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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地方，这里农村小院错落有致，处处透着
宁静祥和的乡村气息。每年来这里游玩的人不计其
数，而吸引他们的则是红彤彤的山楂果。这些果子是
当地人最大的财富。

2017 年 6 月，农业部印发《关于公布第四批中国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的通知》，公布了第四批中国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河北兴隆传统山楂栽培系统光
荣入榜，这是兴隆县首个国家级农业文化遗产。

“中国山楂之乡”

河北兴隆传统山楂栽培系统位于燕山山脉东
部，覆盖兴隆县全境，总面积 3123 平方公里，种植山
楂 21.2 万亩。重点区域位于六道河镇、兴隆镇、北营
房镇和雾灵山乡等 4 个乡镇。

这里长的山楂格外好吃，深受人们的喜爱，这
都要得益于这里的自然条件。兴隆县是“九山半水
半分田”的石质山区，其气候与土壤条件不适合种
植粮食作物，却成就了山楂。四季分明、光照充足、
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具有种植山楂的得天独
厚的生态条件。

500 多年来，兴隆人智慧地克服了山区不利机械化
作业等劣势条件，构筑石坝墙梯田进行山楂栽培。

兴隆野生山楂遍布全县，境内由根蘖萌生的百
年以上山楂大树有 1000 余棵，枝繁叶茂，株产山楂
上千斤。兴隆县在山楂栽培面积和产量上均居全国
首位，是有名的“中国山楂之乡”。

兴隆独特传统山楂品种———铁山楂，是农民增
收致富的摇钱树。其营养价值高，药用功能突出。山
楂树耐旱、耐瘠薄，对山区保持水土、涵养水源、调节
气候等均有重大意义。

山楂产业蒸蒸日上

兴隆山楂栽培系统形成了一套特有的技术和知
识体系，根蘖归圃育苗，“因树修剪，随枝造型”的修
剪方式，传统追肥，石坝墙修筑，山楂窖藏，山楂加工
等技术和知识对其他地方山楂的选育、栽培起到示
范作用。与山楂有关的文化丰富多样，涉及饮食、礼
仪、信仰等各个方面。

上世纪 80 年代，兴隆县提出了“三年大育，五年
大栽，实现大地一片红”的口号，大力发展山楂产业。
到 1990 年，全县山楂种植面积达到 12 万亩、840 万

株，总产量占河北省的 64%、承德市的 80%。
不过，山楂并没有一直“红”下去。由于管理粗

放、深加工没跟上，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兴隆山楂的价
钱一落千丈，从最贵时的 4 元 1 公斤跌到最低时的几
分钱 1 公斤。大片山楂树被砍倒，到 1998 年年底，全县
山楂种植面积缩减为 8 万亩、600 万株。

为了扭转局面，当地政府坚持生态优先，挖掘山
楂产业优势，着力破解产业发展瓶颈。他们抓住国家
实施重点生态工程建设项目的机遇，通过实施退耕
还林、风沙源治理、农业综合开发等大项目，扩大山
楂种植面积。同时强化激励措施，调动群众造林栽果
的积极性。

经过不懈努力，兴隆县的山楂栽培面积达到了
21.2 万亩，年产量 20.9 万吨，面积、产量均位居全国
县级首位。随即，当地政府又开始抓山楂的质量。

兴隆县以河北省林科院、河北农大、昌黎果树研
究所等为依托，组建林果技术研发推广中心，配备 10
名高级专业技术人才，积极推广“落头开心，矮化扶
壮”的山楂标准化管理技术。

同时，当地还成立专业合作社，从发芽、剪枝、
喷药、灌溉到收获，向农民全程提供高新管理技术
服务，提升果品质量，摒弃传统的“竿打”方式，尽
量减少对果实的损伤，使山楂的平均亩产由 1500
公斤左右提高到 3000 公斤，优质果率也达到了
95%以上。

如今，一束束红彤彤的山楂，远销全国各地，成
了当地农民致富奔小康的“幸福果”。（张晴丹整理）

从事农业科研与技术推广工作 30 余
年，陕西省农村科技开发中心主任雷玉
山研究员把 20 余年的时间献给了猕猴桃
产业。陕西省西安市周至县是中国猕猴
桃之乡，全国 60%猕猴桃鲜果产自周至，
80%的猕猴桃果干产自周至。雷玉山的对
口服务地区正是周至，因其卓越的贡献，
西安市委书记王永康将其称为“周至猕
猴桃生产技术大管家”。

但事实上，雷玉山的足迹并不仅仅
局限在周至县，还遍布陕西境内的其
他县市及省外猕猴桃产区。2 月 10 日，
当《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雷玉山时，
他和其他 16 名猕猴桃科技服务团成员
正在陕西省安康市开展科技服务和扶
贫工作。

作为陕西省科技特派员的典型，雷
玉山在陕西乃至全国猕猴桃产业发展上
作出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没有掌握先
进的、革新性的技术，怎么实现农业农村
现代化？”雷玉山告诉《中国科学报》记
者，他们团队从猕猴桃产业技术研发着
手，及时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问题。

潜心科研 面向生产

收集种质资源是育种的第一步。20
多年来，雷玉山翻山越岭、上山下沟，对
猕猴桃种质资源进行系统调查和挖掘。
截至目前，雷玉山团队收集野生种质资
源 45 份，建成猕猴桃种植资源圃 20 亩，
收集最具价值的种质 124 个。

“我们的猕猴桃产业与新西兰比较
最大的优势在于我们拥有得天独厚的猕
猴桃种植资源优势以及和中国航天基金
会合作的空天合作技术优势。”雷玉山告
诉记者。作为陕西佰瑞猕猴桃研究院院
长，他利用公司的科研优势，开展猕猴桃
种质资源保护与品种研发选育工作。

2006 年，雷玉山主持选育出“华优”
猕猴桃新品种，解决了当时猕猴桃产业
急需优良品种的难题，实现了中华猕猴
桃在秦岭北麓的产业化开发。据悉，“华
优”猕猴桃新品种获得国家植物新品种
保护权。

与此同时，雷玉山团队系统研究“华
优”猕猴桃品种栽培技术，做到良种良法
配套，促进了大面积推广应用。

2010 年，“华优”猕猴桃品种在陕西
省推广面积已经超过 10 万亩，新增社会
经济效益超过 10 亿元，成为猕猴桃新发
展期主推品种。当年，“华优猕猴桃新品
种选育及栽培技术研究”成果荣获陕西
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后来就没有再大面积推广。”雷玉
山介绍，该品种抗病性弱的问题随着生
产条件的变化而逐渐明显。于是，他们团
队又开始培育新的品种。

这些年，雷玉山带领猕猴桃育种团
队，选育了“瑞玉”美味猕猴桃新品种，并
于 2014 年通过陕西省果树品种审定委员
会审定。经多年实验检测，“瑞玉”美味猕
猴桃新品种可溶性固形物超过 18%，干物
质超过 23%，创美味猕猴桃品质之最，适
于秦岭北麓南麓猕猴桃生产区发展。

随后，“璞玉”“金玉 2 号”猕猴桃新
品种相继问世，并同“瑞玉”美味猕猴桃
新品种取得了 2017 年国家植物新品种保
护权，丰富了我国猕猴桃品种结构。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我国猕猴桃
产业在生产上普遍存在授粉树配置不合
理或没有授粉树、授粉技术落后、滥用膨
大剂增大果实等问题。对此，该团队培育
出专用雄株品种，建立雄花生产基地。

同时，他们自主研制了花朵破碎花
药筛分一体机、花粉分离机、除湿干燥机
三台核心设备，获国家专利 3 项。“建成
年产 300 公斤花粉工厂 2 座，花粉活力达
到了 75%以上，累计生产商品花粉 1330
公斤，仅在陕西就已推广商品花粉及授

粉 技 术 16.2 万
亩。”雷玉山说。

值得一提的
是，“猕猴桃雄株
培育及花粉生产
技术研究”通过
省级科技成果鉴
定，技术水平国
内领先，实现了
国内花粉工厂化
设备生产“零”的
突破。

服务产业
精准帮扶

为了让农民
尽快掌握猕猴桃
栽培新技术，雷
玉山采取“边试
验研究、边中试
转化、边推广应
用”的工作路径，
带领猕猴桃研发
团队，根据猕猴
桃的生长季节技
术需求，大力开
展猕猴桃优质高
产技术培训。

据统计，近
五年来，雷玉山
累计举行各类猕
猴桃技术培训班
50 余次，培训猕
猴桃技术人员及
农民 5000 余人，
足迹遍及陕西猕
猴桃 100 万亩生
产区。

按照陕西省
猕猴桃产区的气候带划分，他们在秦岭北
麓、关中平原和秦岭南麓各建立猕猴桃科
研基地 1 个，分别为周至县猕猴桃创新示
范园、武功县猕猴桃试验站和汉中市猕猴
桃研究所。事实证明，基地建设为新品种示
范创造了条件，也为当地农民提供技术服
务，农民都说他是猕猴桃技术的传播人。

以周至猕猴桃创新示范园为例。雷玉
山向记者介绍，目前 5000 亩周至猕猴桃
科技创新园经济效益达到陕西省最高水
平，并将辐射带动周至 40 万亩优质猕猴
桃基地建设，同时技术服务可以辐射到眉
县、岐山、武功、户县、城固等猕猴桃主产
县，促进全省猕猴桃产业技术的提升。

雷玉山的猕猴桃产业技术不仅服务
于陕西省内，还走向了省外。比如，他将猕
猴桃花粉生产技术推广到贵州，在当地指
导建立猕猴桃花粉生产示范园 200 亩和
花粉工厂 1 座，为当地农民无偿提供猕猴
桃栽培技术培训。

在进行技术服务的同时，陕西佰瑞猕
猴桃研究院有限公司成立产业扶贫办公
室，并编制了《2016-2020 年扶贫规划》，
计划到 2020 年帮扶带动贫困户达到 357
户以上。

实践中，雷玉山与公司积极探索精准
帮扶新路径。据介绍，模式一“农村经济联
合体”，即公司与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合作
社）或农场主成立联合体，果农以果园为
股本加入村集体组织，三方形成利益共同
体，公司经营“佰瑞”品牌，除按照市场价
格收购鲜果外，经营利润的 10％～20%二
次返利给果农，要保证果农的收入高于普
通果园的收入。

模式二是“品种＋品牌＋农户”。以
公司选育的新优品种与农户签订加盟
协议，公司技术指导，提供部分农资，农
户组织生产，公司按照高出市场价格的
10%收购。

“公司已经与 10 个企业、合作社尤其
是在贫困村有意向发
展猕猴桃的贫困户达
成意向，签订‘瑞玉’
品种使用权协议，进
一步为整村产业脱贫
开辟新径。”雷玉山告
诉记者。

如今，作为陕西
省果业领域的知名
专家、猕猴桃产业首
席专家，雷玉山为陕
西乃至全国猕猴桃
产业发展作出的贡
献获得了多方的认
可。但他并没有停
下脚步，“基层还需
要 大 量 的 科 技 服
务。”雷玉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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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向往西藏吗？答案应该是一致的。因为这里有
太多美好的东西值得一探究竟，其中就包括原生态
的农产品，比如世界上唯一的高原型猪种、我国唯一
的放牧型猪种———藏猪。

王凤忠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副
所长，他同时还有另外一个身份———西藏农牧科学
院农产品开发与食品科学研究所所长。作为援藏干
部，王凤忠及其团队的任务之一就是对西藏藏猪产
业进行梳理、开展调研，并与国内外专家、企业家共
同努力，开发藏猪系列产品，将其打造为致富产业。

然而，目前国内有关藏猪的研究十分缺乏。“大
数据时代，任何产品立足市场都需要科学数据作保
障；营养健康时代，明确产品的营养功能因子是对其
进行推广宣传的前提条件。”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
加工研究所研究员张春晖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会跑的黑珍“猪”

走进西藏林芝工布江达县，你在山上时常会发
现一群群藏猪的影子，它们的体型、头、毛色等与
当地野猪很相近，部分成年公猪较长的獠牙酷似
野猪。

西藏畜牧总站高级畜牧师晋美加措在接受《中
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粗放饲养条件下，
藏猪同野猪杂交实例很多。因此，在不同程度上，
藏猪具备了肉质细嫩、皮薄、胴体瘦肉比例高等许
多优点，是营养价值极高的绿色食品，受到国内外
顾客的青睐。

晋美加措介绍，藏猪通常生活在海拔 3000～
4000 米的高原地带，主要分布在雅鲁藏布江中游流
域高山峡谷区和藏东三江中游流域高山深谷区，林
芝、米林、工布江达、林周、墨脱、波密、芒康、嘉黎等
县最多。

据不完全统计，西藏全区藏猪总规模在 30 万头
左右，林芝地区现存栏数量达到 15 万头左右。虽然
高原型气候较为恶劣，但林芝工布江达县有藏猪较
为优越的生存环境。

以林芝地区工布江达县为例。据了解，当地有丰
富的植物资源，放牧藏猪生存区域的森林覆盖率一
般在 70%以上。“藏猪的栖息对食物链的选择极为明
显，一般会选择在青冈、野桃树以及可食性草本植物
较为集中的地区，而这些地区蕴藏着大量的植物果
实、野生菌、根茎等饲料资源。”工布江达县畜牧兽医
站站长张建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同时，藏猪的放养栖息地要求有较为丰富的地
表水，较好的生态环境才能孕育出丰富的饲料资源。
有人开玩笑地说，藏猪是喝着高山融水、吃着中草药
长大的。

成年藏猪大都自然生长两年以上，即使成年，藏
猪平均体重也不会超过 50 公斤。在工布江达县，随
处可见满山遍野跑的藏猪，个头虽小，它们却都已经
成年了。

由于数量少、饲养条件等限制，藏猪的市场价
格普遍偏高。据调查，目前藏猪的市场售价为每公
斤 60～75 元。于是，有人将藏猪称为“黑珍猪”“人
参猪”。

关于藏猪，还有一个传说。相传一千三百年
前，文成公主初入西藏，在林芝地区太沼（现工布
江达县太沼古城）留驻，等待藏王松赞干布迎接，
公主卫队便抓来当地的野猪给文成公主吃。文成
公主发现这比长安的猪小且猪皮极薄，肉质细嫩，
口感爽滑，味道十分鲜美。而藏王亦无意中品尝了
藏猪肉的美味，就赏赐给当时的贵族吃，凡是吃过
的人都觉得唇齿留香。从此，这藏猪便成了西藏贵
族的贡品。

长期以来，藏猪的消费群体仅限于西藏地区。近
年来，藏猪产品才开始走出主产区，进入北京、上海、
深圳等一线城市，逐渐成为国人共享的特色食品。

研究少，产品品种单一

但就长远发展来看，目前藏猪产业并不乐观。王凤
忠等人调研后发现，首先是猪种的标准化问题。据他介
绍，藏猪种质资源有，但保护不力，“没有好的种源，没
办法做高端产品”。王凤忠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作为我国唯一的放牧型猪种，藏猪的规模化养
殖是一大问题，接下来是防疫问题。王凤忠比较关心
的是，藏猪产品怎么走出去的问题。

但目前关于藏猪的研究少之又少。王凤忠介绍，
近十年来，外文期刊发表的关于藏猪的文章有 20 余
篇，研究内容集中在特色基因的识别、鉴定、克隆等
方面，无涉及猪肉品质、营养因子识别的文章发表。
与西班牙伊比利亚黑猪相比，外文期刊发表的关于
伊比利亚猪的文章有 140 余篇，研究内容集中在猪
肉营养品质分析、功能因子挖掘等方面。

张春晖分析，一方面是藏猪产量小，市场份额不
足；另一方面是受到国外品种的冲击。一直以来，市
场上比较青睐长得快、瘦肉率高的商品猪。此外，对
藏猪传统资源挖掘不够，抗病性好的资源并没有充
分利用在育种上。

记者了解到，西藏早在 1991 年开始对藏猪资源
进行调查，建立原种保护区，并大力培养专业养殖
户。“但就产业本身而言，藏猪产业还处在发展的初
级阶段。”晋美加措说。

自 2004 年以来，西藏开始运用特色产业项目培
育和发展藏猪产业，为提升其知名度做了大量工作
和投入了大量资金。农户养殖规模迅速增加，主要采
取舍饲＋放牧的饲养模式。2010 年，工布江达县养殖
规模达到 9.5 万头，成为西藏藏猪中心养殖地带，也
是当地极其重要的特色产业。

2011 年 7 月，农业部批准在工布江达县错高乡、
朱拉乡、巴河镇建立西藏第一个国家级藏猪遗传资
源保护区，为藏猪遗传资源的保护提供了重要保障。

其实，不仅研究得少，藏猪产品种类也比较少。
“目前国内市场藏猪产品以冷鲜肉为主，单一的产品
形式极大限制了藏猪品牌推广及企业的发展。”张春
晖告诉记者。

这些年来，西藏加快藏猪产业发展的步伐。
2017 年 6 月，西藏自治区藏猪产业发展专家座

谈会在拉萨举行。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大常
委会主任、自治区党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洛桑
江村在会上指出，藏香猪产业是自治区重要的农牧
业特色产业，要整合力量、重点突破、迈开步子，加快
推进藏香猪产业升级发展。

其中，洛桑江村要求建立一流的藏香猪保种场、
仔猪繁育和公种基地、生态养殖基地和产品加工厂，
提高香猪产品研发能力和精深加工水平；同时，要引

导多种经济所有制参与藏香猪产业发展，推行“公
司＋合作社＋农户”模式。

消费带动：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近年来，随着西藏的开发和旅游业的发展，内地
省份众多消费者开始认识藏猪肉。但由于藏猪生长
周期长，西藏当地的产量有限，还没有形成大规模的
市场供应能力。

于是，众多省区商业人士陆续从西藏引种到内
地养殖，“由于环境、饲料和饲养方式的变化，其独特
的肉质特性也随之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西藏本土藏
猪肉原有的风味也随之消失。”张建表示，西藏本土
发展藏猪产业具有不可替代的、得天独厚的条件。

在张春晖看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营养
时代的到来，加之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藏猪的开
发到了产业化的阶段，“要以加工利用为目的，逆向
往前推”。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中国农科院农产品
加工所团队已经对藏猪猪肉品质特性、挥发性风味
物质、滋味物质等进行了分析，并研发了冷鲜肉亚冻
结贮藏保鲜技术。

研究表明，原料肉亚冻结贮藏最适温度带是
-6℃~-12℃，贮藏期最短可达 84 天，最长可达 168
天。亚冻结贮藏过程中，原料肉肉肌原纤维蛋白氧化
程度显著低于 4℃和冰温贮藏肉样，有效减缓贮藏过
程中蛋白质的氧化变性。

“亚冻结贮藏方法能够维持蛋白稳定性，有效抑
制冰晶生长，维持肌原纤维结构完整性，延缓品质劣
变和汁液流失。”张春晖说。

与此同时，中国农科院农产品加工所团队还研
制中式肉制品定量卤制技术。据介绍，定量卤制工艺
根据酱卤肉制品的风味、口感、色泽等品质要求，在
真空滚揉机内通过物料与复合液态调味料（卤制液）
的精确配比，实现物料定量风味调制，通过干燥、蒸
煮、烘烤，实现无“老汤”定量卤制。

他们与西藏沃野藏猪开发有限公司合作，结合
现代调味技术，通过定量卤制专用调味料调制，在确
保传统风味的基础上，能调味、调色、抗氧化、防腐于
一体，实现酱卤肉制品的标准化、工业化生产。

“目前，实验室已自主开发出 7 款藏猪产品，分
别为酱卤藏猪肘、酱卤藏猪肉、酱卤藏猪脸、酱卤藏
猪肝、酱卤藏猪耳、藏猪肉培根及藏猪肉酥。”张春晖
介绍道。

事实上，藏猪产业的发展并不仅仅体现在经济效益
上，还有社会效益和政治效益。“要从科学的角度，阐述
藏猪的营养价值。”王凤忠告诉记者，他们的目标是通过
延长产业链，提高比原料肉高 10倍的附加值。

净土上跑着一群黑珍“猪”
姻本报记者 秦志伟

乡村创业·科技特派员

科技特派员创业行动工作源于基层探索、群众需要、实践创新，是
市场经济条件下科技与农业生产相结合的一条有效途径。自 2002年
开展以来，科技特派员围绕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需求，将现代科技要
素植入生产一线，推进了农业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如今，在
乡村振兴战略下，提升农业产业竞争力的根本出路在于科技创新，科技
特派员的作用将愈发重要。从本期开始，本报为你讲述科技特派员在乡
村创业实践的感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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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藏猪 西藏农牧科学院供图

雷玉山 陕西省农村科技开发中心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