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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啄肛是什么原因？

啄肛是大群养鸡啄癖中
危害最大的一种，鸡常将肛门
周围及泄殖腔啄得血肉模糊，
甚至将后半段肠管咬出并吞
食。引起肉鸡啄癖的原因很
多，主要有以下几种：

管理不善。鸡群密度过
大；鸡舍内光线太强或潮湿、
闷热；个别鸡外伤，有出血和
血肉味等会诱发啄癖；由于饲
喂量少，鸡处于饥饿感状态，
如限量喂饲或饲料中糠麸太
少，或饲喂高能、低纤维饲料，
嗉囊没有撑起，有时也会引起
啄癖；缺水或饮用矿物质含量
过高的水。

营养不足。饲料中含硫
氨基酸，如蛋氨酸、胱氨酸不
足，而鸡羽毛中此类氨基酸最
丰富，容易引起啄羽；饲料中
缺乏某些微量元素、矿物质或
维生素，引起代谢紊乱。最常
见的有盐缺乏，鸡为寻找有咸
味的食物，常引起啄肛、啄皮
肉和吮血。

虱、螨等外寄生虫等，也
会引起啄癖。

对于肉鸡啄癖必须着眼
于预防，消除上述各种原
因，因为一旦发生，特别是
大群发生，后果严重，控制
难度很大。

防治措施主要有以下几
方面：

断喙。断喙的日龄没有
严格要求，最好在7～9日龄进
行，也可对那些有啄癖的鸡进
行断喙，年龄在70日龄前后或
更长日龄。

使用啄癖的药物。蛋氨
酸、胱氨酸、羽毛粉、硫酸钠、
啄羽灵等，在某些情况下会有
效。生石膏粉也有作用，可在
饲料中加2%～3%，酌情喂饲半
个月左右。

饲 料 的 营 养 成 分 要 全
面。生产上常要考虑盐的问
题，发现是缺盐引起的啄肛，
可将饲料含盐量提高2%，喂2
天后恢复正常，并保证充足的
饮水。要注意的是盐不能直
接加入水中，因为饮水量受气
温、健康等因素影响，不像采
食量那样稳定，饮水多了会造
成中毒，而且盐水越饮越渴，
越渴越饮，恶性循环，更会造
成中毒。

调整饲养密度，降低人
工光照亮度。啄肛严重时，
可在鸡舍中换上红色灯泡，
使舍内光线稍暗，肛门的红
色显现不出，效果较好。过
几天，待啄癖平息后，再恢
复正常饲养。

发生啄癖时，可在舍内
一定高度吊一些瓜菜，让鸡
跳跃采食，转移其注意力。

注意饮水卫生，高矿物
质盐水要经沉淀后饲喂，并
保证水的供给。

［热线答疑］

正确使用鱼池增氧机，不仅
可以大幅度降低增氧机的使用费
用，而且还能有效改良鱼池水质，
减少或防止鱼病的发生，提高养
殖利润。

白天开机，夜晚不开机。白
天光照充足，池水中的浮游植物
可以进行光合作用产生大量氧
气，水体表层溶解氧远高于底层，
白天开增氧机可以使池水产生对

流，溶解大量氧气的表层水可以
交换至下层。晚上池水中的底层
水溶氧量高于上层，如果此时开
增氧机非但起不到效果，还会对
鱼造成危害。

阴雨天的白天不开机。阴雨
天池水中浮游植物光合作用较
弱，溶解在水中的氧气较少。如
果此时开增氧机，只能加速水中
氧气的消耗，容易造成鱼池缺氧。

晴天中午和傍晚开机。有的
养殖户认为凌晨4点或者下午4
点之后开增氧机可以使池水多溶
解一部分氧气，但是提前开增氧
机会过早消耗池水中溶解的氧
气，加快夜间缺氧。

晴天有风开机。虽然风有增
氧作用，但对池水增氧效果不强，
表层的富氧池水很难对流到池
底。所以，晴天中午下午不论是

否有风都应开机。
4 月—6 月鱼池中的鱼不浮

头也开机。许多养殖户认为4月
~6月水温低，鱼体小，不浮头可
以不开机。其实，只要鱼大量吃
食、大量排便，水质较肥时，晴天
中午就应该开机。

开机时间长短应遵循炎热天
开机时间长，凉爽天开机时间短；
半夜开机时间长，中午开机时间
短；风小开机时间长，风大开机时
间短的原则。

博莱

何时该用鱼池增氧机

秋冬季节蔬菜如何栽培

如何防治水稻稻曲病

秋冬茬的设施蔬菜栽培，应
提前扣好大棚顶膜、裙边膜、换好
门膜，预防大风、温度骤降等突发
状况的发生。露地蔬菜栽培，应
准备好防雨、保温用的小拱棚等
材料，以防变温等不时之需。选
择耐低温、耐弱光性、抗逆性强的
茄果类、十字花科蔬菜为主的优
良品种，为秋冬茬生产、春茬育苗
打下良好的基础。

培育壮苗
大棚、露地栽培的蔬菜品种

进行育苗时应该在设施中进行。
营养土配制选用田园土（或草炭
土）5～6份，疏松剂（珍珠岩或蛭
石或草木灰或细沙）2～3份，有机
肥1～2份，混合均匀使用。种子
在阳光下可晒4小时左右。浇透
水4小时后播种，播后覆盖地膜，
或遮阳网，或稻草等。出苗约
60%～70%左右时，揭覆盖物。温
度以“高～低～高”模式管理，即
播种到出苗前温度高，出苗时到1
片真叶时，温度偏低防徒长（长脚
苗），1片真叶后按正常管理。

定植管理
基肥增施有机肥，适量加施

复合肥。机耕后高畦深沟、地膜
覆盖栽培。由于冬季阴雨天多，
光照不足对蔬菜生产影响很大，

在保证适宜温度的条件下，见光
时间长为好，将覆盖物做到早揭
晚盖。有条件的可在棚内铺银灰
色反光膜，可有效提高光照强度，
有利于植株生长。

温湿度与通风
冬季晴天且棚内温度高时，

棚门两头应通风；遇无阳光天或
阴雨天，应中午前后进行通风换
气，避免棚温过低，影响植株正常
生长。栽苗当天应提高棚温，一
般5天左右可不放风，有利缓苗。
幼苗心叶开始生长时逐渐放风。
放风口由小到大，逆风而放，放风
时不可太猛，避免苗子突遇冷风
而“感冒”。冷冬季节，增添无纺
布等覆盖物，可根据气温早盖晚
揭为好。因此，秋冬茬栽培，要根
据各类蔬菜对温度的不同要求，
调节通风量的大小，多层覆盖，提
高棚温，防止发生冷害。

冷冬季节棚内空气湿度大易
发生病害。在保温的前提下，要
进行通风降低湿度，特别是阴雨
天，必进行通风。选择晴天进行
肥水和药剂管理时，适当早揭晚
盖覆盖物，以延长通风时间，可使
棚内湿度不至过高而引发病害。

为促进植株生长，在生长前
期，可使用3‰左右的氮肥进行追

施一次。茄果类作物果实开始膨
大时，开始追肥。以磷钾肥为主、
适量增施钙肥，盛果期时，应加大
追肥次数，防止植株脱肥，造成损
失。十字花科蔬菜中的花椰菜
等，在莲座期、花球膨大期进行必
要的追肥外，必须结合药剂管理
时加入钙、硼中微量元素，以防花
球出现褐斑、黑斑等症状，影响商
品性。适当增施草木灰等钾肥，
能有效增强蔬菜的抗寒能力。水
分管理时，晴天适量浇水，注意土
壤的湿度不能过大，以防根系因
土壤通透性不够造成生长障碍。

主要病虫害防治
加强田间管理，采取摘除病

叶老叶、合理整枝、降低空气湿
度、配方施肥等措施，提高植株抗
病能力。注意灰霉病、疫病等病
害初期症状发生且及时防治。十
字花科根肿病忌大水漫灌、患病
植株拔后带出处理、用草木灰或
石灰等进行酸性土壤改良。

有害气体
冷冬季节在追肥后，特别是

追施氮肥后，需加强通风排除有
害气体；不使用碳酸氢铵作追肥；
极端低温夜间须用明火加温时，
不用含硫高的煤，且在清晨及时
换气通风。

激素应用
番茄在低温时，为防止落花，

提高坐果率和产量，会使用番茄
灵点花，但是使用浓度应随棚内
保温温度调节，点花时棚内温度
高、药剂浓度偏高时心叶会细长、
皱缩，影响新梢生长；辣椒苗期喷
施B9，叶片浓绿、茎粗壮、不徒长，
可有效增强抗寒能力。

植株缓苗慢、不发棵
植株缓苗慢、不发棵有多种

原因。
土壤透气性差：土壤黏重，有

机肥施用不足，根际环境差。改
善措施：合理浇水，不积水沤根；
浇水后及时中耕促进根系发育；
追施含腐殖酸等调理土壤团粒结
构的水溶肥；覆盖秸秆减轻表层
土壤板结。

土壤酸化、盐渍化严重：棚室
封闭，复种指数高，肥料过量，未
淋洗土壤，使肥料残留在耕作层；
棚室内温度高，土壤水分蒸发快，
盐分上升到表层。改善措施：施
用草木灰或石灰或掺沙子，重施
充分腐熟的农家肥，深耕土壤，冲
施含腐殖酸水溶肥等措施调理土
壤。

基肥未腐熟，二次发酵烧根，
严重时无法挽回。改善措施：发
生烧苗应适当勤浇水，注意通风，
防止出现气害，及时补充植株所
需要的营养。

定植过深，不利根系生长。
改善措施：适当降低畦的高度；扒
开根茎部周围的土壤，但不露根。

低温浇水沤根，土壤含水量
过大时会沤根。改善措施：沤根
时及时中耕，增加土壤通透性，待
土壤中水分挥发后，用腐殖酸等
肥料灌根，调理土壤，促进毛细根
再生。

防治土传病虫害时进行穴施
药肥不当。改善措施：施用前与
土拌匀；避免药肥施于近根处，伤
害根系。已造成初期危害的，可
扒开施肥处，去除未溶解的肥料，
并适量浇水稀释缓解。严重的则
对植株根系造成损伤，很难恢复。

稻曲病多在水稻抽穗、扬花
阶段感病。由于生长后期过于嫩
绿茂盛，若开花期又遇降雨和高
温，26～28℃的气温环境容易诱
发此病；另外，氮肥施得过多、田
水落干过迟或在稻株接近成熟时
叶片仍保持浓绿，则会加重病情；
此外，品种对发病轻重关系也较
大，一般晚熟品种比早熟品种发
病重，杆矮、穗大、叶片较宽而角
度小的品种易感染该病，颖壳表
面粗糙，无茸毛的品种也易感

病。稻曲病病菌先在颖壳的合缝
处露出淡黄绿色的小菌块，再逐
渐膨大，最后包裹全颖壳，形状比
健谷大3～4倍，为墨绿色或橄榄
色，表面平滑，最后开裂，布满墨
绿色粉末（为病菌的厚垣孢子）。

防治该病要从下列几方面入
手：

（1）选用发病轻的品种。

（2）避免发病田留种，并要做
好种子播种前的消毒处理。

（3）防止后期施肥过多。
（4）药剂防治：第一次施药适

期选在水稻破口前
5～7 天，第二次则
选在破口期。药剂
可选择 24%井冈霉
素A水剂、6%井冈·

嘧苷素水剂、40%嘧菌酯可湿性粉
剂、75%戊唑·嘧菌酯可湿性粉剂、
75%戊唑·嘧菌酯水分散粒剂、75%
肟菌·戊唑醇水分散粒剂等。

□记者 康晓芳

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活动内容精彩纷呈，包括大型

鼓乐旗舞秀《盛世龙腾》；“叶辛高桥
书房”、“徐建融艺术史学馆”、“龙身
蛇形太极馆”展馆揭牌仪式，以及廉
政书画展开幕及作品捐赠、舞蹈《芳

华》、朗诵《高桥梦 中国梦、舞蹈
《绣》、巨幅绒绣制品《梦想之城》首
发仪式、“百万市民看上海最美街镇
大舞台”揭牌。最后大家齐唱《我和
我的祖国》，使在场的演出人员和观
众一起，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而歌
唱、骄傲、振奋，激发居民爱国爱党
激情，以及为建设美丽家园，实现“中
国梦”而奋斗的信心和决心。

据介绍，为响应习近平总书记
提出的“弘扬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
化”“增强文化自信”等号召，高桥镇
以“实现古镇再造文化复兴”为抓
手，根据高桥老街的历史风貌，不断
在原有的人文设施方面进行维护和

提升，如，近年来在老街一座清代旧
居内建造了“高桥绒绣馆”、“钱慧安
纪念馆”，另外还保留着许多旧宅，
如钟氏民宅、杜月笙家祠、黄氏民
宅、敬业堂、仰贤堂、印家花园。

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最重
要的一个部分，千年古镇高桥今年
迎来新一轮发展，例如在本次活动
上，“叶辛高桥书房”、“徐建融艺术
史学馆”、“龙身蛇形太极馆”展馆揭
牌，为古镇文化复兴和再造增添活
力。

“走在老街上的漫步道有种时
光穿越之感，同时感觉祖国的一草
一木的美丽和珍贵。”高桥老街不仅

早已恢复“弹硌路”路面，今年还建
设了“漫步道”，贯穿老街的河道和
景点，吸引百姓在健身同时，领略家
乡的历史底蕴和古往今来的变迁，
耳濡目染，对自己家乡更加热爱，激
发爱国爱古镇之情，以更好地投入
各自岗位回报祖国、回报党。

为此，热爱体育运动的高桥居
民纷纷称赞漫步道跑步接力活动在
国庆节举办，使心情振奋和愉快。
据了解，见证“古镇新城”漫步道的
启用，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70周年活动，也成为高桥镇举办
为时数月的2019高桥镇体育年闭
幕活动之一。

高桥镇举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暨2019高桥镇体育年闭幕活动

文化浸润高桥 古镇抒发豪情

【短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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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秋的浦东高桥镇，到处洋溢着收获的气氛。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

年，激发爱国热情，振奋二次创业精神，促进高桥文化体育事业，2019年4月29日举办

主题为“文化浸润中国年 古镇新韵抒豪情”活动，以此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

年，并同时举办2019高桥镇体育年闭幕活动，

■传统文化在浦东街镇系列之（61）

又一文化创新诞生并在合庆镇庆丰村和美术馆展出又一文化创新诞生并在合庆镇庆丰村和美术馆展出

浦东朵云阁首创国画颜料室外不褪色麻布字画浦东朵云阁首创国画颜料室外不褪色麻布字画

□记者 康晓芳 通讯员 张玲

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年华诞期
间，浦东朵云阁美术馆内洋溢着节
庆气氛。由浦东朵云阁美术馆提
议，由签约画家徐鸿杰老师创作的
山水麻布画及王永明老师创作的美
丽乡村麻布画,在国庆前夕已经安装
于浦东新区合庆镇庆丰村委室外墙
面。

这一不会褪色的国画麻布画创
作艺术不仅吸引所在合庆镇庆丰村
村民的驻足观看，也给他们带来
2019年国庆节的特别的艺术礼物、
文化熏陶，也给中国传统文化继承
和发展注入新活力。据了解，麻布
国画（室外不褪色）已由朵云阁美术
馆上报申请国家专利。

关键词：室外、麻布、国画、
新农村、美丽庭院

对于建馆不久的上海浦东朵云
阁艺术馆来说，怎样把国画艺术从

深藏闺阁送到百姓家门口，一直是
作为馆长的周贵发先生的初心，因
此，在组织30多名画家深入浦东合
庆镇每个乡村的同时，不仅给所到
村委送上了画家所做的反映该村新
农村、美丽庭院建设的作品，同时，
看到居民房屋外墙上的手绘画时，
启发朵云阁领导考虑如何把国画挂
到室外，让居民的外墙不仅是手绘
画，还有原汁原味的国画作品。

可是，室外挂画看似简单，却遇
到了传统国画宣纸和颜料都经不起
风吹、日晒、雨淋问题，怎么办，经过
多方调研和考证，经过几个月的试
验，朵云阁美术馆联合上海沐婉文
化传媒有限公司自主创新研发研制
新型现代书画材料老麻布，采用纯
天然亚麻植物为原材料，经传统工
艺结合现代科研创新,手工编织而
成，打破了传统宣纸作画的选择。
这种新材料麻布织品具有良好的书
写功能，不易破损，纯天然环保材
料，遇水不化，不易腐化易收藏，也
可作书画工艺制品再加工，文化产
业链得以延伸。新作画材料的研
发，打破了传统绘画材料的单一
性。之后，朵云阁组织画家们开始
尝试作画创新，目前除了首批由徐
鸿杰老师创作的山水麻布画及王永
明老师创作的美丽乡村麻布画,安装
于浦东新区合庆镇庆丰村委室外墙
面外，还有一幅长约20多米的《江南
山水》麻布画已经创作完成于馆内
对外展出，另有新的一幅400多米长
卷画作也在创作中。

画家成功实践在麻布上作
画

“中国画一般画在绢或纸质材
料上，由于千百年的作画历史，已经
掌握了这些材料的作画经验。在宣

纸上作画可以随心所欲，表现各种
技法，效果千变万化。但朵云阁老
师推出在麻布上作画，这是一个具
有挑战性的创举，因麻布不吸水，很
粗糙，与宣纸比较其性能完全不一
样，包括用颜料也不一样，传统的国
画颜料显然不能用，作品一裱就掉
色。”

艺术家徐鸿杰老师是首批麻布
画实践者之一，他向记者介绍麻布
作画体会时说，“记得刚开始在麻布
上用国画颜料作画时，由于麻布很
粗糙不吸水，颜色画不上去，很干，
弄湿了画，容易跑色，不太能掌握麻
布的性能，经过多次试验实践，慢慢
探索到一定规律，技法上掌握了一
点作画规律，有了一点经验，比如，
由于麻布粗糙一般毛笔不容易着
色，在实践中可用其他硬性笔配合
一起，效果更好。但最大的问题是
掉色，一幅效果不错的作品，一湿
水，一裱后颜色都跑了，找到一种不
怕水，又能像国画颜料一样效果的
颜色是最关键的事。用了好多方
法，在颜料里加胶水，加矾水等都不
行。通过不断的探索实践，终于解
决了跑色问题。具体方法有待将来
公开。做任何事都会碰到困难的地

方，但只要想办法总能解决问题。”

艺术观念的开拓使传统文
化艺术更展魅力

“艺术家及科研者将新研发的
水墨颜料为媒介，运用于老麻布中
作画，通过材料的特殊性能和材质
的美，让画面具有特殊的肌理效果，
从而用这种新的材料在技法上更直
观的来表达艺术家的主观情感, 此
水墨颜料在风吹雨淋、气温变化的
环境中能长期保其色彩不变质。”

有关专家称，新绘画材料老麻
布及水墨绘画特殊颜料项目的研发
是历史进程中的必然性和多样性。
在当今多种绘画材料和媒介与绘画
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它的综合性使众
多传统艺术都带有古今结合的痕
迹。老麻布的“发展”已经远远超越
了“发现”,创作的过程也逐渐走向发
展新的视觉和认识综合性材料的视
觉表现的过程, 让画可以在室内创
作后挂到室外，可替代墙绘及宣传
广告等用途，其魅力在于它改变了
我们对传统美术创作中的视觉审美
习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也在继承
和发展中呈现绚烂多彩、引人入胜
的魅力。

合庆建光村
举办国庆庆典活动

在纪念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
际，浦东合庆镇建光村举办“我爱
你祖国”庆祝活动。当天虽值周
末，且是下雨天，但建光村读报小
组牵头举办的“我爱你祖国”庆祝
活动还是如期举行。

这次活动围绕新中国70年来
取得的辉煌成就为主要内容，唱响
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
好的时代主旋律，激发村民爱国
情，以及建设美丽乡村、美丽庭院
的激情和信心。 通讯员 陆明根

浦东曹路镇承办区级
兵乓球赛事并夺冠

近年来，浦东体育文化事业发
展形势喜人。乒乓球是浦东曹路镇
的运动品牌项目之一，日前，由浦东
新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主办，浦东
新区曹路镇人民政府承办，浦东新
区体育管理指导中心、浦东新区曹
路镇文化服务中心、浦东新区曹路
社区朝露体育俱乐部、浦东新区乒
乓球协会共同协办的2019上海城
市业余联赛“曹路杯”浦东新区第十
一届农口系统乒乓球邀请赛圆满成
功。本次比赛设男子团体对抗组，
共19支队伍约150名运动员参赛。

现场，大批拉拉队员随队观赛，
“稳住”、“发力”、“好球”……喝彩鼓
劲声不绝于耳，此起彼伏的加油声
一次次把比赛推向高潮。

经过一天的激烈比拼，曹路镇
获得冠军，康桥镇获得亚军，周浦镇
获得季军。三林镇、书院镇、金桥
镇、高桥镇和川沙新镇分获第四至
第八名。

上海城市业余联赛“曹路杯”浦
东新区农口系统乒乓球邀请赛唱响
了“天天运动，人人健康”的主旋律，
同时也为生活、工作在浦东各镇的
乒乓球运动爱好者提供一个交流球
技、增进友谊的平台。

通讯员 曹文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