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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坚持，设计出地下养鸡场
20

说到养鸡场，人们
的第一印象便是鸡粪遍地、臭
味弥漫。然而站在临城县尚粮生态
园荒坡的高处，看到的却是郁郁葱葱
的灌木，
红色顶棚的鸡舍。
这是退伍军人郝海成经过 20 年不
断钻研、试验，设计出的新型地下养
鸡场，看不到鸡粪、闻不到臭味，
就连鸡叫声也听不到。

退伍军人退伍不褪色，
研究荒坡科学养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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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鸡舍一年省三四万电费
7 月 7 日，记者走进临城镇
挟泉村村北的尚粮生态园。周
围的荒坡已被各种灌木披上绿
装，惟有生态园露出几个红色
顶棚。
顺着顶棚旁的一个坡道，
往下走六七米，来到郝海成设
计的鸡舍。上午 9 时许，荒坡上
已经热起来，鸡舍里依旧凉飕
飕的。
“冬暖夏凉。尤其是夏天，
凉快了，鸡才下蛋。”郝海成介
绍，鸡舍一共 13 米高，有 6 米在

地下，一栋鸡舍有 16000 只鸡，
产生的热量会向上走，通过地
上的窗户排出去，鸡舍始终保
持凉爽。
地上 7 米，有两层窗户，不
仅通风，还能让阳光照射到鸡
舍里。
“ 多晒晒太阳，好处多着
哩。”郝海成说，阳光有杀菌消
炎、促进产蛋、加快新陈代谢的
作用，一般的鸡舍不见阳光，用
人造光源照射。
不用人工降温，免去人工
光照，一年下来，一栋鸡舍的电

费就能省三四万元。
鸡粪处理最让养鸡户头
疼，堆肥发酵味儿大，时不时遭
到周边群众投诉。郝海成下了
功夫，在地下挖了蓄粪池，用地
下通道将各个鸡舍连接起来。
鸡粪通过一套自动设备，每天
清运到蓄粪池里。
“发酵在地下完成，整个过
程 是 封 闭 的 ，没 有 一 点 儿 臭
味。”发酵后的粪便，通过专用
车辆拉走，
直接下地作为肥料。

富硒蛋 3 元一个产多少卖多少
郝海成养鸡，不仅鸡舍节
能环保，还琢磨出了一套养健
康鸡的方法。
别的地方的鸡都要断喙，
否则鸡会掐架。记者仔细看了
一下，郝海成养的鸡都保留着
喙。
“ 鸡打架是因为缺营养、密
度大、阳光少。”郝海成说，跟人
一样，鸡也要营养均衡、适度活
动、多晒太阳。
他这里的饲料都是自己配

制的，有 56 种原料，包括葱姜蒜
花椒，还有板蓝根呢。
“ 鸡笼空
间 也 比 其 他 鸡 笼 大 20——
30%。
”
每栋鸡舍里，都有一组鸡
笼里的鸡跟别的不一样。
“水里
添加了富硒水，下的蛋含硒量
高。”普通鸡蛋论斤卖，富硒蛋
论个卖，一个 3 元。
“ 别看价格
高，
产多少卖多少。
”
郝海成说，养鸡得养健康

鸡，病死率低，产蛋量高，营养
丰富，尽管成本要高点儿，可售
价也高，
不愁销售。
郝海成老家在太行山区，
当兵也在太行山，对山区群众
的疾苦感同身受。
“今后会推广
这种养鸡场，还有养健康鸡的
技术。今后我仍会扎根在太行
山 ，为 山 区 乡 亲 致 富 做 点 儿
事。
”

退伍军人 20 年只做一件事
郝海成是邢台县人，1982
年参军，1997 年退伍。20 年来，
郝海成足迹踏遍了邢台县、临
城县、内丘县、涞源县的山山水
水，学习研究养鸡技术，创新设
计养鸡场地。
“从退伍到现在，养了 20 年
鸡，更新了四五代，才设计出这
种鸡场。
”
最初，郝海成和妻子试验

散养鸡，鸡都是土里刨食，草根
都刨得干干净净，破坏植被，不
适合山区。后来，建普通鸡舍，
成本高，病死率高。经过一次
次学习，一点点儿研究，郝海成
自己设计建造出了这种冬暖夏
凉、节能环保的新型地下鸡场。
现在的鸡场有 3 栋鸡舍，每
栋投资一二百万元。成为了一
般养殖户眼中的大老板，郝海

冬暖夏凉 享受人生
玉是华夏民族喜爱的珍宝，玉石文化在中国
至少有 5000-8000 年的历史，生成于亿万年前的
玉，在中国人眼里是至高无上的宝物。崇尚美好
品德的中国人视玉为民族的精魂。因为玉也具备
了人类所向往的所有的美好品性，温文、
宁静、含蓄、纯净、坚贞和正气。玉石成
为中国传统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引领健康家居新时尚
中国有 5000 余年玉文化，古人将玉的 “通”具有通畅、通达、通调等含义。艾灸温
特性加以人格化，认为玉有“仁、义、智、勇、 通效应就是艾灸的温热刺激作用于人体特
洁”五德。佩戴玉器不仅因为它能起到美丽
定部位，可以产生促进人体气血运行通畅的
装饰，还有一定的收藏价值。据《神农本草
效应和作用。在熟悉掌握针灸特点和玉的
经》、
《本草纲目》等古代医药名著中有记载： 作用基础上，技术人员反复对温灸玉石床进
玉石有“除中热、解烦懑、润心肺、助声喉、滋
行深人研究。为确保产品质量提升，产品在
毛发、养五脏、安魂魄、疏血脉、明耳目”等功
选材、结构设计方面进行了无数次的改良和
效。
试制。通过对玉的进一步加工、打磨、切割，
福气多公司的温热玉石床以玉为文化， 将玉做成一颗颗精美的玉珠镶嵌于床铺，或
加上健康的理念，在目前家居产品市场上是
者将玉切割成片组合成一张张完美的玉板
一种创新。这种玉石床采用我国四大名玉
再镶嵌于睡眠用的床体上。床上的玉通过
之一辽宁岫岩玉为原料，利用玉石的特征， 电加热，有利于舒适的睡眠环境。精良的制
夏天凉爽怡人，冬天温暖宜人，一年四季舒
造工艺和可靠的产品质量做成的玉石床，通
适享受，有利于睡眠质量的提高。
过使用实践，改善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有效
十余年间，福气多公司通过多所大学和
提高了人们的睡眠质量。
研究机构的通力合作，开展了国家重点基础
福气多的企业理念是“追求健康，实践
研究发展计划（973 计划），基于临床的灸法
爱心，美化生活”，并努力为大众营造美好、
作用机理研究发现，主要集中在温通与温补
健康新生活。福气多玉石床是一种新型的
效应两个方面。
“温通”， 即是“以温促通”， 健康家居产品，开创了健康家居新时代。

福气多和特教师生共联欢
近日一场主题为“同一片蓝天，同一个梦想！”的联
欢活动，让邢台沙河特教学校成为欢乐的海洋，这也是
福气多等爱心单位为这些特殊的孩子们精心准备的一
份节日礼物。邢台福气多的员工和顾客们为这些孩子
准备了文具，图书、纸杯和纸抽等节日礼物，孩子们露出
了久违的笑脸。
福气多员工和孩子们一起表演踩气球等节目。孩
子们拿着福气多的花束，说这个节日很难忘。市妇联，
教育局等领导给福气多颁发了“福气惠泽特教，健康佑
祚残儿”的锦旗。福气多公司表示愿意帮
助这些特殊的儿童，因为他们需要更多的
关爱，他们的每一步成长比正常孩子需要
付出更多的努力，从他们的眼睛里看到了
坚强和希望，祝愿孩子们明天会更好！
日前，
邢台福气多设立多处
“环卫爱心
驿站”
，
为附近环卫工人提供方便并准备了
针线盒、
纸巾、
打气筒等生活用品，
还备有藿
香正气水、
清凉油等防暑降温用品，
能进一
步有效地在夏季为环卫工人提供健康保障。

成仍保持着退伍军人吃苦耐劳
的作风。
在生态园里有两个出口，
一个出口旁建了简易房，两位
员工吃住在这里。另一个出口
临近鸡舍，郝海成和妻子搭了
个窝棚，两个人凑合着住。
“习
惯了，以前在山里试验散养鸡
时 ，比 这 里 还 艰 苦 ，不 也 过 来
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