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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抗”时代到来

饲料生产者准备好了吗？
■闻

风

疾病、促进动物生产作用的合成抗菌药，此
前被广泛用在畜禽养殖领域，比如养殖户
比较熟悉的黄霉素预混剂、土霉素钙预混
剂、杆菌肽锌预混剂等。卜仕金表示，如
果某种抗生素除用于促生长外，还有治疗
或预防疾病的作用，则将保留其治疗或预
防疾病的用途。

饲 料“ 禁 抗 ”时 代 已 经 到
来 。 据 农 业 农 村 部 公 告 第 194
号 ，自 2020 年 7 月 1 日 起 ，饲 料
生产企业停止生产含有促生长
类 药 物 饲 料 添 加 剂（中 药 类 除
外）的商品饲料。
饲料是养殖动物的物质基
础。自上世纪 40 年代后期抗生素
开始作为饲料添加剂，迄今已 70
多年。在“禁抗”时代，用什么来替
代抗生素？畜牧业和饲料企业是
否已准备就绪？专家们纷纷表示，
畜牧业饲料“禁抗”已是大势所趋，
对前景充满信心。

替代品已储备但需综合集成

▶▶▶

禁
“促生长”留
“防治病”
用了 70 多年的抗生素饲料添加剂，为何到了
今天被强制退出历史舞台？
扬州大学兽医学院教授卜仕金说，抗生素自诞生
以来，其应用领域不断扩大，一些抗生素不仅具有治
疗和预防疾病的作用，在临床兽医上还被用于促进畜
禽生长。过去，抗生素饲料添加剂在动物生产养殖中
曾发挥巨大作用。
“为了减少环境因子对动物的胁迫应激、提高免
疫力、促进生长和预防疫病，在饲料中使用抗生素可
保证畜禽高产。离开了抗生素，这种短周期、集约化、
高产量的畜禽生产模式就难以维系。”中国农业科学
院饲料研究所所长戴小枫说。
随着环境中耐药菌的增多，微量残留在畜禽产品
中的抗生素使人产生过敏反应。与此同时，病原菌的
耐药性正成为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
实际上，
“禁抗令”真正禁的是 11 种具有预防动物

“禁抗令”的号角声响起，寻求和开发
绿色、无污染、低残留的饲料添加剂和技
术方案以替代抗生素的使用成为关键。
目前比较有效的替代品包括益生菌饲料
添加剂、中草药饲料添加剂，以及植物提
取物、酶制剂、酸化剂和多糖类添加剂等。
戴小枫指出，就益生菌饲料添加剂而
言，发酵饲料通过益生菌发酵后富含诸多功
能性因子，产生益生元，可分解蛋白质脂肪、改
善动物肠道菌群结构、提高营养吸收利用率。
益生菌是活的微生物制剂，可为动物直接提供营
养或对其有保健作用，借助益生菌充当肠道菌群的生
物调节剂，增强宿主的天然抵抗力。
“当然，作为益生
菌的微生物必须具有无可扩散的抗生素耐药基因，并
在预期的使用条件下对靶动物和人无致病性和毒
性。
”卜仕金表示。
此外，
“中草药原料在我国种类多、分布广、就地
取材、易得到、成本低，民众和企业有使用习惯，容易
被接受。”戴小枫看好中草药饲料添加剂和饲用中草
药产业的未来前景和市场空间。
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院长呙于明补充道，
除上述添加剂外，从天然植物中提取有效制剂可抑制
消灭有害菌，用到饲料中，起到部分类似抗生素作用；
酸化剂可调和肠道中的酸碱环境，抑制病原菌生存；
酶制剂，特别是添加动物不能分泌的酶，可提高动物

盛夏时节，重庆
市 巫 山 县 的 10 万 余
亩挂果脆李陆续进入
采摘期。
近年来，巫山县
将发展脆李种植作为
推动农民脱贫致富的
重要抓手，
统一规划、
统一发展、
统一品牌，
同时延长产业链，大
力实施农旅融合发
展，不断提升产品附
加值。
“ 巫山脆李”的
知名度和品牌影响力
不断提升。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 摄

决战决胜
脱贫攻坚

一个深山村
怎样破解产业空虚与交通不便难题
新华社记者

2014年，
大巴山深处的金岩村被列入重庆市级深度
贫困村时，
两大难题摆在城口县鸡鸣乡扶贫干部面前。
一是产业空虚，
村民地里种的是玉米、
土豆、
红薯。二是
交通不便，
一条4米宽的挂壁土路，
运货主要靠骡马。
高昂的运输成本，对发展产业提出了挑战。
“只能
搞经济价值高的产业，否则不划算。
”金岩村驻村第一
书记薛千万说。扶贫干部请来农技专家考察后，将茶
和中药材作为村里的支柱产业。
“这几年，种植茶叶的效益也逐步显现。”金岩村
村委会主任卢贤刚告诉记者，在金岩村带动下，鸡鸣
乡全乡都种起了茶叶，
“ 鸡鸣茶”成了远近闻名的品

韩振 刘博伟

牌，村民靠种茶叶，每亩地收入 3000 元左右。在产业
带动下，6 年前人均收入仅 5600 元的金岩村，2016 年
实现整村脱贫，
去年人均收入达到 9300 元。
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派驻鸡鸣乡的驻乡工作
队联络员舒淑波说，
2018年开始，
当地政府就投入资金修
建金岩村11.8公里产业路，
路基将于今年4月铺设完成。
“这条路修好后，出村时间将由 5 小时缩短到 1 个
小时。
”
卢贤刚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道路修通后，
运输成
本将由每公斤 2.6 元降低到 0.4 元左右，
村里 8000 亩中
药材加上其他农特产品，每年可节约运费 200 多万
元。金岩村 651 户，
平均每户将因此受益 3000 多元。

对饲料营养素的消化吸收，
改善动物肠道微生态。
“当下，我们把单项技术做好的同时，更要把综合
集成技术做好，需要营养技术、饲料生产加工技术、养
殖技术等形成立体多维的有效综合方案。
”呙于明说。

“禁抗”
对养殖提出更高要求
专家表示，总体来看，在国家政策的推动下，企业
和养殖户的环保意识均有所提高，但在具体落实执行
中还面临着诸多挑战。
除了饲料生产企业，
“禁抗”对于未来的养殖工作
提出更高的要求。原本利用抗生素就可以达到促生
长、抗腹泻等效果，未来饲料内禁止添加抗生素，养殖
户则需要考虑如何提高生物安全水平，适应禁抗、无
抗的发展趋势。
呙于明表示，技术力量不强、养殖设施落后的企
业受影响最大，但这也是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的必经
阶段。他认为不需过于担心，
“自 2006 年欧盟‘禁抗’
以来，我国就在研发推广新技术、开发替代品、培训技
术人员等方面做了很多准备工作。粗略估计，有能力
替抗的企业可能占到全国市场的 30%~50%。
”
的确，我国是世界动物生产与消费的第一大国，
饲料“禁抗”，对于我国并不容易。一些经验和先进做
法或许值得借鉴。
卜仕金认为，有些具体做法也值得参考，比如提
高动物福利，减少动物应激反应；合理使用消毒剂，积
极做好环境卫生和卫生防疫工作；规范养殖场兽药使
用登记制度，做好兽药使用溯源管理；加强监督和管
理，
采取科学、严格的管理方法与程序等。
不过，饲料“禁抗”只是提高动物源性食品安全和
公共卫生安全的重要一环。
“畜禽饲养环节的安全用
药也值得关注。”呙于明说，
“动物难免生病，治疗用药
时要科学合理，不能滥用。尤其畜禽在上市前绝对不
能接触药品，严格执行禁药期，这样屠宰加工才可能
是安全的。
”

农技课堂

如何用木糖醇渣栽培鸡腿菇
1. 配制培养料。人工栽培鸡腿菇用大棚或
拱棚进行保护地栽培。利用木糖醇渣、麦秸、麸
皮、石灰、磷酸二氢钾、硫酸镁、尿素配制培养料。
每 100 平方米场地用料约 2 吨。
2. 发酵。如何发酵出优质的培养料是栽培成
败的关键。培养料拌匀后，建成宽约 1.5 米、高
0.6～0.8 米、长度不限的料堆。当料温升至 55℃
时，每天翻堆 1 次，翻前向堆表面喷少量水。翻堆
时尽量做到上翻下、里翻外。料温可升到 60～
80℃，
发酵期一般 8～10 天。
3. 装袋播种。每袋装 5 层菌种 4 层料，先装 1
层菌种，然后放 1 层料，菌种掰成核桃大小的块。
装袋要注意松紧度，并用直径 3 厘米的木棒在袋
两头各打 1 个斜孔。
4. 发菌。在棚内发菌时，棚内气温较高，菌
袋要靠地摆放，
袋间留空隙，
也可在民房或树荫下
发菌。在菌垛上盖 10～20 厘米厚的麦秸，再盖上
塑料布，四周留几个通风口，菌袋中插温度表，及
时掌握温度变化。
5. 覆土。装袋后 20～30 天即可长满菌丝。
满袋后可存放一段时间，根据市场需求来决定脱
袋及覆土时间。覆土前先将畦面浇透水，下挖深
10 厘米、宽 1.5 米的畦，菌袋脱去外袋，将菌袋从中
间切开竖排在挖好的畦内，然后覆土，厚度为 3～
4 厘米。在使用的覆土中加 1/4 发酵好的培养料，
覆土后盖上地膜，
经 15 天即可现蕾。
6. 出菇管理。菌丝发育进入生殖生长（即子
实体）阶段后，管理上以降温为主，尽量创造温
差。菌丝扭结至形成菇蕾需 6～10 天，至子实体
成熟需 7～12 天。
（本报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