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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光泼翠水拖蓝，获稻分秧事事谙。十
顷荷花万株柳，卜居须住小江南。”这首诗描
写的不是江南的美景，而是位于华北平原的
河北省涿州市百尺竿镇“稻地八村”一带的农
田景色，这个景观曾是涿州八景之一 ———邵
村花田。

豆家庄村是涿州市百尺竿镇历史上的
“稻地八村”之一，至今依然不改种稻的历
史。6 月 1 日下午，记者来到豆家庄。此时村
外已是一片河泽，三三两两的农民正在忙
碌着，有的放水浇地，有的插秧，一派江南
水乡的景象。

北方小江南

涿州市的“稻地八村”（百尺竿镇种植稻
米的 8 个村庄）以盛产贡米而闻名。据史料记
载，乾隆年间宫廷选用涿州“稻地八村”大米
为膳米，故有“贡米”之称。

涿州种植水稻始于南北朝，至今已有
1400 多年历史。1973 年，联合国粮农组织考
察涿州时称该地区为“得天独厚盛产水稻的
好地方”。

每年的 5 月底至 6 月初，“稻地八村”一
带的一垄垄方田披上新装，阡陌纵横，秧苗飘
香，荷塘里一朵朵莲花点缀，又有远处青山相
衬，景色十分秀丽，被誉为“北方小江南”。夏
天，稻田一片葱绿如绸缎，荷花盛开，绿肥红
瘦，风过之处，稻香扑鼻，如入仙境，常引得文
人墨客们为之吟诗赋词。

眼下，正值水稻插秧的时节，农户们正争
分夺秒忙插秧，他们将借助国家乡村振兴战
略实施的东风，把田园打造成北方的“小江
南”。

“园圃正萧然，行吟绕泽边。”在豆家庄村
外，傍晚的稻田在柔和的晚霞映衬下愈发显
得柔美，远处群山逶迤，天高云淡，耳边不时
传来青蛙的叫声，蝴蝶、蜻蜓飞来飞去……这
些不由得让人想起“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
声一片”的词句。

邵村花田新风貌

记者见到了正在插秧的老周。他说，这一
带祖祖辈辈都以种稻子为生，十几年前，这里
到处都有泉眼，汩汩地冒水，水源特别丰沛，
稻田依靠自流灌溉。前几年，天气干旱，水位
下降，种稻子的少了。

不过，“这几年，气候环境好转了，田间的
水又多了，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我们成立了
百尺竿镇稻地窝水稻专业合作社，着力发展
特色传统农业，吸引了附近几个村子的几百
户农户近两千亩稻田加入合作社。”老周告诉
记者。

老周种了几十年稻子，是远近闻名的
种稻能手，他是合作社的理事，也是技术
员，全程负责指导农户的种植。近年他从天
津农大引进了七八个优良品种，还开辟了
试验田，在专家们的指导下带领村民自主
育秧。河北省种业公司、天津水稻研究所、
天津农大、涿州贡米公司等多家单位在豆
家庄建立了水稻优良品种实验基地。在河
北省农业厅委托下，设立涿州水稻产地无

肥种植试验区。
“这几年不少惠农政策的出台，尤其现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我们发展特色传统
产业、改变家乡田园风貌的信心和干劲更足
更大了！”老周告诉记者，合作社实行统一
购种、育苗，统一管理、销售，在涿州市农业
局的技术指导下，通过逐年试验，不断改善
水稻品种，使涿州贡米继续成为增收致富的
支柱产业。

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涿州市始终抓
住产业兴旺这个重点，以邵村花田生态示范
区建设为重点，调整规划区内的种植结构，扩
大水稻、莲藕、油葵等陆生水生作物种植面
积，重点打造万亩水稻种植区、千亩莲藕种植
区、万亩油葵种植区、千亩京涿毗邻规模造林
区，建设集观光、休闲、生态、娱乐及历史文化
为一体的京西南生态核心示范区。

目前，涿州已经完成水稻种植面积 7000
亩，莲藕 1500 亩，京冀合作造林 3300 亩。万
亩水稻种植区、千亩莲藕种植区已初具规模，
吸引京冀游客赏花观景，预计 7~8 月将形成

“稻香十里、千顷花海”的景观效果。

涿州：稻香十里 千顷花海
姻本报记者 高长安 通讯员 杨华

地理标志激活“桂”字号农产品
姻本报记者 秦志伟

山兰米是一种非常珍贵的
食物，“其粒绝白”“一家煮山兰
饭全村香”，而且营养丰富，是黎
族招待贵客的珍品。在海南土地
上耕种了千年之久的山兰稻，如
今依然保留着那份质朴的纯真，
犹如一座稻米的宝库，被发掘出
越来越多的价值。

在 2017 年 6 月公布的第四
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
里，就有海南琼中山兰稻作文化
系统。千年飘香的山兰稻，在人们
返璞归真的追求中继续传承。

山兰稻影越千年

山兰稻，是属于黎族的山地
旱稻，是黎族先民在长期的农耕
生活实践中所筛选出来，根据海
南的独立自然生态环境而培植
出适于旱地、刀耕火种的旱稻品
种。在海南漫长而原始的农耕历
史中，山兰稻一直是黎族人民赖
以为生的口粮，从原始时代到现
代社会，山兰稻也从未消失于海
南人的饭碗，说山兰稻养育海南
人也丝毫不为过。

一株旱稻，穿越千年，书写
出一部属于海南的农耕历史，也
记载下勤劳的琼岛先民在残酷
的自然环境中，向大地索要果腹
之粮的那一份勇敢。

山兰稻最早起源于何时、是谁把野生稻
“驯服”，目前尚没有确凿的记载来说明。从目
前白沙、琼中、五指山等地保留下来的农耕技
术以及旱稻品种，结合史书中只言片语的记载
可以肯定，早在两汉时期，海南省西部的少数
民族先民就已经“驯化”了野生旱稻，并将之作
为主要的口粮来种植。

事实上，关于山兰稻最早的确切记载，是
在明代。明代《海槎余录》这样记载：“徐徐锄
转，种棉花，又曰具花；又种旱稻，曰山禾，米
粒大而香，可食。连收三四熟，地瘦弃置之，另
择地所，用前法别治。”

海南琼山人唐胄主修的《琼台志》卷八《土
产上》中这样记载：“稻，粳糯二种。粳为饭米，
品著者有九：曰百箭……曰山禾。择久荒山种
之，有数种，香者味佳。黎峒则火伐老树挑种，
谓之刀耕火种。”“山禾”就是山兰稻。

如今，在海南丰富的稻种资源中，以山兰
稻为代表的旱稻品种仍然十分珍贵。它主要分
布于海南岛山区和丘陵山地，具有独特的农艺
特性和较强的抗旱生理特征。山兰稻穗大粒
大，糙米粗蛋白含量高，有的种质还具有较好
的蒸煮品质，营养好、口感佳。作为稻作抗旱、
优质育种的原始亲本材料，山兰稻种质资源有
很高的研究价值与经济价值。

得以传承的刀耕火种方式

每年，在美丽的黎族苗族之乡都会举行
“山兰节”，吸引众多游客前来参加，他们聚集
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一起分享山兰文化，尽情
地赏山兰稻、品山兰酒、听山兰歌、醉山兰情。

黎族人传统种植山兰稻的方式是“砍山
兰”，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刀耕火种，并与其它粮
食作物实行轮作与套种，最大限度地增加地面
覆盖、增加生物固氮、减少水土流失，并且可以
在全年不同时间收获粮食，保证比较稳定的食
品和蛋白质供应。

在山兰节活动现场的山兰稻田里，就可以
看到当地村民用原始的刀耕火种方式，展示黎
族先民们种植山兰稻的情景：在种植山兰稻之
前，先举行简短的祭拜仪式，祈求五谷丰登。随
后是“烧山”“播种”。男性挖洞，女性下种，他
们一边劳动，一边唱着民歌，跳着劳动舞，让游
客们仿佛穿越千百年的时空，感受黎族古老的
刀耕火种方式。

千年来，关于山兰稻的种植方式从未变
过。盛唐宣宗年间，被贬谪来崖州的名臣李德
裕曾在《贬崖州司户道中作》诗中，用“五月畲
田收火米，三更津吏报潮鸡”来描述海南先民
刀耕火种的场景。

事实上，刀耕火种与山兰稻种植，并非是
不断探索而做出的选择，更像是相辅相成的传
承。缺水的环境与干旱的大地在原始时代孕育
出了野生旱稻，并将之作为馈赠送给了黎族先
民。而刀耕火种的方式使山兰稻在海南省中西
部地区不断发扬光大，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海
南人。 （张晴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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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广西农产品地理标志商标工作取
得的新突破和新成就引起了国家知识产权局商
标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崔守东的注意。比如广西
工商部门运用地理标志商标促进发展的产业化
经营模式，指导“百色芒果”“永福罗汉果”“富川
脐橙”“桂林米粉”等名优特产业品牌运用，做大
做强名优特产品产业。

日前，广西实施商标品牌强桂战略大宣讲
暨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地理标志精准扶贫”
西部宣讲首场活动举行。《中国科学报》记者跟
随宣讲团在广西走访时了解到，得益于得天独
厚的地理和气候条件，广西地理标志资源十分
丰富。截至 2017 年底，广西全区拥有地理标志
商标 39 件，其中上述名优特产业品牌具有较高
知名度和影响力。

“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广西的商标品牌
工作与发达省份差距较大。”广西工商局党组
书记、局长冯学军向记者表示，开展宣讲活动
并采取其他一系列促进广西实施商标品牌战
略的工作措施，就是他们面对差距作出的反应
和努力。

背靠丰富的地理标志资源

广西被称为中国南疆明珠，区位优势明显。
与此相媲美的，是八桂大地特有的健康、长寿、
绿色的生态环境。

广西地处亚热带，北回归线横贯东西，与我
国台湾、广东、云南一脉相连，气候温暖、阳光充
裕、雨水丰沛。境内森林密布、水系发达，水、热、
土、光资源的良好配合，创造了得天独厚的自然
环境，孕育出了生态健康特产资源。

这里有声名远扬的“明朝大学士解缙巧接
芋”中的皇宫贡品荔浦芋头，有明朝诗人陈奎笔
下“幽斋数朵香时泌，文思诗怀妙变花”的横县茉
莉花，嘉庆皇帝御笔亲题的巴马寿乡神水……数
不胜数的地道农产品和生态绿色的自然环境成
就了广西物华天宝的美名，传奇的品牌也成为
了一方土地生命力的最好证明。

如果说名优特农产品的形成是来自故土的滋
养和自然的恩惠，那么广西品牌的打造则是将先
天自然优势转化成后天发展优势的有效路径。

近年来，广西大力加强商标品牌建设，在不
同的领域特别是加工制造业领域培育了一批标
杆企业，形成了一批知名品牌。截至 2017 年底，
全区拥有有效注册商标 12.7 万件，马德里国际
注册商标 127 件，地理标志商标 39 件。

记者了解到，广西已拥有“横县茉莉花”“富
川脐橙”“百色芒果”“永福罗汉果”“巴马香猪”
等一批有较高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农产品地理标
志商标。

以横县茉莉花茶为例。茉莉花对温度尤为
敏感，适高温而不耐低温、抗寒性差，且喜光。

综合多种因素，茉莉花在横县这片土地上欣欣
向荣，散发阵阵幽香，而横县也成为“中国茉莉
之都”。

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横县已形成带有浓厚地
方特色的茉莉花产业。目前当地茉莉花种植面积
达到 30 万亩，年茉莉花产量达 8 万吨，年产值 12
亿元。茉莉花茶加工企业 130 家，年加工茉莉花茶
6 万吨，产值 33 亿元，综合产值 45 亿元。其中，金
花、香茗王、人间一香、郁江等横县茉莉花茶自有
品牌在全国茶叶评比中多次获奖。

2006 年，“横县茉莉花茶”商标经原工商总
局商标局核准注册为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如此
更是进一步扩大了“横县茉莉花茶”的知名度和
影响力。

商标富农，品牌扶贫有了新办法

做强产业、建立品牌的同时，广西利用商标
富农品牌扶贫受到了崔守东的关注。

在广西，地理标志商标已成为不少贫困地
区行之有效的脱贫富民途径。近年来，广西着力
推进商标扶贫工作，积极引导注册并依法规范
使用农产品商标以及地理标志商标，推动了特
色产业发展，促进了农民脱贫增收。

崔守东重点提到了广西积极推进商标富农
强桂战略，大力推行龙头企业带动农户，促使农
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

记者来到玉林市陆川县绿丰橘红产业（核
心）示范区，这是陆川县绿丰农业专业合作社于
2015 年主导建立的，合作社理事长刘宁是陆川
县君丰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2017 年 9 月，示范
区被广西认定为“广西现代特色农业（核心）示
范区（四星级）”。

刘宁向记者介绍，目前已有 9 家企业入驻
示范区，建立了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多方共
赢的合作机制。示范区建设与扶贫脱贫相结合，
与村集体经济发展相融合。

当前，示范区产业扶贫项目的主要运营模
式有通过土地流转促增收、采取“公司＋合作
社＋基地＋农户”的管理模式、引导入股合作社
享受分红和提供就业岗位带动脱贫致富。

以引导入股合作社享受分红为例。刘宁介
绍，贫困户通过小额扶贫信贷，在信用社中可
贷款 3.8 万至 5 万元，由政府贴息，通过资金
流转将贷款入股合作社，每年获得 3000～4000
元的分红。

示范区走产业精准扶贫路子也同时壮大了
产业和“陆川橘红”品牌。刘宁预计，橘红进入丰

产期和示范区其它项目全面启动后，就业岗位
将达到 400 多个，年营业收入将达到 1.5 亿～1.8
亿元，年利润约为 3000 万～3500 万元，实现基
地覆盖范围贫困户脱贫致富目标。

“桂”字号区域品牌正在崛起

事实证明，广西并不缺少优质、老字号和特
色农产品。但不可否认，目前广西的商标品牌工
作与发达省份之间仍然存在巨大差距，这让冯
学军等人还是感受到了压力。

据介绍，从有效注册商标量来看，广西是湖
南的 1/2、浙江的 1/12、广东的 1/20，平均每万
户市场主体的有效商标拥有量为 530 件，仅达
到全国平均水平（1520 件）的 34%。

冯学军分析，主要是由于广西社会各界长
期以来没有充分认识到商标品牌在市场竞争中
的重大意义。“存在差距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敢
面对差距，更可怕的是面对差距心安理得、无所
作为。”

记者在采访时也发现，地方政府部门和企
业对地理标志商标品牌认识相对不足。最关
键的是，他们缺乏商标品牌管理运用的手段
和经验。

在冯学军看来，从地方经济发展的角度来
说，商标品牌建设与质量建设、科技创新同等重
要甚至更加重要，因为质量建设、科技创新的成
果最终要体现在商标品牌建设上。

据统计，全世界 20%的强势品牌占有了 80%
的市场份额，其中占比不足 3%的知名品牌市场
占有率更高达 40%。“由此可见，商标品牌在创
新发展和市场竞争中作用之大、影响力之强。”
冯学军告诉记者。

实施商标品牌战略正成为全国上下高度重
视的工作。广西党委书记鹿心社要求，要打好广
西农业“特色牌”“绿色牌”“长寿牌”“富硒牌”，
打造一批“桂”字号农业区域公共品牌和企业大
品牌。为此，广西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文件，对商
标品牌建设作出了战略部署。

据悉，广西以宣讲活动为契机，利用今年 5
月、6 月两个月的时间，在自治区 14 个市区各安
排一场实施商标品牌强桂战略大宣讲活动。其
中，前三场活动由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西部
宣讲团宣讲。

冯学军希望，各级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切
实提高思想认识，积极会同农业部门，结合实际
抓好宣讲活动，增强宣讲效果，提高广西各界的
商标品牌意识，着力构建企业自主、市场主导、
政府推动、行业促进、社会参与的商标品牌战略
工作格局，为广西商标品牌建设健康发展创造
良好环境。

毫无疑问，“推进广西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离不开商标品牌战略实施”。冯学军说。

陆川县绿丰橘红产业（核心）示范区橘红烘干车间 秦志伟摄

区域观察

走基层·听农声6 月 9 日，位于武汉东西湖区慈
惠农场的蓝精灵生态农业园迎来了
首批前来观光采摘的游客，人们在一
百多亩的蓝莓园内徜徉，演绎出一幅
惬意美好的生态休闲乡村游的画面。

慈惠农场是武汉市近郊的大型
国有农场群，也是“国家级万亩无
公害蔬菜标准化示范区”。近年来，
慈惠农场积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主动谋划产业升级和多元化发展，
并在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方面进
行了积极尝试。

据慈惠农场相关负责人介绍，在
绿色农业的发展理念下，慈惠以万亩
绿色蔬菜基地、沿江绿化带和村湾内
的大量经济果林为平台，引导社区居
民大力发展庭院生态经济，着力发展
以无公害、绿色、有机蔬菜和观光蔬
菜瓜果、花卉盆景为特色的绿色产
业，逐渐形成了“慈惠蔬菜”、“石榴
红”、“四季吉祥”等品牌。

近年来，慈惠农场又将目光聚焦
到经济价值更高的蓝莓产业。在前期
招商和洽谈的基础上，2017 年 3 月，
武汉蓝精灵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成功入驻慈惠农场。经过一年多的建
设和培育，目前百亩蓝莓生态园已经
成功结果，并开园迎客。

据武汉蓝精灵生态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总经理姜陈新介绍，2012
年初，以蓝精灵为品牌的蓝莓生态
农业园在浙江台州正式成立，经过
多年的探索和实践，公司已经形成
了成熟的休闲农业发展模式，此次
入驻武汉慈惠农场，希望通过示范
基地建设，带动周边农户和产业转
型升级，共同推动武汉休闲农业和
乡村旅游产业发展。

从蔬菜生产基地到引入休闲农
业助推多元化发展，慈惠农场的做
法得到了武汉东西湖区的肯定和
支持。2018 年 5 月，东西湖区委书
记陈邂馨和区长彭涛相继带队来
到慈惠街调研，对八向大队蓝精灵
蓝莓基地的建设成果给予高度评

价，并要求相关部门大力支持蓝莓基地的发展，充
分发挥基地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助推慈惠农场打造
集生产、观光和采摘于一体的蓝莓特色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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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涿州
市百尺竿镇“稻
地八村”一带水
稻种植户插秧时
的情景。

高长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