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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许聪

本报讯 在崇明东滩大道南侧
刚收割过的稻田里，一台农业机械
正在忙碌着，只见它所到之处，倒
伏在地上的水稻秸秆都“消失”了，
不一会，机械后方多了一个紧实的
圆柱形包裹（如图）。据了解，这是
上海鼎牧农业科技专业合作社在
收集稻秸秆。“秸秆收集打包后，堆
放发酵一段时间，就可以用作牛羊
饲料。”该合作社总工程师张卫说。

秸秆综合利用是崇明建设生
态岛的题中应有之义，在刚刚闭幕
的“两会”上，秸秆综合利用也成了
多名代表委员的聚焦点。目前，最
普遍的处理方式是秸秆直接还田，
然而秸秆过度还田的负面影响也
在显现，成本和技术要求都较高，
操作不当会影响下一轮作物种
植。秸秆直接还田，只能作为禁烧
的保底手段，真正处理还需探索综
合利用的渠道。在此背景下，将秸
秆经过处理用作牛羊饲料、种养结
合，是能产生较高生态效益和经济
效益的方式之一。

价值：秸秆可做牛羊饲料
秸秆做饲料，有没有优势？答

案是肯定的。在现代养殖业中，牛
羊吃的是精粮和粗饲料的全混合
饲料，而秸秆就是一种优质粗饲
料。“农作物光合作用的产物有一
半以上储存在秸秆中，而且秸秆的
粗纤维含量高，还含有木质素。木
质素虽不能为猪、鸡所利用，但能
被反刍动物如牛、羊等所利用，且
牛、羊的反刍也需要一定强度的粗
纤维。因此，农作物秸秆可以为畜
牧业提供充足的饲料保证。”张卫
表示，多年来，自己定期前往德国、
美国等畜牧业发达的欧美国家考
察，与当地牧场主交谈“取经”，他
发现在国外秸秆最好的回收利用
途径是制成粗饲料，而优质粗饲料
是牛、羊牧业发展的核心。

“目前不仅国外如此，国内的内
蒙古、东北地区也开始用秸秆做粗
饲料。”张卫说，秸秆是丰富的可再
生资源，对秸秆的合理开发和利用，

既可节省其他饲料资源，也可消除
秸秆焚烧的隐患，使其变废为宝。

“虽然农村中素有将秸秆作为
粗饲料的传统，但大部分是直接饲
喂牲畜，未经处理的秸秆不仅不好
消化，口感也不好，动物吃得就
少。”张卫表示，运用高效率的机械
将秸秆捡拾、打捆后包裹起来，再
通过厌氧发酵制成饲料，是秸秆资
源化利用价值所在。“秸秆经发酵
后口感变好了，牛羊就更爱吃，且
更有助于消化。”

门槛：回收运输便捷高效
如果要将秸秆制成饲料发展

至规模化利用，那么高效机械化捡
拾、打捆、运输是最重要的门槛。

“目前，我们与该领域世界排名前
十的挪威 Orkel 公司合作，生产集
捡拾机、打捆机、裹包机为一身的
一体机，适用于所有联合收割机收
割后的水稻秸秆。”张卫表示。

笔者看到，一体机的效率很
高，捡拾、打捆、裹包同步进行，仅
需几分钟，一亩稻秸秆就被紧紧地
裹成一个秸秆包。据介绍，一体机
作业时，首先捡拾机会对秸秆进行
破碎处理，使其更易发酵；其次，打

捆机将秸秆制成高密度的秸秆捆，
挤出绝大部分空气；最后，裹包机
用膜将秸秆包裹起来，膜的密封性
很好，可以有效防止空气再次进
入，形成饲料厌氧发酵所需的无氧
环境。“高密度、避免空气二次渗透
是优质秸秆饲料的决定性因素，否
则易生成霉菌，影响饲料的适口性
和安全性。”张卫介绍，秸秆经高密
度打捆、包裹后体积大幅度减小，
运输也很方便。值得一提的是，包
裹发酵时露天堆放即可，无需担心
外界环境的影响。

据了解，2016年，合作社在新村
乡、陈家镇、三星镇等地回收水稻
秸秆近 10000 亩，生产粗饲料近
6000吨，销往上海光明荷斯坦牧业
有限公司和上海鼎牛饲料有限公司。

探索：提高秸秆综合利用
秸秆综合利用的路途离不开

持续地探索。为了更好地开展秸秆
综合利用，除了积极学习国外先进
技术和成功做法，合作社还与国内
多个高校加强合作，凝聚“智慧”提
高秸秆综合利用效能，促进农业增
效。

在合作社厂房内，一个智能农

机设备研究中心正在积极组建
中。据了解，这是近期合作社与清
华大学达成的合作项目，清华大学
研究团队将入驻崇明，从秸秆综合
利用入手，共同开展资源重复利用
和智能农机设备等方面的研究。
除此之外，合作社还将和上海交通
大学生物工程学院、上海奶牛研究
所联合开展“秸秆饲料化牛羊适口
性及营养性研究”，与上海农科院
开展白山羊稻秸秆饲料喂养研究，
与同济大学汽车学院开展机械方
面的合作，力图让秸秆的回收更加
便捷，让饲料的品质更加优质。

秸秆变饲料，牛羊过“腹”后变
成了牛奶、羊肉，而且崇明有着丰
富的秸秆资源和畜牧资源。据张
卫透露，他已经测算过，按照目前
崇明种植业和养殖业的规模，岛内
每年产生的稻秸秆完全能够满足
养殖业对秸秆这种粗饲料的需求，
如此便能达到农牧结合、种养平
衡。听说崇明一些乡镇准备种植
观赏型油菜花，张卫很开心，“这些
油菜秸秆也不能浪费了，接下来我
们要想想如何把这些油菜秸秆也
变成饲料。”

上海鼎牧农业科技专业合作社与国内多个高校凝聚“智慧”

为秸秆综合利用提供“崇明案例”
□短讯

□通讯员 青侬轩

本报讯 虽然今年一二月份气
温、水温继续下降，水生动物养殖
病害发生率与死亡率均会很低，但
广大养殖户仍然不能放松，要加强
越冬管理，做好防寒抗冻工作。这
是青浦区农委日前对水产养殖户
提出的建议：

——加强越冬管理。为了使
养殖生物安全过冬，室外池塘应适
当加深水位，温室养殖要做好加温
和调节水质工作；同时提前加固，
备好应急材料，防止雪灾对温室的
损害；网箱养殖应减少操作、防止
擦伤。

——及时起捕水产品。养殖
水产品都已进入捕捞期，养殖户要

及时起捕，且随着春节的来临，进
入成鱼上市旺季，拉网、运输会较
频繁，养殖户要注意捕捞操作，防
止鱼体受伤。

——做好清淤消毒。对已经
全部起捕的养殖塘，要做好塘埂、
堤坝、沟渠的清整修理；抓住晴好
天气进行干塘清淤和曝晒，最大限
度杀灭病原生物，为新的养殖打好

基础。对于清塘之前不能排水的
池塘，可以进行带水清塘，每亩水
深1米，用生石灰125千克～150千
克溶化后立即趁热全池均匀遍洒。

——抓好常规鱼种放养。常
规鱼种放养应选择健康鱼种，放养
前做好消毒工作，有条件的还可做
好免疫工作，放养过程要小心操
作，避免机械损伤。

青浦区农委提醒养殖户加强水产越冬管理青浦区农委提醒养殖户加强水产越冬管理

□通讯员 徐嘉卿

本报讯 新春佳节里，品尝美食
是家家户户必不可少的一件大事，连
日来，青浦区赵巷镇举办寻找传统美
食活动，11组家庭烹制的精美菜肴，
不但口感美味，更带来了美好的寓
意。

2 月 3 日是节后第一个工作日，
厨师江波早早地来到新镇居委会食
堂准备今天的工作餐，香菇、蛋饺、鲜
肉、笋丝，不一会儿，一道色泽香艳的
扣三鲜就在他的巧手下完成了，同时
也是他参加寻找明星美食的参赛作
品。江波表示，今天他做的一道菜是

扣三鲜，是团团圆圆、全家幸福的意
思，希望大家吃到这道菜的时候，能
体会回家过年都是团团圆圆、开开心
心。

在金葫芦二居垂姚村，唐美华阿
姨正忙活着她的参赛作品八宝饭，唐
阿姨说，为了准备这道八宝饭，她还
拿出了自己亲手种植的赤豆，可谓是
用心至极。唐美华表示，自己种点赤
豆，做点八宝饭自己吃，这是家里每
年的特色点心。现在灶头没了，糕不
能做，就做做八宝饭，也方便些。白
斩鸡、粽叶炸肉、东坡肉、酱鸭，这些
美味菜肴都出自普通居民之手，但也
展示着农村地区浓厚的年味。

青浦区赵巷镇举办寻找传统美食活动青浦区赵巷镇举办寻找传统美食活动

寻找传统美食寻找传统美食 品尝十足年味品尝十足年味

青浦举办新型职业农民
培育教学管理者培训班

为提高农业教育管理者的政
策水平和业务素质，为能选拔培育
优秀新型职业农民打下夯实的基
础，日前，青浦区农业技术推广服
务中心组织镇（街道）农业服务中
心农业培训教学管理者、现代农业
园区培训管理人员、村级办学干部
代表举办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教学
管理者培训班。

培训班以理论教学和拓展实
践相结合的形式开展，理论课包括
教案设计与教材选用和教学过程
管理，通过市农业广播电视学校高
级讲师的授课，学员们对新型职业
农民培育的整个流程有了系统性
的认识，学会如何更好地开展培训
项目管理、科学地安排教学课程。
在素质拓展课程中，在拓展教师的
带领下，学员们踊跃地参加了“驿
站传书”、“神笔马良”、“极速60秒”
等团队游戏，学员们在欢声笑语中
体会到了团队之间协作的重要性，
增进了彼此的了解，也收获了友
谊。

下阶段将组织实地参观学习，
向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成绩突
出的兄弟区县农广校取经。

通讯员 青侬轩

浦东加强畜禽养殖场
动物卫生监督专项检查

为进一步做好重大动物疫病
防控和动物产品安全监管工作，浦
东于近日对辖区内所有畜禽养殖
场集中开展动物卫生专项检查。
此次专项检查的重点：一是养殖场
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告
知,二是重大动物疫病防控措施落
实情况的督查,三是对养殖环节畜
禽产品兽药残留和违禁物质的监
督抽检。

经查，辖区内所有畜禽养殖场
都能在畜禽退养的背景下，继续做
好重大动物疫病的防控工作。此
次兽药残留和违禁物质监督抽检，
共涉及养殖场19家，抽取猪尿样品
140份、牛奶样品4份和鸡蛋样品5
份，检测项目合计710项目次，结果
全部为阴性。

通讯员 浦侬轩

开展深度农资培训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根据《上海新型职业农民教育
培训管理办法》（试行）以及《2017
年嘉定区新型职业农民教学培训
计划》，日前，嘉定区农委执法大队
组织开展 2017 年新型职业农民培
训班第一期培训。来自嘉定区社
会化服务组织中或个体直接从事
农业产前、产中、产后服务的44 名
学员参加了培训。

嘉定区农委执法大队种植业
执法科科长沈彪以其丰富的实践
经验为基础，深入浅出地为学员们
讲授农药和水溶肥料相关知识，其
中包括国家关于禁限用农药的规
定、农药标签和说明书内容的标
识、水溶肥料标签内容的标识以及
农药使用方面的相关常识等内容，
课堂中大量的实际案例，吸引学员
们认真听讲，受益匪浅。

通讯员 嘉侬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