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用技术

8月 6日袁在湖南省炎陵县中村瑶族
乡平乐村袁当地黄桃种植大户陈世丹在采
摘黄桃遥截至 2018年袁炎陵县黄桃种植面
积 5.1万亩袁年产量 2.3万吨遥全县逾 3万
人种植黄桃袁5.8万人通过各种方式参与
黄桃产业链袁黄桃产业成为当地百姓脱贫
致富的重要支撑遥 2019年 7月袁炎陵县中
村瑶族乡依靠黄桃产业入选湖南省首批
10个特色农业小镇遥 柳王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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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绎钟玲飞持有的证号为 111677 号

房屋所有权证 渊房屋坐落于象湖镇八一
北路西侧冤遗失袁特此声明遥

绎范太恒持有的证号为 101102 号
不动产权证渊房屋坐落于画龙岗 115号冤
遗失袁特此声明遥

绎瑞金市鸿盛智佳建设发展有限公
司遗失人民银行颁发的 开户许可证袁账
号 :287050100100033150袁 核 准 号 :
J4296001086501,声明作废遥

绎瑞金市双瑞建设发展有限公司遗
失人民银行颁发的开户 许可证袁 账号:
287050100100033075袁 核 准 号 :
J4296001086601,声明作废遥

每天晚上睡觉前袁 陈天顺总会
到自家牛棚看看养的牛袁 看到牛安
好袁他才能放心睡觉遥这些牛对陈天
顺来说袁就预示着幸福生活遥

家住四川遂宁市射洪县官升镇
青果村的陈天顺袁今年 74 岁袁是一
位曾经的贫困户袁可如今袁他却成了
全村的致富带头人遥

早年的陈天顺袁 走南闯北见过
世面袁淘过沙金袁凭借着一股不怕吃
苦尧勤奋肯干的劲儿袁他让家人过上
了衣食无忧的日子遥 但好光景并不
长久袁 一次意外摔倒袁 妻子突发脑
梗袁因送医不及时导致全身瘫痪遥

为给妻子治病袁 陈天顺把多年
的积蓄都拿了出来袁 还变卖了大部
分家当袁却最终没救回妻子遥妻子的
离去给了陈天顺沉重一击袁 陈家陷
入了野人财两空冶的困境遥

就在妻子病危期间袁 大儿子又
因赌博和诈骗被判了刑袁 这对全家
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遥 为了给儿子
缴纳罚款袁陈天顺开始背负外债袁刚

上高中的孙子也因此辍学遥 而就在
此时袁陈天顺又突患小肠坏死袁好在
抢救及时捡回一条命遥 面对亲人相
继离开袁陈天顺躺在病床上袁感到前
所未有的无助和绝望遥

2014年初袁陈天顺成为建档立
卡贫困户袁村里开始帮扶他袁但连续
的不幸让陈天顺深陷痛苦无法自
拔袁 丧失了生活希望袁 帮扶收效甚
微遥 遂宁烟草派驻青果村的扶贫干
部了解到陈天顺的情况后袁 将他作
为重点帮扶对象袁 首要任务就是恢
复陈天顺对生活的信心遥

陈天顺养过牛袁 想发展肉牛养
殖袁但无奈拿不出本钱遥烟草扶贫干
部想办法为他筹集了 2700元资金袁
并通过金融扶贫政策袁 帮助他贷款
5000元遥 有了这笔钱袁陈天顺买了
两头仔牛遥

经过一年精心饲养袁 两头牛为
陈天顺带来近万元的收益遥 尝到甜
头的他袁决定扩大规模袁养五头牛遥
2015 年底袁陈天顺脱了贫袁但这却

没能让他满足遥 野不止脱贫袁我要致
富袁我要当耶全村首富爷遥 冶脱贫那天袁
陈天顺给自己立下了更大的志向遥

他开始积极研究国家的产业尧
金融等各方面扶贫政策袁 除了继续
养牛袁陈天顺又入股了村里红薯-羊
肚菌种植基地袁 还当上了种植基地
的管护员袁既分红还领工资袁日子一
天天好起来遥

腰包鼓起来的陈天顺袁 把孙子
送去学挖掘机驾驶袁 还为孙子娶了
媳妇遥如今袁陈天顺的大儿子已经出
狱袁做起了本分生意遥孙子在外开挖
掘机袁一年能挣十几万袁加上自己在
村里的野产业冶袁陈天顺成了村里名
副其实的野首富冶遥

更可喜的是袁 陈天顺的孙媳妇
为陈家生了两个可爱的小重孙袁陈
家现在是野四世同堂冶袁其乐融融遥想
想以前四分五裂野破碎冶的家袁陈天
顺心里五味陈杂:野人一辈子袁 志气
不能丢袁奋斗的人生才更有味道尧更
加精彩冶遥 刘杨

夏季天气酷热袁牛为了抗热袁极
易掉膘袁而且这样高温高湿的环境袁
容易给肉牛生产造成诸多的不良影
响袁如热应激尧采食量减少尧增重减
慢等袁炎热的夏季即将到来袁养牛户
即将面对就是销量惨淡期和饲养困
难期袁 那么夏季养牛利润提高的方
法主要有哪些呢钥

1. 有效降低太阳紫外线对牛的
辐射袁将肉牛养在牛舍内尧凉棚下尧
树荫下袁同时要确保牛舍的通风尧降
温袁 当然散养户也需要根据自己的
不同情况选择不同的饲养方法袁但
是一定不能让肉牛长时间在太阳下
面暴晒遥

2. 提高肉牛养殖舍内的通风和
对流袁在养殖舍内安装风扇袁加强机
械通风和空气的对流袁 这样可以尽

可能多的带走肉牛身上的热量袁有
利于降低热应激遥

3. 环境美化袁 养殖户可以在肉
牛养殖场内种植一些植被袁 这样不
但可以美化环境还可以净化养殖场
空气遥

4. 在清晨和傍晚凉爽时喂
料袁 尽量避开正午高温时段饲喂 ,
此时给饲最能增进饲料采食量 袁
做到早上早喂袁晚上多喂袁夜间不
断料遥 喂料时间应循序渐进袁随着
温度的变化逐渐调整袁 不能突然
改变遥

5. 要经常打扫冲刷牛舍袁清
除粪便袁通风换气袁定期用清水冲
洗牛床袁 按时用清水冲洗和刷拭
牛体尧后躯等不洁部位袁减少热应
激遥 冲洗牛体时袁 应安排在饲喂

前袁喂后 30 分钟内不能洗袁更不
能用水突然冲牛头部袁 以防牛头
部血管强烈收缩而休克遥 牛舍四
周加纱门尧纱窗袁以防蚊蝇叮咬牛
体袁也可以采用 1%的敌百虫药液
喷洒牛舍及周围环境袁 杀灭蚊蝇
等害虫袁 以阻断传染病通过蚊虫
传播的途径遥

当然夏季进行肉牛养殖袁 提高
肉牛利润最主要还是营养要均衡袁
可根据不同阶段的牛袁 提供不同的
饲养袁这样更有利于肉牛的生长遥

康世京

全国水生蔬菜学术及
产业化研讨会在皖召开

近日袁由中国园艺学会水生蔬菜分会主办袁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尧国家特色蔬菜
产业技术体系合肥综合试验站尧肥东县农业农
村局承办的野第十届全国水生蔬菜学术及产业
化研讨会冶在安徽省合肥市召开遥 全国各省 27
位专家学者分别就水生蔬菜优良品种选育尧栽
培技术研究尧土壤肥料管理尧病虫害发生及防
治尧 采后加工尧 产业发展现状进行了发言交
流遥 杨丹丹

贵州减贫人数全国第一
贵州省委书记孙志刚 9日在北京表示袁中

共十八大以来贵州全省贫困人口从 923 万减
少到 155万袁 减少 768万人袁 减贫人数全国第
一袁贫困发生率从 26.8%减少到 4.3%遥 到 2020
年袁贵州将彻底撕掉绝对贫困标签遥 马海燕

浙江推动农民合作经济
组织数字化改革

为建立农民专业合作尧供销合作尧信用合
作野三位一体冶的新型农村合作体系袁在数字化
方面袁浙江省农合联尧供销社联手阿里巴巴签
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袁共同推动野三位一体冶农
合联数字化改革遥 张璇

山西院
小麦亩产增加 农户收益向好

记者从山西省发改委了解到袁山西省成本
调查监审局近期对全省小麦生产成本收益情
况进行了调查袁 相比上年袁2019年小麦亩产增
加袁产值提高袁总成本虽有所上涨袁农户收益仍
然向好遥 调查显示袁今年山西省小麦平均亩产
366公斤袁较上年增加约 10%遥 梁晓飞

“全村首富”圆梦记

夏季养牛技术要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