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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这几天，随着天气
回暖，我县春茶生产正逐渐进
入采摘旺季，在壶山街道上端
头村、王宅镇岩坞村里坞自然
村等地茶山上到处可见茶农忙
碌采摘的身影。3月 7日，在王
宅镇岩坞村里坞自然村附近的

茶园里，茶农吴子富、张子花
夫妇正在采摘遭受霜冻影响的
早春茶。他们说，“真可惜啊，
本来长势很好的茶叶，被霜冻
一闹，都冻坏了，长得也慢。
昨天都停了一天没有采摘了。”
吴子富、张子花夫妇都 60

多岁了，采茶速度比不上年轻
人，但两人一天也可以采个六

七斤，按 3 月 6 日春茶鲜叶收
购价 60多元计算，停摘一天就
要损失 400来元。
茶农邱子法在履坦镇后桑

园村承包了 20多亩茶叶园。为
了及时采摘新茶，3月 2日他还
特地从新宅一带雇了几个采茶
工。没想到 3日他家茶园遭遇
严重霜冻。他说：“以现在的
市场价算，今年他第一批可以
采摘的茶叶就损失了五六万
元。”

县农业局经济特产技术推
广站站长徐文武说，3 月 3日、
4日早晨的严重霜冻，给我县的
春茶生产带来了严重影响。据
徐文武介绍，我县春茶于 2 月
26日开摘，品种主要是由我县
农业部门培育的“春雨 1 号”
等无性系良种茶，鲜叶最高价
达到了每市斤 100 元左右。春
茶鲜叶日产量由开摘当日的几
百斤，很快攀升到 2月 28日的
四五千斤。但是，天不作美，3
月 1—2 日连续两天阴雨，3月
3日、4日早晨连续出现了严重

霜冻，全县 3万亩春茶遭受冻
害，直接经济损失达 3千万元。
严重霜冻冻坏了茶叶嫩芽，推
迟了采摘期，影响了春茶产量
和经济效益。

县农业技术部门提醒广大
茶农，要根据茶园冻害情况进
行分类处理，对受冻害严重嫩
芽已焦死的平蓬茶园，要重新
清剪；对留枝条的茶园，采摘
时注意不要把黄叶采摘进来，
以免影响茶叶质量。
吴子富对笔者说，但愿天

气继续晴暖，茶叶就会较快恢
复长势，霜冻灾害造成的损失
就会小一些。3月 7日，全县的
春茶鲜叶日产量恢复到灾前 2
月 28日四五千斤的水平。
我县是中国有机茶之乡、

中国名茶之乡，近年来，我县
大力扶持茶产业发展，带动农
民增收致富。目前，全县共有
茶园面积 12.34万亩，其中“春
雨 1号”、“乌牛早”等无性系
良种茶面积 7万多亩。2012年，
全县茶叶总产值达 6.56亿元。

本报讯 3月 4—5日，由省农业厅副厅级巡视
员吴金良带队的浙江省农业厅春耕备耕情况调查
组，对我县 2013年春耕备耕工作进行了调研。
调查组一行走访了泉溪镇巩宅村武义跃平粮

食生产全程机械化服务合作社、泉溪镇上滩村武
义国平全程农机专业合作社和王宅镇仁村万亩工
厂化育秧基地，详细了解了合作社生产运作情况
和各基地春耕生产安排情况，与我县种粮大户、
粮食生产合作社负责人、农业局相关人员开展了
座谈，就我县粮食生产社会化服务进展、粮食生
产各项扶持政策、生产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和突出
问题、春耕备耕和春季作物生产情况进行了广泛
交流。
调查组对我县今年的农业生产安排和当前春

耕生产情况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我县粮食生产
工作抓的紧、部署早，总体趋势好！调查组希
望我县在下一步春耕生产工作中要继续加强指
导，千方百计扩大种粮面积，加大种粮主体的
培育、提高种粮水平和粮食生产社会化服务水
平，进一步提高粮食生产效益，为金华农业生
产树立榜样。

“上一回过来看羊时，个头
还挺小的，才过了一两个月就
长这么大了，我也买几只养养
……”昨天，笔者来到武义县
履坦镇后桑园徐国达的湖羊养
殖场，只见几位附近村民正在
向徐国达“取经”。

今年 43岁的徐国达从事电
梯销售业务多年。2012 年初，
他在湖州跑业务，无意中听说
当地一些农民靠养湖羊致富的
讯息后，就到几家湖羊养殖场
进行实地考察，发现湖羊的繁
殖率高，产仔率在 230%至 -
280%，湖羊产生的羊粪也不像
生猪、家禽那样污染严重，可
以直接作为基肥或追肥还田，
有利于培肥地力。而且湖羊适
合圈养，可以实行规模化养殖。
于是，当即决定回武义投资该
养殖项目。2012年 7月，从湖
州引进 23头种羊进行试养。

据了解，湖羊是世界上稀

有的多胎品种之一，主要生活
在环太湖地区，湖羊浑身是宝，
皮质柔软，肉质鲜嫩，尤其是
胎湖羊皮，堪称“软宝石”，而
且具有生态养殖投入少、出产
快、市场俏、经济效益高的特
点。湖羊吃草，饲料纯天然，
因此羊肉被人们称谓绿色食品。
“湖羊不像猪，每天要吃很

多的饲料，吃的又是粮食，而
湖羊吃的是草，且利用率很高，
所以我决定养湖羊。”徐国达告
诉笔者养殖湖羊的初衷。

通过半年的摸索，徐国达
不仅掌握了养殖技术，养殖规
模也扩大到 70多头。为节省饲
料成本，走循环养殖利用之路，
他采用“种草养羊-羊粪肥草-
割草喂羊”循环发展模式，形
成了一条良性循环的生态链。
还将他人丢弃的稻草和各种秸
秆，回收加工成草粉用以喂养。
每头种羊 1 天需要的饲料是 3
至 4 公斤秸秆或草，按每养 3
头湖羊消化一亩田秸秆计算，

大批量养殖湖羊可有效解决当
前秸秆处理难的问题。

据徐国达介绍，湖羊每只
可养到 80公斤以上，肉羊每公
斤可卖 30元，种羊每公斤可卖
40元以上，经济效益十分可观。
“由于有成本低、发病少、易饲
养，效益好的优势，吸引了周
边一些村民前来购买种羊并咨

询养殖技术。下一步，我将进
一步扩大养殖规模，并计划组
建农民专业合作社，带动附近
农民发展湖羊养殖致富。”徐国
达胸有成竹地说。

日前袁 泉
溪镇跃平粮食
生产合作社 尧
履坦工厂化育
秧基地等我县
各个农业 渊农
机冤 粮食生产
合作社已呈现
一派春耕备耕
繁忙景象遥
仰 冲
倪俊强
王兆相 摄

我县 3万亩春茶遭受严重霜冻损失 3千万元

通讯员 李小波 王东方

省厅春耕备耕情况
调查组来武调研
通讯员倪俊强

本报讯 近日，县人民政府为全面推进“生态
民生林业”建设和“森林浙江”建设 ，根据全县
林业“十二五”发展总体目标，向全县各乡镇、街
道及各部门下达了 2013年度全县林业生产计划的
通知。
《通知》要求，全县各乡镇、街道及县政府各

部门要按照“生态建设产业化，产业建设生态化的
林业可持续发展要求，围绕提高生态建设质量、抓
好迹地更新、加强高效林业基地建设、加大森林抚
育力度等四方面的内容开展工作。一是广泛开展省
级森林城市建设活动，同时创建绿化示范村 57个；
二是加强重点公益林的保护和管理，严格执行公益
林管理办法，健全完善管理责任制，着力提高重点
公益林林分质量，优质林分达到 55.1 万亩；三是
加强平原绿化建设，努力完成 3136 亩建设任务，
完善义务植树机制，完成四旁植树 20万株；四是
开展“四边”绿化建设，森林通道建设 1305亩，
通道沿线林相改造 1 万亩；五是认真抓好迹地更
新，完成 1.1万亩更新任务；六是加强高效林业基
地建设，完成油茶产业提升项目建设 6210亩，毛
竹产业提升项目建设 2000亩，扩大竹林面积、扶
持竹林道蓄水池建设，重点扶持毛竹骨干龙头企
业，板栗低改示范基地建设 1000亩，加强香榧、
杨梅等特色基地管理；七是加大森林抚育力度，努
力完成 5万亩建设任务。县政府在《通知》中将各
项任务分解下达到各乡镇街道，要求各地认真组织
实施。

本报讯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组
织引导青少年积极践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关心、
关注、服务弱势群体，努力为广大农村青少年提
供帮助，共同实现“物质富裕，精神富有”目标，
近日，县关工委、县教育局、县文明办联合在全
县初中、小学阶段青少年中广泛开展“城乡手拉
手，精神共富有”结对活动，拟定结对 100对以
上中小学生。
通过开展结对活动，围绕“十个一” （交换

一次爱心礼物、感受一次城市发展、体验一次农
耕生活、组织一次谈心活动、开展一次读书活动、
学唱一首友爱之歌、组织一次登山远足、进行一
次学雷锋活动、开展一次环保活动、开展一次才
艺展示活动）开展相关活动，进一步加强我县城
市家庭及青少年的爱心教育，帮助部分农村青少
年弥补情感上的缺失，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城乡
青少年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健康成长，城
乡家庭互帮互助，和谐共处。

我县开展“城乡手拉手，
精神共富有”结对活动

音 本版编辑 徐宇 排版 朱柳霞

徐国达引进湖羊养殖初获成功
湖羊养殖“钱”景诱人

县政府下达 2013 年
度林业生产计划
通讯员曹良俊

通讯员 池文有

通讯员 舒清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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