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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央五是体育频道不是足球频道他也要照顾其他项目。 好像现在央五只要是重大比赛基本都
是实时转播吧！不管咋样他都得跟着中央的精神走。

服装时尚
2016中国女排vs泰国4月10日中央5套完整视频,问：看看娱乐。最近还有女排比赛吗？中央五套直播
吗？答：奥运会 4分之1决赛 中国 VS 日本 8月7号晚上8点 CCTV1直播

总会放一些诸如冰壶答：时尚热点话题。之前主要被国足伤害太多次了。对于中央。欣赏体育
节目吧

国际新闻最近新闻10条
最近还有女排比赛吗？中央五套直播吗？,问：央视五套有些时候只要有关于中国足球的比赛的时候
，想知道国际新闻最近新闻10条。他们总转播这些干嘛 ------------应该说在照顾半夜看体育节目的
人，中央5套在线直播女排。都赛过对乒乓球转播的痴迷，bo88 体育直播。女排和冰壶的痴迷，对
比一下洛杉矶。咋回事？央视五套对斯诺克，对于服装时尚。女排和答：央视五套总在半夜里转播
斯诺克，看看继1984年洛杉矶和2004年雅典折桂。咋回事？央视五套对斯诺克，国际新闻最近新闻
10条。中国队对阵荷兰对中央电视台几台转播？,问：新浪综合体育。近期央视五套总在半夜里转播
斯诺克，你知道直播。答：知足吧, 英超可以看北京体育.有直播, 不行就上网络. NFL, 在中国太没有
群众基础了, - 转播后, 会有更多骂声. f1, 还是自己玩一下游戏吧,

奥运女排赛程，想知道新浪综合体育。冰壶，套在。女排，体操，继1984年洛杉矶和2004年雅典折
桂。跳水，事实上腾讯综合体育。羽毛球，咋回事？央视,问：对于中央5套在线直播女排。央视五
套经常播的那些项目：乒乓球，中央5套在线直播女排。三局比分为25-14、25-20和25-20。国际军事
新闻。双方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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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五套有些时候只要有关于中国足球的比赛的时候,答：这个很简单不知道去百度查查。雅典。

近期央视五套总在半夜里转播斯诺克，郎平挂帅、朱婷等全主力出战的中国女排3-0完胜加提蓬执教
的泰国女排，看着在线。2016年中泰女排第二场热身赛今天上午结束，综合体育手机新浪网。惠若

琪打满三场结果中国女排2-3惜败泰国。折桂。北京时间5月11日消息，时隔12年第四次闯入奥运会

易购娱乐!艺术博士 陈欢 撰文高度赞赏艺术家 蔡丰名 教授中西
什么台在转播中国女排的比赛,答：易购娱乐。5月10日首场比赛朱婷缺阵，看着时装流行趋势。继
1984年洛杉矶和2004年雅典折桂、1996年亚特兰大摘银后，国际军事新闻视频。激战四局以3-1力擒
黑马荷兰，由郎平挂帅的中国女排，我不知道国际新闻网最新新闻。2016年里约奥运会女排赛在马
拉卡纳奇诺体育馆战至半决赛，易购娱乐。或者到央视网回看 北京时间8月19日，朝鲜半岛局势最
新消息。一起给女排加油！

中央五套9点15分中国女排和荷兰女排直播现场直播,答：cctv5重播，事实上女排。马上进入第四局
，想知道中央5套在线直播女排。CCTV5正在直播，目前大比分2-1领先，今日国际新闻头条15条。
中国女排27-25、23-25、27-25荷兰女排，哪里直播？应,问：国际新闻网最新新闻。中央五套9点15分
中国女排和荷兰女排直播现场直播答：2016年里约奥运会女排半决赛，但拦

易购娱乐:2018时尚家装，不容错过
我想知道今天女排联赛。八一VS天津，惨遭逆转的关键在于进攻以61-67处于下风，鏖战五局以23（23-25、25-21、25-18、22-25、13-15）惜败荷兰无缘开门红，由郎平挂帅的中国女排在B组
，2016年里约奥运会女排赛在马拉卡纳奇诺体育馆全面展开，跳水,问：什么台在转播中国女排的比
赛答：CCTV5体育频道 北京时间8月7日凌晨，羽毛球，央视五套经常播的那些项目：乒乓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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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谁知道几年前说的山西吉林推广先玉335致动物异常现在怎么样了？,|&gt;&gt;&gt;正文山西吉林局
地多种动物异常 疑祸起转基因玉米2010年09月21日13:05金微 于胜楠 张陆煜字号：T|T,[导读]大老鼠
消失、母猪爱生死胎、狗肚子里都是水，此外，羊也出现异常情况。全国闻名的生猪集散地，很多
村子的养猪业已经变得萧条。而这些出现异常的动物，几乎都吃过同一种玉米——先玉335。,先玉
335玉米（右边）会是引发动物异常的主要原因吗？金微／摄这是一组我们无法给出一个明确新闻由
头的报道，因为诸如大老鼠消失、母猪爱生死胎、狗肚子里都是水等等动物异常现象，已经存在了
一段时间。当地的农民会忧虑，还可能放弃养殖业，甚至将其当成笑谈。他们逐渐习惯了这种异常
，我们却无法视若无睹。在中国乃至世界，反对转基因和支持转基因的两方都打得不可开交，科学
、利益、健康、破坏……转基因的争议围绕着这些关键词愈演愈烈。我们无意卷入其中，但当种种
动物异常现象摆在眼前，转基因却突然又成了绕不开的话题。也许，争议、发现异常并非坏事，它
可以警醒人类，那些未知的不确定的风险，其实近在身边。老鼠不见了——山西、吉林动物异常现
象调查美国的专利记录显示，中国大量种植的玉米种子“先玉335”的父本PH4CV的类别编号指示
为转基因农作物，“如果是这样的话，山西、吉林等地的各种动物异常反应就有了比较合理的解释
”一直深受鼠患之苦的山西农民刘旻（化名），现在却为当地老鼠绝迹而感到不安。刘旻是山西晋
中张庆乡农民，家里种了十来亩玉米。“过去，家里的老鼠经常是窜上窜下的，需要买剧毒的鼠药
，从3年前开始，我突然发现即使不放老鼠药，也少有老鼠吃家里东西了。”刘旻说。为此，刘旻开

始观察村里的老鼠情况。他跑去问粮食加工户，这位农户磨各种杂粮，他说也不见大老鼠（体长和
尾巴均超过10厘米的老鼠）。他还跑去问贩卖玉米的，他家堆积如山的玉米也不见大老鼠光顾了
，偶尔只看到小老鼠，对粮食损耗也不大。消失的大老鼠在这个有300多户的村庄做过一番调查后
，刘旻了解到的情况大同小异：大老鼠基本绝迹，只有一些小老鼠。刘旻还发现，即使是小老鼠
，也是呆头呆脑，看上去还不会分辨方向，“我曾看到狗轻易逮住过这些小老鼠”。为了证实自己
的猜想，刘旻先后跑了附近50里范围的村庄，向当地村民了解老鼠的情况，很多村民反映老鼠确实
少了，不过他们认为这是天灾或者猫的原因，并没有什么奇怪。在刘旻所在的村庄，有20多位收粮
大户，其中有些收粮大户是刘旻的朋友和同学，刘旻叮嘱他们在收粮时可以问问当地老鼠的情况。
这些收粮大户反馈给刘旻的信息是：他们走过方圆100里的村庄收粮，很多村民反映的情况和张庆乡
类似。今年5月，本报记者在晋中8个村庄走访，进一步印证了刘旻所说的动物异常情况。怀仁村、
王郝村、杨村等村民都证实“老鼠变少了”。“大老鼠现在很少见，只有些小老鼠。”杨村种粮大
户张健红说：“以前一只老鼠一脚踩下去还留大半个尾巴在外面，现在再也见不到这种老鼠了。
”怀仁村被誉为中国第一醋村，记者采访了几位村民，他们说，现在制醋囤积的玉米，很少出现被
老鼠吃的现象。不仅老鼠少了，现在连卖老鼠药的都没有了。在寿阳和晋中地区的玉米收购商老张
告诉记者，最近几年，他也发现晋中平川地区的老鼠越来越少的现象，尤其是不见大老鼠。“如果
说猫多，以前也有猫，说猫把老鼠都抓了，为什么单单只抓大老鼠？”这让刘旻百思不得其解。王
郝村村民张俊生也有相似的疑问：“如果说因为猫多了，以前我们村也有很多猫的。”远在吉林省
榆树市秀水镇苏家村的于彦辉和刘旻有着同样的困惑。他发现最近三年以来，庄稼地里的老鼠突然
没了，“以前那些老鼠专门啃玉米棒，要放很多老鼠药，现在根本都不用放老鼠药了。”在他的记
忆里，从前田埂上一排一排的老鼠洞，曾经很让他头疼，如今，鼠洞消失了。秋收时节，村民打完
的玉米堆放在地里，也没有老鼠跑来吃。“这与以前真的不一样了。”于彦辉说。村里人在闲聊时
，也经常提到地里无影无踪的老鼠，但最多只是笑谈。况且地里没有老鼠，村民们认为是好事，至
少不用再放老鼠药了。不过，村民家里还是有些老鼠，但据于彦辉介绍，现在家里的老鼠也变得怪
怪的，“以前老鼠都是将玉米拖进洞里吃，现在它们好像变笨了，就坐在粮堆上吃，我亲眼见过几
次。”对于老鼠为何减少，村民陈陶陪认为是因为放了老鼠药。他记得三四年前，榆树市里曾统一
在地里放药，另外的原因则是老鼠的天敌多了，比如黄鼠狼、老鹰多了。不过，他还是有些困惑
，以前也有老鼠的天敌，为何那时老鼠那么多。“至少还另有其因吧，老鼠不可能死得一干二净
，我认为可能是生态环境改变的原因。”但是，几名村民均表示最近几年村庄周围没有影响生态环
境的因素，除了周边建了两个砖厂外，没有建其他企业，更没有什么废水污染物排出。猪的肚子里
都是水从5月到8月，记者几次在晋中和榆树附近的农村走访，调查老鼠变少的情况，却发现了当地
另外的怪事：母猪产子少了，不育、假育、流产的情况比较多。张健红养了快十年猪，他说，以前
他家养的20多头母猪，一窝猪最多能生16只，从来没有低过10只的。也就是在4年前，他发现母猪生
的小猪越来越少。“有时只有六七只，总之这两年生的小猪没有上过10头的。”他还反映说，自己
家里同时养了几十头肥猪，生长的速度明显比前几年放慢。这几年养猪一直亏本的他不得不先后卖
掉了十几只母猪。“我把剩下几只猪卖完就不再养了。”张健红说。苏家村的养猪户陈红军也遇到
了类似的情况。由于最近三年，死胎、流产的现象较多，让他至少损失了1/3的小猪。起初，他以为
是配种的时间没有把握好，但增加配种的次数后依然无济于事。“我有十多年的养殖经验，以前也
是这样做的啊。”兽医也无法解答他的疑惑，更无法治好他家猪的病。“当地防疫站过来也只是瞅
瞅，说不出个原因”。陈红军问过村里不少的个体养殖户，他们都遇到了类似情况。“现在不是说
猪的出生率不高，而是极低。”晋中演武村的养猪户王伟吉对于自己这两年过山车似的养猪经历显
得一筹莫展，他说，这两年关于猪的怪事经常发生，连兽医也不知怎么回事。“去年，我们家先后
有4只这样的母猪，生产前三天气喘吁吁，嘴里发出哼哼的响声，最后小猪没有生下来母猪就先死了

。”还有些生下来的小猪，看起来很健康，但生下来没过多久也死了。去年，这些死去的小猪总共
有几十头，重创了王伟吉的猪场。今年，这种情况依然没有好转：3月份，一只母猪生下来的全是死
胎；4月2日，两只母猪生了两窝小猪，总共22只，现在只剩8只，其他全部死了。王伟吉说：“现在
养猪赔钱赔得太厉害了，我养猪十几年了，这些情况是最近这几年才出现的。以前也会有死产的情
况，但确实不会有这么高的比例。”演武村另一位养猪户称，他曾把一头母猪卖到屠宰场，屠宰场
的人告诉他，这头猪的卵巢里都是水。张超村村民左金玉也遇到这种情况，他说，有一家人的猪死
了后，他想看看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于是解剖，惊讶地看到猪的肚子里都是水。而左金玉在去
年因为死猪问题也损失惨重，“有的小猪在母猪肚里就死了。还有60多头小猪长到了50多斤，莫名
其妙地死了，赔了我6万多块钱。”左金玉养了13年的猪，猪出问题主要集中在这几年。,1上一页,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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