

认为，部分物种或许只是暂时“缺席”。“这

个《目录》目前是第三次变更，所以‘白名

单’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未来随着品种

选育、产业研究以及人们的消费习惯等方

面的发展，这个名单也会随时调整。”

（张羽）

本报讯（记者丁先翠）近日，记者从

河南省水产科学研究院获悉，我省“四优

四化”优质水产品专项——水库绿色渔业

示范基地建设单个主推品种产能效益实

现开门红，陆浑水库银鱼年稳定产量在

100吨左右。

银鱼增殖放流一直是提高水库水体

经济效益的突破口，同时还可以增加水域

内生物的多样性，改善水质，增加水域生

态的稳定性。陆浑银鱼是“陆浑三宝”（银

鱼、鳙鱼、伊河鲂）之一，也是陆浑水库的

主推品种，是嵩县出口创汇产品，远销东

南亚等国家，经济价值极高，每年都供不

应求。

据了解，陆浑水库自1992年12月从

太湖引进银鱼进行水库增殖放养。由于

该水库具有得天独厚的饵料生物资源，

1994年9月即形成了较高的银鱼种群产

量，高达260多吨。但近几年来，水库银

鱼产量严重降低，低产年份尚不足 30

吨。河南省水产科学研究院优质水产品

专项水库渔业任务组专家分析认为，出现

这种资源衰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银鱼生

长发育迟缓，卵粒不饱满，精子活力较差

导致受精率较低，仅30%左右。

我省坚持银鱼产业20多年的大型水

库不多，低投入、高产出是陆浑水库持续

做银鱼产业的原动力。在经历过前几年

的市场低迷后，近年来银鱼价格出现恢复

性上涨，从前几年低谷期的1万元/吨到

2018年的3.6万元/吨，2019年价格飙升

到了5.1万元/吨。

银鱼的经济价值虽高，但却面临一个

较为棘手的问题——难稳产、难高产。在

探索过程中，任务组的专家采取“一次放

足、人放天养”的生态养殖模式，同时也总

结出一套陆浑水库银鱼产能效果明显的

技术措施：一是适当降低常规鱼花鲢的投

放比例，银鱼在水体中的主要饵料资源是

浮游动物，为降低饵料来源的种间竞争，

鲢、鳙投放比由原来的67调整为45，

又由45调整为65；二是为有效防止

种群间的近亲繁殖，采取从不同水域引进

和交换受精卵的方式，每年从原产地（太

湖）引进一定量的受精卵、从滇池购买小

银鱼受精卵、与黑龙江龙湖泡水库交换大

银鱼受精卵；三是清除水库中的凶猛鱼

类，提高幼苗的成活率。

疲劳综合征是近年来笼养蛋鸡常

发的一种疾病，尤其是在炎热的夏季。

蛋鸡缺钙及体质发育不良是导致该病

发生的直接原因。因为大部分钙是在

喂料后30分钟内于十二指肠内被吸收，

而蛋壳是在排卵后10~12小时的夜间

形成，所以笼养蛋鸡疲劳综合征多在夜

间发生。

蛋鸡发病通常在初产到产蛋高峰

期间，产蛋率上升快的鸡群更多发，产

蛋高峰过后一般不再出现。头天晚上

关灯时观察，鸡群采食、饮水、产蛋、精

神无明显异常，第二天早晨喂料时才会

发现死鸡或病鸡。该病夏季发生的多

为急性型，其他季节多为慢性型，表现

为蛋鸡骨脆、产蛋率下降。

病鸡伏卧，排稀便，身体高热，突然

怪叫后急性死亡，死鸡体况良好，泄殖

腔外凸。死亡较慢的病鸡尾部颤抖，有

时两腿后伸，颈、翅、腿软弱无力。将这

种程度的病鸡放在地面上，待其产出一

枚蛋或人工助产后，很快就会康复。死

鸡无明显病理变化，卵泡正常，输卵管

黏膜干燥，在子宫内有一硬壳蛋，肠内

容物呈淡黄色，较稀，肠黏膜大量脱落，

肠壁松软。

进入夏季，为防止笼养蛋鸡发生疲

劳综合征，需要从五个方面加强管理：一、

饲养密度不可过大，育雏、育成期及时分

群，上笼不可过早，一般在100日龄左右

较适宜。二、保持体成熟和性成熟一致。

三、按照鸡的日龄适时换料，一般在开产

前两周开始用预产料，当产蛋率为5%~

10%时换成产蛋高峰料。四、高产蛋鸡

饲料中钙的含量不要低于3.5%，每公斤

饲料中添加维生素D3200国际单位以

上。五、每天早起观察鸡群，以便及时发

现病鸡，并及时进行人工助产。把病鸡

从笼中挑出，放在地面单独饲养，一般不

超过1周即可自愈。对于血钙水平低的

同群鸡，在其饲料中再添加2%~3%的粗

颗粒碳酸钙，每公斤饲料中添加200国

际单位的维生素D3，一般2~3周鸡群的

血钙就可以上升到正常水平，发病率明

显减少。粗颗粒碳酸钙和维生素D3的补

充需要持续1个月左右。 （吴录喜）

疫苗回温是指将疫苗从冰箱里拿

出来静置在室内或者温水中，让疫苗自

然升温到20℃~25℃。无论何种疫苗，

一年四季都要回温，并且注射前要摇

匀。为什么疫苗需要回温？一是为了

减少冷刺激。尤其是灭活疫苗在2℃~

8℃环境中保存，疫苗温度与动物体温

相差比较大，不回温容易给免疫动物增

加冷刺激。二是方便使用、剂量均匀。

一定温度范围内，灭活疫苗的黏度随着

温度升高而下降，体积会随着温度升高

而膨胀，如果不回温，免疫注射时剂量

不均匀，疫苗通针性差。

疫苗回温到什么温度是适宜的？

疫苗温度与畜禽体温越接近产生的刺

激最小。根据实践，冷藏保存的疫苗不

需要回温到动物体温，接近养殖舍的环

境温度即可，一般为20℃～25℃。

若疫苗使用量不大，可以采取手

握法回温。一般灭活疫苗（液态疫

苗）、稀释液取出后手握3分钟，即可回

温至 23℃；冻干疫苗需手握 5 分钟。

若疫苗需要批量回温，可以采取恒温

水浴法。将水浴锅调温至35℃，然后

把疫苗放在里面，一般5分钟即可。也

可以用免费苗做实验，打开盖子，插上

温度计，观察温度达到25℃需要的时

间。如果没有水浴锅，可以用凉水、热

水混合至35℃，将疫苗放进去5分钟

即可。 （世鑫）

肉牛育肥期使用配方饲料能够指

导养牛场科学地配料、科学地饲喂，以

达到科学增重的效果。一般每个肉牛

场都有一个或几个育肥牛饲料配方，有

自己琢磨研究总结出来的，有饲料公司

提供的，有某营养师朋友设计的，甚至

还有的来自某些神秘“高手”。这么多

育肥牛饲料配方，挨个试试看育肥效

果，这种做法是不是更好？

笔者作为专业的肉牛营养师，根据

经验做出如下回答：首先，尽量不变。

因为牛已经适应了各种原料的气味、粗

细度、适口性等，如果采食量不错、增重

效果良好，那就可以一直用下去。不经

常调整育肥牛饲料配方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一旦肉牛发生一些问题，也好找到

根源。其次，可以根据原料及其价格的

变动而微调。如果当地的原料供应、原

料价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是可以临时

找饲料公司、专业营养师对配方做出微

调的，但一旦各方面恢复，建议调整回

来。第三，建议从事肉牛育肥的朋友结

合当地的物料资源、气候特点和肉牛阶

段(架子牛、育肥牛和母牛)，经过一段时

间磨合，微调出3~5套饲料配方固定下

来长期使用。 （乐川）

汝阳县十八盘乡木庄村是

个山区小村，2017年，在外打工

多年的该村农民张国和妻子一

起返乡，通过土地流转、农民入

股的形式，投资100余万元，在

大黑沟流转1000余亩山地，创

办藏源农牧合作社，散养藏香猪

近千头，带动村民共同走向致富

路。图为6月4日，合作社社员

在精心喂养藏香猪。康红军摄

来看“禁野白名单”，有些动物不能养啦——

重新认识特种养殖

陆浑银鱼年稳产百吨
我省“四优四化”优质水产品专项产能效益实现开门红

藏香猪
带动增收奔富路

莫让笼养蛋鸡太“疲劳”

疫苗使用前必须回温

肉牛饲料配方轻易别变

乡村振兴7农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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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农业农村部正式公布

《国家畜禽遗传资源目录》（以下简

称《目录》），明确了33类家养畜禽

种类，这也被行业俗称为“禁野白

名单”。

《目录》中包括，传统畜禽17

种，分别为猪、普通牛、瘤牛、水牛、

牦牛、大额牛、绵羊、山羊、马、驴、

骆驼、兔、鸡、鸭、鹅、鸽、鹌鹑；特种

畜禽16种，分别为梅花鹿、马鹿、驯

鹿、羊驼、火鸡、珍珠鸡、雉鸡、鹧

鸪、番鸭、绿头鸭、鸵鸟、鸸鹋、水貂

（非食用）、银狐（非食用）、北极狐

（非食用）、貉（非食用）。对于列入

《目录》的家养畜禽种类，将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管理。

《目录》中，此前备受关注的竹

鼠、狗、豪猪和蛇类等动物均未划入

其中。这意味着，这些动物将不能

作为畜禽养殖动物进行管理。对于

从事该行业的养殖户来说，弃产、转

型将成为下一阶段的主要工作。

一直以来对于特种养殖的概

念人们都不是很清晰，误将其理解

为“野生动物人工养殖”的不在少

数。而在《目录》公布后，特种动物

养殖终于重新被行业明确，边界更

加清晰。

核心提示

6月5日，在宁陵县逻岗镇陈辉养殖场，一只只白鹅伸着长长的脖子围着料盆抢食，

形成一朵朵白色的“花朵”。在产业扶贫大军中，该县帮扶的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一头连市场，一头帮农户，靠养殖种植走上了脱贫致富路。吕忠箱摄

6月4日，光山县砖桥镇大李冲村恒福鹿养殖专业合作社的社员在喂梅花鹿。2012

年，该合作社从东北地区引进梅花鹿养殖，目前存栏280多头，主要进行鹿茸深加工和销

售，年纯收入300多万元，吸纳周边18名村民就业，人均年收入3.6万元。谢万柏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