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胶州讯 (通讯员任献文)

一头纯黑色老母猪侧躺在地面上，
14 头小黑猪一字排开大口吃奶，
样子憨态可掬。这是 3 月 19 日笔
者在胶州市里岔镇良乡一村看到的
一幕。 65 岁的养殖户赵殿荣说：
“这些里岔黑小猪长到 50 天断奶
后，合作社就收回统一养殖，每头
小猪给俺 600 元代养费。去年俺老
两口给合作社代养 15 头母猪，交
回 200 多头里岔黑小猪，纯赚 12
多万元，真没想到俺这把年纪一年
能挣这么多钱呢。”赵殿荣满脸皱

纹里堆满了笑容。
包括赵殿荣在内，目前，青岛

里岔黑猪繁育养殖基地下设的青岛
里岔黑母猪代养合作社已发展社员
21 名，代养母猪 156 头。

里岔黑猪迄今有 4000 多年发
展历史， 2000 年被列为国家重点
保护猪种。 2007 年，经营服装生
意的赵波收集当地仅有的 78 头里
岔黑猪，承担起里岔黑猪保种繁
育工作。他采用生态养殖方法，
让猪自然交配，天然生长，只喂
麸皮、玉米、豆饼、骨粉、青饲

料、盐等六种天然饲料，每头猪
生长期达到 12 到 15 个月，出栏
猪重 120 到 150 公斤，尽管目前每
公斤猪肉价格高达 80 元，但依然
供不应求。

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
求， 2010 年，赵波探索推行“代
养母猪”办法，并成立青岛里岔黑
母猪代养合作社，社员全部选择当
地有经验的养殖大户，对他们进行
培训后，由合作社统一提供能繁母
猪，母猪的所有权和处置权均在合
作社，社员至少要代养 8 头母猪。

合作社对代养母猪实行统一供料、
统一配种、统一技术、统一防疫、
统一监管，每天安排技术员逐户巡
视指导。

“代养母猪”模式实现了农户
增收和基地壮大的双赢。“利润较
高、稳定、无风险，母猪产仔越多
俺越高兴越尽心。而且，不中意的
母猪可以随时与合作社调换。按最
保守算法，每头母猪每年产仔 2
窝、每窝 10 头来计算，代养一头
里岔黑母猪每年净赚 8000 元没问
题。俺老两口以前饲养 6 头普通母

猪，再把仔猪育肥，每年纯利润也
就 2 万多元，跟代养里岔黑母猪差
距太大了！”代养母猪的农民赵绩
温介绍。

同时，青岛里岔黑猪繁育养殖
基地依靠代养母猪扩大了规模。
“ 2010 年，基地共出栏里岔黑猪
3400 多头，离市场需求有 2000 多
头的空缺。预计 2011 年基地出栏
可达到 5000 头左右，‘代养母
猪’模式功不可没。随着代养母猪
规模的扩张，里岔黑猪将逐步走向
全国。”赵波信心十足地说。

增加农户收益 扩张市场规模

胶州农民代养母猪也赚了大钱

沂水县马站信用社在农村集市点安装 11
部“农民自助终端”银行设备，除具备银行余
额查询、取款、转账、修改密码等基本功能
外，还可兑付各类补贴、新农保，使农民足不
出村就享受二十四小时金融服务，成为农民的
贴身银行。 (马宝青)

今年以来。沂水县质监局用“四个严格”
守护安全防线，为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社
会和谐稳定提供质量安全保障。一是严格审查
生产企业资质，达不到准入条件和标准要求
的，一律不予许可。二是严格生产过程监管。
从原材料进厂、过程控制、产品出厂进行全过
程监管，保证信息的全纪录、可追溯。三是严
格监督抽查。对重点产品增加抽查频次，扩大
抽查覆盖面。四是严格执法打假。开展了多次
专项执法打假，深入推进区域整治，同时加快
质监系统 12365 举报处置指挥系统建设，畅通
产品质量咨询、诉求渠道。 (张宁 刘毅)

“自助终端”银行甜了农民心

沂水质监四项措施守好安全防线

本报滨州讯 (通讯员鲍学博 张丽娟)双
汇“瘦肉精”事件发生以后，在社会上引起较
大的负面反响。为保证广大市民能吃上放心
肉， 3 月 22 日，滨城区市中街道办事处与滨
城区畜牧局一同对辖区畜牧户进行了专项检
查。

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对辖区 5 个畜牧户
养殖的 1200 余头牲畜进行了全面检验，对所
喂饲料进行了重点检查，并同养殖户签订了
《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书》。经过初步检验，
未发现有使用“瘦肉精”的违法行为。该办将
继续联合工商、畜牧等部门加大监管力度，从
源头入手，严把饲料关，确保畜产品质量安
全，保证市民吃上“放心肉”。

严查“瘦肉精”，保障“放心肉”

在医生的引导下见到张娇
的时候，患精神分裂症近 20 年
的她已经从山东省精神卫生中
心出院回到聊城农村的家。看
见好多人围着自己问长问短，
张娇尽管有时语无伦次，但却
掩饰不住内心的幸福和感激。

医生介绍，张娇患的是难
治性常见精神分裂症，目前病
情已基本控制住，但思维还是
有点乱，交流不太自然。医生
说，有些患者虽然病情稳定且
坚持服药，但是在家庭、邻里
或社会上遭到歧视、排斥或者
遭遇生活变故时，疾病会复
发。所以，患者回家后应经常吃
药，家人要协助治疗，周围的人
不要歧视她，防止其病情波动。

张娇的丈夫征新介绍说，
自己原本家庭和睦， 1991 年生

了女儿后，张娇的言语举止出
现了异常。白天经常一个人出
去乱转悠，逢人就说话。有时
半夜起来乱吵乱嚷，还整天闹
着要跟他离婚。为给妻子治
病，家里花光了积蓄，女儿只
好放弃学业去打工。

一位亲戚说，那时，张娇
经常到乡政府乱转，搞得大家
无法上班，但丈夫一直没有嫌
弃她。乡里给她办了低保，亲
戚们凑钱把张娇送到医院治
疗，治疗效果还不错。

张娇是个比较好的例子。

记者还了解到一个让人痛心的
例子。那小伙子也是聊城的，
因为弟弟白血症病亡诱发精神
病，村里人说：“光着腚在大
街上跑，见谁打谁，拿着菜刀
乱砍。那力气大的，三个大男
人都弄不住他，最后动用了
110 才把他治服送进医院。经
过治疗，好了一阵，去年又犯
了病，把他爹的胳膊都打断
了，还是动用的 110 。反复
犯，反复治，家里把能卖的都
卖了，最后，闹得媳妇离婚
了，孩子带走了，病也治不起

了。他爹只好狠心用铁链子把
他锁了起来。”

曾发生过精神分裂症患者
杀害医生悲剧的山东省精神卫
生中心，每年都要接诊相当数
量的这类患者。据医生介绍，
精神分裂症多起病于青壮年，
目前约有百分之三十以上的农
村精神分裂症患者未得到治
疗。其实，通过早期、合理的
治疗，大部分精神分裂症患者
可以达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首发患者更有高达 60-80% 的缓
解率，并能进行日常的工作及
生活。因此医生建议，患者应
尽早到正规医院治疗，人们也
应该用正常的眼光来看待他
们，家庭和社会要对他们多一
些关爱，使他们能更好地回归
社会。 本报记者 徐少林

精神分裂症闹得家破碎
——— 农村精神卫生采访札记之二

“俺厂生产的空心砖，节能、环保、低碳，原料用
的是废旧炉灰及沙子。” 3 月 18 日，正在平原县腰站镇
赵家预制厂打工的农民李学凉介绍。近年来，腰站镇大力
倡导“节能环保低碳”型企业，目前全镇已建有节能环保
型企业 5 家，带动 2000 多名民工在家门口就业。

(郭丽芝 郭书华 摄)

3 月 24 日，一种具有除虫、除草抗病的新型双色地膜在滨州面
世。这种双色地膜一面是黑色，一面是银灰色，利用光生态学原理，
把日光光能转换技术应用到农用地膜，达到了黑色除草，银灰色除虫
抗病的效果。

据了解，该地膜是惠民县石庙镇农民自主研发，现已报国家知识
产权局申请专利，并投入批量生产，首批 50 吨已经发往新疆。经试
验，农田在使用这种地膜后，农作物的光合作用加快、地温与保湿明
显，促进了农作物生长，能够达到除虫、除草抗病、增产增收的效
果。 (梁宝海 摄)

本报济南讯 (通讯员王荣生)3 月 21 日，
长清区五峰山文化广场上人头攒动，热闹非
凡，山东省吕剧院免费送戏下乡演出正在这里
进行，附近几个村的群众都赶来观看演员们演
出的《姊妹易嫁》。

五峰山街道党工委、办事处为了丰富农
村文化生活，繁荣农村文化，让老百姓在家
门口看到高水平的传统戏曲节目，特邀请山
东省吕剧院来五峰免费演出三天。这次下乡
演出，省吕剧院特意选取基层群众特别喜欢
的《姊妹易嫁》、《墙头记》、《借亲》、

《三看御妹》等优秀传统剧目演出。62 岁的村
民李培恩边看戏边说："这戏演得真好!我看了
一辈子吕剧，大多都是在电视上看这些大演员
演出，这次终于亲眼看到了。过去看戏要进城，
今天看戏不出村，这是我们的福气。"

据了解，山东吕剧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山东省吕剧院为了传承吕剧，年年创作新
剧目，多个剧目获得全国大奖，除在城市剧院
演出之外，每年坚持下乡二十余场。

省吕剧院免费送戏到农村
看戏的农民说："这是我们的福气"

本报临沭讯 (通讯员刘传迎 王露)
花生秧、玉米秸等农作物秸秆换肉牛粪便，
肉牛的粪便生化成沼气，沼气液还田浇灌
农作物……这种循环利用资源“借腹生气”
的做法，在临沭县石门镇农村正陆续推开。

今年开春，刘棠村农民顾昌兵家中的
沼气不足了，他就从养牛场拉回来一手扶
拖拉机牛粪填进沼气池里，产的气够用 3
个月的。在农作物收获季节，把农作物秸
秆从地里直接送到养牛场作饲草，每斤 2
角，每车牛粪 40 元，可用卖秸秆的钱折
算，随用随运。如今，全镇“借腹生气”
的农民已有 1500 余户。

以前，农户都是把秸秆直接入沼气池
里，产气慢不说，还不大够用。该镇隆兴牧
业的肉牛养殖基地引领农民用作物秸秆换
牛粪，既满足了沼气使用，沼液还可以肥
田，养殖基地还有了饲料，可谓一举多得。

石门镇农户“借腹生气”

免烧砖节能环保受青睐

惠惠民民一一农农民民发发明明““除除虫虫除除草草抗抗病病双双色色地地膜膜

本报临邑讯 (通讯员高德刚
蒋丽 )“没想到我 79 岁的人

了，还能上电脑！电脑上一查，
我的家庭住址、身体状况啥的详
细着呢！” 3 月 25 日，临邑县宿
安乡敬老院老人卢学义高兴地
说。

为进一步加强敬老院五保供
养对象档案规范管理，更好地维
护五保供养对象权益， 3 月 22 日
至 3 月 25 日，临邑县民政局工作
人员深入全县 11 处敬老院，按照
供养人员名单，为全县 763 名集

中供养五保对象现场采集了电子
照片，并将所有个人信息全部录
入微机，为他们建立起“电子档
案”。“电子档案”记录着每位
五保老人的姓名、年龄、性别、
相貌、家庭住址、身体状况等详
细信息，准确反映了五保老人的
个人状况。县民政局对老人“电
子档案”实行动态化管理，根据
老人具体变化随时更新数据及个
人信息。据了解，这是德州市唯
一一个为敬老院老人建立详细
“电子档案”的县(市、区)。

临邑 763 名敬老院老人个个有“电子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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