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村具有生产价值，这一点非常重要，但
往往被人们忽略。

乡村之所以长期存在，是因为乡村是适应
农业生产的一种居住形态，迄今为止还没有发
现比乡村更适合农业生产的居住形态。

农业生产是乡村生产的主要内容，乡村是
农业生产的地域场所，这是乡村与农业生产关
系的基本判断。

乡村的生产价值表现在两方面，一个是农
业生产，另一个是手工业生产。严格地说，没有
乡村就没有可持续的农业生产。农民之所以住
在农村，首要原因是离土地近，便于照顾土地。

有人说农民可以住在城镇的楼房里，然后
开车一二十里地去种地。这样尽管很“浪漫”，
但这完全是不懂农业的人的想象。我们做过大

量调查，凡是消灭了乡村的，基本上都削弱了农
业，即使还有农业，也是不可持续的农业，人们
往往是只管种和收，土地的地力得不到维护，可
持续的农业变成了没有责任的农业。总之，农
业不能去农民化，也不能去农村化。大量事实
证明，“不要农村的农业”是不可持续的。

乡村生产价值的另一个体现是乡村手工
业。传统乡村手工业也只有在传统乡村的环境
下才能够保存。近些年，很多人研究如何使传统
手工业产业化、工业化，比如乡村的柳编、年画、
风筝等，在某些地方实现了规模化生产，还出口
创汇。这从某一方面体现了乡村手工业的经济
价值。但这种规模化生产也削弱了乡村手工业
的文化内涵。比如过年写对联，以前都是农民自
己写，亲戚朋友、邻里乡亲也一起来想吉祥词语，

一副对联凝聚着人们对未来生活的期望，这种文
化效果不是去市场上买一副对联可以相比的。

学者们已经注意到乡村与土地的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李培林教授在他的《村落的终
结》一书中指出：村落之所以为村落，不仅因为
其务农，还在于其拥有耕地。耕地是村落最基
本的生产资料，具有不可替代性。但村落与耕
地的关系远非如此简单。

不论在什么地区，村落都建在离耕地最近
的地方，不管村落的规模是大还是小。近年
来，由于人们对村落与耕地的关系缺乏深刻认
识，在一些地方出现了要耕地不要村落或要村
落不要耕地的现象，人为地把农业生产与农民
生活截然分开，结果是折腾了农村，伤害了农
民，也危害了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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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价值：村落与土地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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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四川
精制川茶产业培育

现场推进会成功召开

为总结精制川茶产业发
展情况，引导各地进一步对照
新形势新要求，找准突破口着
力点，加快川茶振兴步伐，日
前，四川省精制川茶产业培育
现场推进会议在乐山市召开，
会议期间，参观了夹江县三管
村标准化机采基地、四川省百
岳茶业有限公司、四川省峨眉
山竹叶青茶业有限公司、峨眉
山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嘉峨
茶谷南区。会议充分肯定了
乐山的成效并指出乐山市的
经验做法值得全省借鉴。

浙江浙江
省农业农村厅召开

数字化改革专题会议

日前，浙江省农业农村厅
召开数字化改革专题会议，邀
请数字化领域知名专家，为该
省农业农村领域数字化改革
建言献策。会上，厅数字“三
农”改革专班介绍了全省农业
农村数字化改革总体方案，演
示了“三农”协同应用平台及
多跨应用场景。专家们建议，
浙江农业农村数字化改革要
在细分跑道上更聚焦，进一步
处理好个性与共性关系，发挥
好区县的主观能动性；要进一
步加强数据资源体系和应用
支撑体系建设，推动便企便民
的变革；要充分理清“三张清
单”，着眼于整盘棋推动，在多
跨协同中形成正向循环；要解
决信息流动和信任流动的两
个瓶颈，加强基础设施和基础
服务，推动线上化和线下化协
同等。

山西山西
召开农业科技现代化

先行县共建工作座谈会

日前，农业农村部召开全
国农业科技现代化先行县共
建工作部署视频会，会后，山
西省立即召开农业科技先行
县共建工作座谈会，就贯彻落
实全国农业科技现代化先行
县共建工作部署视频会精神，
做好先行县共建工作进行研
究部署。相关负责人指出，建
设农业科技现代化先行县是
构建科技支撑引领乡村全面
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
制度创新。山西农大（省农科
院）、太谷区和临猗县要认真贯
彻落实全国会议精神，抓紧做
好先行县启动共建工作。山西
农大、太谷区、临猗县等先行县
共建单位相关人员参加座谈
会，并做了交流发言。

深挖乡村价值 实现城乡功能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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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痘病是由羊痘病毒引起的
一种急性热性接触性传染病，其
特征是羊全身皮肤，尤其是无毛
或少毛的皮肤、黏膜上发生特异
的痘疹。痘初期为丘疹，后变为
水疱，随后变为脓疱，脓疱干结成
痂，脱落后痊愈。羊痘对羔羊致
死率高。

羊痘是怎么引起的？
饲养管理不善：患病或病愈

的羊只是本病的主要传染源，病
毒污染周围环境、饲料、饮水等，
如果不注意隔离病羊与健羊，在
一起放牧，互相接触，共同饮食，
呼吸被污染的空气，健羊很易被
传染。羊舍狭窄，羊只过多，拥
挤，通风不良，不及时清除粪便，
一些有害气体就会升高。另外，
饲料不足，营养价值不全，以致羊
只的机体抵抗力下降，病毒侵袭
羊只机体，使其发病。

病苗因素：生物制品贮存有
一定的要求，本疫苗要求0℃以

下保存，如果保存温度过高，很易
失效，达不到免疫效果。在疫苗
运输途中，不采取相应措施，同样
降低保护力，使用时不当，也达不
到免疫目的。体外寄生虫传播：
寄生虫也是本病毒的携带者。

季节因素：我国大多数地区
四季分明，不同的季节羊痘病的
发病率不同。羊痘病对寒冷和干
燥抵抗力很强，因此在寒冷的冬
末春初季节多发。而本病毒对热
耐受力差，夏季阳光充足，长时间
的紫外线照射可杀死病毒，因而
少发。

羊痘有哪些治疗方法？
发现羊群有羊出现羊痘后，

要马上将患病羊隔离，并对羊群
栏舍等活动场所和用具进行彻底
消毒，一般可以采取喷洒市场常
见消毒药水或者撒上生石灰等措
施进行消毒，情况允许的条件下
还可以将接触过羊的用具等在太
阳下暴晒。如果养殖户采取的是

完全放牧饲养，则应尽量将羊群
转移到另外的新鲜草源地，并对
原草源地进行消毒。

羊痘是一种可以感染给人的
病毒，饲养人员、兽医人员等易感
人群在接触病羊和同群羊时应做
好防护工作，注意不要有暴露的
伤口，工作结束后要用消毒水洗
手、清洗工作鞋服。

养殖者对病死羊须进行深埋
或烧毁等无害化处理，严禁出售、
随处乱扔，严防病源扩散。同时
还应继续做好羊群的防寒保暖工
作，羊舍要经常打扫，保持清洁干
燥，并定期对羊舍、饲养用具和周
围的环境进行消毒，以减少其羊
群自然感染羊痘病的概率。

（据《畜牧招商》）

羊痘的引起原因和治疗方法

肉鸡养殖三大阶段
饲养管理技术

饲养前期(0－10日龄)
此期主要控制沙门氏杆菌病

和大肠杆菌病。死亡率一般在
2%-3%，约占全期死亡总数的
30%。应从正规的、条件好的孵
化场进雏;改善育雏条件，改用暖
风炉取暖，减少粉尘;保持适宜的
温度、湿度，温度切勿忽高忽低;
用药要及时，选药要恰当。同时，
应加喂一些营养添加剂，如葡萄
糖、电解质、多种维生素等，以提
高雏鸡抗病力，一般用药3-5天
即可大大降低死亡率。

饲养中期(20－40日龄)
主要控制球虫病(地面平

养)、支原体病和大肠杆菌病，同
时密切注意传染性法氏囊病。死
亡率一般在3%左右，约占全期死
亡总数的 35%。应改善鸡舍条
件，加大通风量(以保证温度为前
提)，控制温度，保持垫料干燥，经
常对环境、鸡群消毒;免疫、分群
前给予一些抗应激、增强免疫力
的药物并尽量安排在夜间进行，
以减少应激。

饲养后期(45日龄至出栏)
主要控制大肠杆菌病、非典

型新城疫及其混合感染。死亡率
一般占3%～4%，约占全期死亡总
数的35%。应改善鸡舍环境，增
加通风量，勤消毒，可用2-3种消
毒药交替使用，但注意免疫前后
2 天不能进行环境消毒。做好
前、中期的新城疫免疫工作，程序
合理，方法得当，免疫确实。预防
用药，此时用药要把抗菌药物与
抗病毒药联合使用，切勿顾此失
彼，并注意停药期。

（据《农技网》）

养猫需了解“猫鼻支”

朱启臻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封面人物观点］
［核心提示］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新农村建设，不能按照城市建设的思路去复制，更不是把乡村变为城市，乡村是自

由的，新农村建设是要把乡村建设得更像乡村。城乡一体化不是城乡同质化，而是在城

乡差异中明确城乡功能定位，进而实现城乡功能互补。随着城镇化的发展，乡村不仅不

应该消失，而且应该变得越来越美丽。

养猪要避免疾病诊断三大误区
养猪就牵扯到疾病，猪群感

染疾病后就要治疗，治疗的关键
在于疾病的诊断和药物的选择。
可由于经验、知识水平有限，一
些养殖户，甚至有的兽医都无法
做到对疾病的准确诊断或者准确
给出有效的药物治疗方案。在疾
病诊断和药物的使用过程中，常见
有“三大误区”，养殖户应注意避
免。

误区：耳朵发紫就是蓝耳病
蓝耳病又称繁殖与呼吸障碍

综合征，早期因为蓝耳病发病后，
病猪的耳尖会变成蓝紫色而得
名，所以有的养殖户就误以为只

要遇到猪的耳朵呈蓝紫色，就可
以诊断为蓝耳病。

而实际上在猪场内蓝耳病的
主要危害有母猪流产、产死胎和
木乃伊胎，尤其是妊娠100日龄
前后的母猪流产率比较高。另外
就是导致哺乳仔猪的急性死亡，
40~50日龄的保育仔猪表现严重
的咳喘症状。

相反猪场发生蓝耳病之后，
病猪表现耳朵呈蓝紫色的病例并
不多。目前在临床上可以导致病
猪耳朵呈蓝紫色的疾病种类比较
多，如败血症、局部血液循环不畅
和呼吸困难都会导致病猪的耳朵
呈蓝紫色。

误区：药物搭配就效果好
现在猪场内生猪很少有单一

病原发病的，多是两种甚至三种
病原同时或者继发感染。因此使
用单一药物很难达到有效的治疗
效果。为了达到更好的治疗效
果，养猪户通常会选择两种甚至
三种药物以针对不同的病原。

但是药物的搭配是有原则
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药物配伍
禁忌，比如很多养猪户喜欢用的
氟苯尼考搭配替米考星，其实这
两种药物搭配在一起是有拮抗
作用的。所以临床上几种药物
搭配要注重药物的搭配禁忌问
题。

误区：打过疫苗猪就不再发病
有时候养猪户发现打过防治

某种疾病的疫苗的猪仍会得该
病，这里需要提醒养猪户，疫苗
并不是万能的，不是说给猪打了
这种疫苗，猪就肯定不会发这种
病。

在正常情况下，免疫后猪群
的抗体阳性率可以达到80%就说
明这种疫苗的免疫是合格的，剩
下20%抗体水平不达标的猪，在
后续的饲养过程中感染疾病的可
能性就会很高，所以并不是说打
了疫苗就不会发病。

（据《猪易网》）

乡村的生态系统是一个完整的复合生态
系统。乡村存在于大自然的怀抱中，这里有人
工种植的粮食、蔬菜、水果，还有数不清的野
草、野花;有人工饲养的家畜、家禽，也有叫不
出名字的野生动物。在乡村，人们可以近距离
接触到土壤、河水、明媚的阳光和多样的地形
等。

乡村就是一个生物与环境协同共生的系
统。乡村生活可以实现几个循环：一是种植业
和养殖业循环。因为有养殖业，所以农民种植
的所有作物几乎都可以利用，乡村几乎没有垃
圾。二是生产和生活的循环。人的生活垃圾
一般都回到田间，得到有效利用。循环是任何
一个生态系统维持运行都不可或缺的环节和
内容，乡村生态系统的循环是维持乡村可持续
生存的重要保障。农业循环只有在村落中才
能完整进行，这也是理解农业与村落关系的一
个方面。农民从事种植和养殖劳动，品种之间
巧妙组合，这些都经过了长期选择和适应过
程。而我们现在许多乡村的做法是，按照城市
的办法处理垃圾，结果可想而知。

乡村的生态功能还表现在很多方面。农
民种庄稼、种树，都可以起到净化空气、保持水
土的作用。有学者研究过，某地存在一个村
落，周围的物种、微生物群落等都会增加，有助
于生物多样性的存在。美国环境伦理学家罗
尔斯顿认为，在城市、乡村与荒野这三种环境

中，乡村扮演着帮助人们思考文化与自然问题
的重要角色。乡村是介于城市与荒野自然之
间的环境，换言之，乡村是处于文化与自然的
极端之间的缓冲地带。没有一个城市能够缺
乏乡村的支持而持续，乡村在某个意义上是被
驯化后的自然，乡村体现着人类生产与自然荒
野的相遇、体现着人类对自然的控制。乡村让
人们从另一个角度，看待人们对自然的管理与
控制，这就是乡村的生态文化。

此外乡村还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和文化
价值。在乡村社区里，人们很容易学会辨别是
非善恶。这种功能的实现有两个条件：首先，
每家农户都是开放的、透明的，一家有什么事
全村人都知道;其次，村落里有自发形成的公
共空间，可能是老槐树下、十字路口、小卖部
前、水井边、戏台前等。大家聚在一起聊天、传
播信息，一般都是张家长李家短的内容。这种
活动的参与人员非常广泛，男女老少都有。在
此过程中，人们学习到辨别是非的标准。城市
楼房里的家庭都是一家一户关起门来过日子，
互不熟悉，也互不往来，因此，没有公共舆论的
教化功能。

现在一些年轻人读到硕士、博士了，基本
的礼节、礼貌都还不太懂，应该说与乡村的教
化功能丧失有关。乡村还有文化传承、保存的
功能。任何文化都需要特定环境才能存在。
乡村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尊老爱幼、

邻里和睦不是写在书里、挂在嘴上的，一定是
在一种环境中潜移默化地对人产生影响。而
且要存在一个群体，形成社会压力。谁家做得
好，全村都学习，谁家做得不好，全村都谴责。

许多文化的保存都需要乡村这个载体。
没有乡村了，文化也就不存在了。现在许多人
在呼吁保护乡村，但实际上研究还很不够。

一些学者认为要保护古村落，但认为一般
村落可以拆除，因为有些村落确实已经很破
败，房屋都倒塌了。这种观念是不对的。所有
村落都具有我们所说的生产、生活、生态、社会
和文化等价值，都有其存在的意义。文化不仅
保存在古村落里，也保存在所有村落里。乡村
的价值还可以列举出很多。我们研究乡村，努
力挖掘乡村应有的价值，还要分析乡村价值存
在于什么地方，以何种形式存在，分析乡村价
值对当今社会发展的价值以及保护、传承优秀
乡村价值的途径和方法。

这样有助于在乡村发展中传承乡村价值，
在乡村现代化过程中保存传统，让村民享受田
园风光的同时，也能充分体验乡村价值带给他
们的实实在在的好处。 （摘编自《新三农》）

“猫鼻支”全称猫传染性鼻气管炎，是一
种对猫（尤其是幼猫）危害严重的传染病。
发病后如不及时治疗，会对猫的健康造成严
重损害，甚至引起死亡。此病在小区流浪猫
内广泛传播，发病率很高，因此，所有养猫人
都需要了解并高度重视对此病的科学防治。

“猫鼻支”的病原是什么？
“猫鼻支”的病原体是猫疱疹病毒。此

病毒对外界因素抵抗力较弱，干燥环境下，
12小时以上即丧失毒力，并且可被甲醛和
酚类灭活。此病毒引起的“猫鼻支”是一种
急性、高度接触性上呼吸道传染病，主要感
染幼猫，发病率100%，死亡率50%；成年猫发
病率较高，但死亡率不高。

“猫鼻支”流行情况如何？
“猫鼻支”呈世界性分布，在我国多个地

区（包括上海地区）广泛流行。几乎所有的
流浪猫都会感染“猫鼻支”。家养猫如果饲
养环境差、护理不当、随意同流浪猫接触，感
染的可能性也很大。此病主要是接触传染，

病毒经发病猫的鼻、眼、口腔分泌物排出，健
康猫和病猫通过鼻与鼻直接接触或吸入含
有病毒的飞沫经呼吸道感染。病毒静止空
气中，可在1米范围内发生飞沫传播。

此病毒只感染猫和猫科动物，自然康复
的猫能长期带毒和排毒，成为重要的传染
源。同时发病猫可通过分泌物大量排毒，持
续2周左右，排出的病毒经接触和飞沫迅速
传染其他猫，引起其他猫发病。

“猫鼻支”的症状是怎样的？
“猫鼻支”的潜伏期为2～6天，病初主

要表现为上呼吸道感染的症状，病猫表现精
神沉郁、厌食、体温升高、咳嗽、打喷嚏、流
泪，眼睛和鼻部有分泌物。分泌物开始为浆
液性，随着病情的加重变为脓性。有的病猫
出现口腔溃疡、肺炎和阴道炎，有的皮肤出
现溃疡。转变成慢性病例可出现咳嗽、鼻窦
炎、呼吸困难、溃疡性结膜炎和全眼球炎等
症状。感染“猫鼻支”的怀孕猫所产幼猫体
质弱、嗜睡，严重的因呼吸困难而发生死亡。

如何有效防治“猫鼻支”？
“猫鼻支”的预防主要是采

取注射疫苗的方法。临床上最
常用的疫苗是猫三联苗，该疫
苗可以同时预防猫瘟、猫鼻支
和猫杯状病毒病。进行免疫的
猫首次防疫最好注射三次，以
后可每年注射一次。目前疫苗
免疫效果还不是很好。

由于“猫鼻支”是一种传染
性疾病，如果同时饲养多只猫，
发现有一只猫出现类似症状，
则应当将患猫单独隔离，然后对室内进行通
风消毒。可在猫粮中添加赖氨酸，饲喂没有
发病的猫，能够起到一定的预防作用。

如果家中已经养了猫，不能再随意收养
流浪猫到家中，否则很容易把“猫鼻支”病毒
带到家中，感染家里的健康猫。

对发病猫进行治疗可以注射猫用干扰
素，有眼部症状的可使用抗病毒眼药水，有

上呼吸道症状的可采取雾化治疗、抗菌消炎
治疗和对症治疗，补充电解质、葡萄糖、维生
素等，特别是应当补充赖氨酸，因为当机体
缺乏赖氨酸时，对疱疹病毒的抵抗力会降
低。此外，对于患病猫尤其是幼猫一定要注
意保暖，才能较快恢复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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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生活体系是以农业活动为基础的，与
被称为“草根工业”的手工业一起，不仅是农民
重要的谋生手段，也是其生活活动的重要组成
部分。在村落里，农民没有明确的时间观念，
但有严格的季节约束，生活自给性强，主要消
费品依赖于自己生产而不是市场。传统乡村
生活方式中的许多优秀成分，体现着劳动人民
的生存智慧。

随着城市病的出现，人们开始思考什么是
健康的生活方式。有机生活热潮的兴起，低
碳、慢生活理念的传播以及人们对健康的追
求，都要求人们重新分析和认识乡村的生活价

值。传统村落是依据人们的需要和感受而形
成的，是一种复合、有序的空间。人们生活在
乡村，可以满足很多需要，而且很多需要是不
可替代的。现在城里人喜欢往乡村跑，就是因
为乡村里有人们需要的生活元素或要素。在
乡村，粮食和蔬菜基本自给自足，一些简单的
生活用品也自己生产。除此之外，还有新鲜的
空气、慢的生活节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与
自然节拍相吻合，这是有利于生命和人的健康
的。乡村的生活方式是一种低碳的生活方式。

所谓的高消费、超前消费，是一种野蛮无知
的消费方式，消耗了不可再生的资源，是以牺牲

生态为代价的。农民的低消费生活方式，更符
合生态文明理念。农民的生活方式中，包括习
惯和习俗等，许多原本就是符合生态理念的。
比如就地取材、自我满足等。自给自足没什么
不好。农民自己种的东西吃不完，或者送邻居
或者拿到市场上去卖，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

有人热衷于把农民这个生产者，变成纯粹
的消费者，凡是他需要的东西都去买，认为这
样做扩大内需、拉动消费。但我认为，这种做
法除了增加市场负担，还有啥其他意义吗？这
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导致了很大的浪费，而且
导致市场紧张，增加了食品不安全因素。

【 】生活价值：与自然节拍相吻合

【 】生态价值：生物与环境协同共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