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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建立高寒牧区
防灾减灾体系

近日，为了进一步确认“中麦
578”的产量表现，河南、安徽、江苏、
河北、山东等省陆续举行了“中麦
578”实打实收活动。活动表明，“中
麦578”在各地实打实收活动中大面
积产量接近高产品种，既优质强筋
又高产稳产的特性符合产业的需
求，受到市场和企业的广泛认可。

“中麦 578”由中国农业科学院
作物科学研究所和棉花研究所合
作，历时 20 年选育而成，有望于
2019 和 2020 年底分别通过相应区
域国家级审定。根据多年多点试验
和大面积展示示范，该品种高产早
熟抗倒伏、抗病抗逆适应性广、优质
强筋且品质稳定等特点突出。 卫斐

为加快推进我省高寒牧区多灾
易灾区建立起体系完备、贮调有序、
反应及时、运行高效的防灾减灾体
系，近日，省高寒牧区畜牧业防灾减
灾工作座谈会在玉树藏族自治州玉
树市召开。会议提出，将通过三年
努力，建立青南地区特别是高寒牧
区多灾易灾区防抗结合、布局合理、
运转有序、保障有力的畜牧业防灾
抗灾体系。

近年来，青南地区畜牧业发展，
既有亮点，也有不足和短板，尤其是
防灾减灾体系不健全。对此，省农
业农村厅正在完善《全省多灾易灾
区畜牧业防灾减灾体系建设意见》，
并积极筹措资金，以青南等多灾易
灾地区为主要区域，以形成“避灾畜
牧业”机制为重点，不断强化县、乡
一级饲草料储备库等畜牧业基础设
施建设，加快完善畜牧业防灾抗灾
救灾机制。 罗连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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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养技术

苦瓜苹果味 新奇收益高

夏季养羊五注意

无土栽培的西红柿熟了

仲夏时节，重
庆忠县马灌镇果园
村的 10 余亩利用
无土栽培技术种植
的西红柿陆续成
熟。近年来，果园
村引进无土栽培、
营养液调配、环境
监测控制等技术，
发展高品、高产、安
全的特色高效农
业，有效提升了农
业发展质量和效
益 ，助 推 乡 村 振
兴。图为近日马灌
镇果园村村民在采
摘无土栽培西红柿
大棚内的西红柿。

据新华社

围墙上种满翠绿的青菜和白
色的络石花，大大小小的花盆里，
既有月季、杜鹃、铁线莲等花卉，也
有蓝莓、圣女果、西葫芦等水果蔬
菜。这是近日浙江省衢州市农科
院门口大院内的情景。通过打造
立体栽培的“农科雅苑”，衢州市农
科院将以往养在“深闺”的高科技
种植法，摆到市民面前，借此探索
美丽庭院和未来社区景观新模式。

在衢江区莲花镇东湖村，衢州
市农科院占地250亩的科研科普创
新示范基地里，五颜六色的小番
茄、黄瓜和辣椒等成为一道别致的
景观。“这些小番茄，有的种在大花
盆里，通过立体栽培已有一人多
高，成熟的果实摘下就可直接食
用；有的通过控制生长只有二三十
厘米高，可作为盆景摆在案头。”衢
州市农科院院长郑明福介绍，通过

水肥一体化自动控制系统，只要在
电脑上轻触几下，就可以同时给
250亩基地输送水肥。

这些可以触摸的“科技+农
业”，让更多的市民领略到美丽庭
院和科技农业的魅力。2018年，该
院还建成了农业科技展示培训中
心，集中了衢州市最前沿的农业科
技成果。为了推广“科技+农业”的
未来社区景观新模式，今年，衢州

市农科院还开展了多次微信公众
号线上赠苗活动，共向农户、市民
免费赠送优质果蔬种苗4万株。

“下一步我们将研究开发蔬菜
墙、蔬菜瓜果盆栽、立体果蔬栽培
等技术，发挥观赏、放心农产品的
优势，探索更具特色、更接地气、更
受群众欢迎的未来社区景观新模
式。”郑明福说。

据《农业科技报》

提到苦瓜，很多人的第
一反应就是苦。近两年，国
内培育出的一种新型苦瓜，
闻起来香香的，不仅吃上去
不苦，而且口感有种苹果的
清甜，所以，它得名叫“苹果
苦瓜”，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
爱，每斤卖到十元钱，市场前
景非常不错。

据了解，“苹果苦瓜”原
产于台湾，是用野生山苦瓜
与白玉苦瓜杂交而成的新品
种。甜度可以达到6度，相当
于美国蛇果，还有红色西柚
的甜度。既可以作为水果直

接生食，吃起来口感爽脆、香
甜可口，也可以作为一种蔬
菜，炒着吃。

该苦瓜生长适宜温度为
20℃~25℃，对土壤要求不
高，各种土壤均可种植，一般
以在肥沃疏松，保水、保肥力
强的壤土上生长良好。而
且，在地域的选择上，南北方
都可以种植。种植的一个关
键点是种子的处理，它的种
子很贵，一般要卖到6元~7元
一颗，所以一定不要买到了
假种子。这种种子在播种前
需要提前用温水烫种，帮助

种子发芽，提高出芽率。
作为一种新兴的、集水

果蔬菜于一体的经济作物，
苹果苦瓜的市场前景还是非
常不错的。它生长周期不
长，从播种到收获一般6个月
左右，一年可种两季。产量
非常惊人，亩产平均都在1.2
万斤以上，根据它目前的市
场单价，每斤能卖上10元，扣
除成本，一亩盈利差不多上
十万元，这将是新农业最有
盈利潜力的产品之一。

据《甘肃农民报》

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
出“加快发展草牧业，支持青贮玉
米和苜蓿等种植，开展粮改饲和种
养结合模式试点，促进粮食、经济
作物、饲草料三元种植结构协调发
展”。当年，在全国 12 个省区安排
37个县开展草牧业试验试点。4年
来，各地积极探索创新，立足资源
禀赋，草牧业生产效率和水平持续
提升，草牧业呈现加快发展态势。

同时，我国在人工种草方面得
到了长足发展，草牧业装备水平不
断提升，从国外引进消化吸收创
新，自主研发出一批适用于草牧业
发展的机械设备，从整地、耕、种、
播、管护、收获加工一系列的机械
设备填补了我国草牧业发展的空
白。

从总体上看，我国草牧业发展
尚处于起步阶段，基础还不稳固，面
临的困难和挑战也不少。在当前

“质量兴农”和“绿色发展”的大背景
下，需要进一步与时俱进，研究破解
之道，为草牧业发展创造更好的环
境。要优化产业布局、优化粮经饲
三元结构，提升承接能力，打造核心
竞争力，做强生态特色品牌，满足消
费者对草畜产品更绿色、更丰富、更
优质、更安全的需要。 崔丽

答：大白菜细菌性软腐病又叫
“烂疙瘩”，该病是一种毁灭性病害，
如防治不力、措施不当，会给菜农带
来极大的经济损失。白菜病株由叶
柄基部开始发病，病部初为水浸状
半透明，后扩大为淡灰褐色湿腐，常
溢出污白色菌脓，并有恶臭，有时引
起髓部腐烂。

应对软腐病首先应选用抗病耐
病品种，一般选用愈伤能力强、高筒
型、直立型、青帮型的品种，如：北京
新 3号、晋菜 3号、太原二青等。苗
期开始防治食叶及钻蛀性害虫，如
菜青虫、甘蓝夜蛾、甜菜夜蛾、小菜
蛾、菜螟、根蛆、黄条跳甲等，此外，
病毒病、霜霉病、黑腐病等病害都可
能加重软腐病。因此，要做好这些
病害的防治。做好病原菌消毒处
理，发现病株后及时挖除，在病穴内
撒石灰进行消毒。

一、防暑降温。夏季应做
好防暑降温工作，经常清除羊
舍周围的杂草，羊舍南北墙底
部开设空气对流窗，加强通风；
羊舍的朝阳面设置遮阳棚，避
免阳光直射。此外，羊舍还应
安装纱门、纱窗，防止苍蝇、蚊
子进入。

二、合理放牧。上午放牧
应早出早归，中午 11 时到下午
3时让羊在圈内休息吃草料，下
午可在晚7时收牧，热天要选择
阴凉处放牧，以防中暑。

三、散热晾羊。夏季羊很
容易上火发病，因此，为保证羊
体健康，每天晾羊十分重要。

每次出牧和收牧时，不要急于
赶入羊圈，可直接让羊在树荫
下休息、饮水，应让羊缓慢行走
活动，晾体散热。

四、加强营养。在夏秋炎
热季节，要加强羊的营养，成年
羊每天补饲精料200克左右；刚
断奶的羔羊每天补饲精料 100
克左右。由于羊的采食量下
降，应增加饲喂次数。

五、增水补盐。炎夏高温
季节，应保持饮羊的水盆有流
动清洁的水，让羊自由饮用。
每千克体重添加0.2克食盐，以
维持羊只机体内酸碱平衡。

据《每日农经》

保持安静的挤奶环境。用45℃~
50℃的温水按顺序洗净乳房、乳头，
并将其由上而下擦干。夏季（7 月~9
月）可在水中加入3%~4%次氯酸钠。

乳房洗净后应进行按摩，使其膨
胀后即应挤奶。机器挤奶，真空压力
应控制在 350 毫米~380 毫米汞柱，搏
动器搏动控制在每分钟 60次~80次，

要防止空挤。
挤奶必须挤净。奶挤净后，擦干

乳房，用 3%~4%次氯酸钠或 0.5%~1%
碘伏，浸泡乳头。

奶具使用前后必须彻底清洗。
洗涤时先用冷水冲洗，后用温水冲
洗，再用 0.5%热碱水刷洗，最后用清

水冲洗；橡胶制品清洗后用消毒液浸
泡。

挤奶器的内鞘每周消毒一次。
用 0.25%苛性钠溶液煮沸 15 分钟，并
继续浸泡一夜，干燥后备用。挤奶杯
每日用85℃以上热水清洗，如内鞘不
能煮沸者，可用 5%苛性钠溶液浸泡
后，干燥使用。

先挤健康牛，后挤病牛。分娩10
天以内的母牛，乳房炎患牛，要用手
挤，不能上机。病牛乳不能挤在牛床
上，要集中处理。

加强对挤奶员的技术培训。并
应保持人员相对稳定，不应轻易更
换。 据中国畜牧网

奶牛乳房的保健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