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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动态

本报讯 近日，2018 江苏省质量兴农环省行活
动在常州市启动。此次活动以“质量兴农、绿色兴农、
品牌强农”为主题，旨在宣传全省各地推进质量兴农
的鲜活典型，多角度讲好质量故事，传递消费信心，
让质量品牌成为农民增收、市民放心的“金字招牌”。

江苏省农委副主任朱新华介绍，江苏省将全力
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省创建，到 2020 年，
80%以上的农业县（市、区）建成国家或省级农产
品质量安全县。 （兰欣）

2018江苏省
质量兴农环省行活动启动

北京“农旅贷”助力乡村游
本报讯 日前，北京银行支持休闲农业和乡村

旅游活动在大兴区庞各庄镇西瓜小镇举行，活动
推出的“农旅贷”产品，将为经营休闲农业和乡村
旅游的小微企业、专业合作社及个体工商户服
务，助力京郊休闲旅游和乡村旅游发展。

活动现场，北京银行与大兴区农委、旅游委
分别签署推动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发展暨“农旅
贷”业务合作协议；与市农担有限公司签署支持
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发展银担合作协议。

据介绍，“农旅贷”产品最高融资额度为 2000
万元，期限最长可达 5 年，担保方式灵活，并可享
受政府主管部门贴息支持。同时，该产品为北京
地区首个面向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特色业态的
专属对公信贷产品，涵盖范围广，丰富了乡村旅
游融资主体类型。 （兰欣）

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56

“尝到我的果，便了解我的为人。”说这句话
的人是重庆市红翠特色脐橙技术研发中心主任、
高级农艺师李良蓉。日前，她在参加 2018 农村基
层优秀科技特派员双创训练营时接受了《中国科
学报》记者的采访，她的奉献精神、家国情怀让记
者印象深刻。

记者深入了解后得知，李良蓉从事科研工作
40 年、科技特派员工作 20 年，她和团队研发的红
翠系列脐橙新品种可在不同季节、不同海拔种
植，填补了我国春、夏、秋无新鲜脐橙上市的空
白。同时，新品种种植的脐橙共帮扶了 13 个贫困
村，带动果农 7600 户，受益果农达 23000 余人。

一年采摘一次变四季可采摘

奉节脐橙是中国地理标志产品，名气很大。
但在奉节，说起脐橙，那就不得不提李良蓉。正常
情况下，脐橙仅在每年元旦前后成熟，这也是柑
橘界延续多年的自然规律，正是她打破了这一规
律，让脐橙变为四季可采摘。

上世纪 80 年代，奉节脐橙已在国内声名鹊起，
当时每公斤售价约 7 元。李良蓉的一次携带脐橙访
友经历，让她萌发了选育脐橙新品种的想法。

1989 年元旦，李良蓉携带 20 公斤当地品质
及果形俱佳的脐橙来到朋友家，其市价相当于她
的半年工资。朋友的母亲饶有兴致地剥开脐橙放
进嘴里，但瞬间又吐出来了，直呼太凉了，“这个
东西老年人吃不了”。

这一幕让李良蓉始料未及。回家后，她便思
考，能不能让脐橙在夏天成熟。随后，李良蓉着手
收集资料，并经过长时间筛选，在奉节众多的
72-1 脐橙中发现了一株变异的优系单株，她如
获至宝。

李良蓉向记者介绍，优选培育一个新的脐橙
品种，要在百万株柑橘林里进行筛选，才有可能
产生一株芽变优系，再通过三年的后期观察, 性
状稳定后才能进行六年布点试种及十年中试，

“一个新的优良品种诞生，需要几十年时间”。
于是，李良蓉利用奉节几十万亩脐橙种植所

形成的天然数据库，针对中高山地段和不能生产
柑橘的贫困山区，长期致力于柑橘选育与研究及
栽培实验。

经过三十余年的努力，李良蓉团队成功地培
育出了已通过国家农作物审定委员会审定的“红
翠 2 号晚熟脐橙”。其成熟期为 3 月下旬至 4 月

中旬，可挂树 5 月上旬；单果重
200 克～350 克，可溶性固形物
13.7%～15.8%；细嫩化渣，汁多
无核，有较强的抗逆性；丰产稳
产，适栽长江中上游区域海拔
350～650 米丘陵山地，属亚洲人
口感，商品性极好。

多年后，红翠系列脐橙相继
走入田间，生长周期长达 480
天，可在不同的季节、不同海拔、
种植不同品种，成熟在不同的季
节里，实现了 12 个月鲜果工程。

值得一提的是，李良蓉及其
团队经过 6 年的探索研究，成功
攻破了晚熟柑橘春、夏季木质化

（枯水）的世界性难题。这是一个
各柑橘生产国的专家学者们历
年来孜孜以求的待解难题。

至此，红翠系列脐橙产品正
式面向市场。多年来，红翠系列脐橙好评不断。

富民千万是最大梦想

在当地，李良蓉被称为“橘子姐”。目前，李良
蓉最大的心愿就是把红翠科技尽快转化为生产
力，惠及更多农户。

自 1990 年选育出红翠晚熟脐橙，母树移植
至永乐镇大坝村以来，李良蓉团队在长江南北两
岸的高、中、低海拔地域进行小试和中试，新发展
的红翠 1 号、2 号、迷尔橙等特色脐橙在奉节县 5
个贫困村、4600 户农户推广示范，其中 503 户贫
困户直接受益，户年均增收达 8000 元。

以红翠迷尔橙为例，李良蓉介绍，通过租用
方式育苗 27 万株，只收村民 1 元 / 株的运费，在
永乐镇的白龙村、幺店村、永乐村、大坝村发展红
翠特色脐橙 4800 亩。

“过去老品种脐橙销售价 0.5 元 / 斤，现在的
红翠特色脐橙销售价为 3.5～7.5 元 / 斤。”李良
蓉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2008 年 12 月，在康坪乡松林村村民的要求
下，李良蓉团队对该村的海拔、土壤、水源及原有
老品种脐橙树的树龄进行了考察，认为这个地方
非常适合红翠 1 号晚熟脐橙的生长，并决定由红
翠科研基地借债投资 160 多万元，提供新品种无
病毒穗条、嫁接薄膜、工具等，聘请 26 位嫁接高

手进行品种改良。丰产后按每市斤 2.6～3.0 元的
价格统一由基地收购。

据李良蓉介绍，通过高接换种后的红翠晚熟
脐橙，自 2012 年丰产以来果农一树果销售价 3
元 / 市斤，最高达到 7 元 / 市斤，产品由广西直
接出口至东南亚国家。

2013 年 3 月，红翠特色脐橙技术研发中心又
在石岗乡瓦坪村进行高接换种，发展红翠优质晚
熟脐橙 680 亩。

截至目前，红翠中心通过“科研基地 + 农户”的
生产管理模式，创建了一套“三统三分”的红翠脐橙
管理模式，三统即统一品种、统一技术、统一管理，
三分即分项负责、分片承包、分级考核。共发展带动
了 13 个村、7600 户果农种植脐橙，农户销售脐橙总
收入 1.5 亿元，户均增收 8000 元以上，实现了研、
产、供、销一条龙服务，创下无滞销纪录。

现在，红翠系列脐橙不仅在国内享有盛誉，
冲着红翠晚熟脐橙找“橘子姐”李良蓉要求技术
合作、订货供应的外国人也络绎不绝。

但作为一位搞果树科研的人，李良蓉并不想
太被外界关注。“新品种选育本就是公益性事业，
我之所以走上这条路，一是因为我学这个专业，
二是丢不下奉节这个柑橘新品种天然数据库。”
李良蓉告诉记者。

未来，李良蓉及其团队只想把红翠系列脐橙
品种大面积推广，让更多的人受益。

重庆市红翠特色脐橙技术研发中心主任李良蓉：

“尝到我的果，便了解我的人”
姻本报记者 秦志伟

琼中“农文旅”的蜂起蜜涌
姻本报记者 张晴丹

每到樱桃成熟季节，河
南省新安县家家户户道路
两旁，一串串色泽鲜艳、红
润饱满的樱桃挂满枝头，已
经成了新安一道亮丽的风
景线，前来观光、采摘的游
客和进购樱桃的客商络绎
不绝。

历史悠久的河南新安
传统樱桃种植系统成功入
选 2017 年 6 月公布的第四
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名单，新安已成为令人向往
的“樱桃谷”，通过樱桃产业
的带动让这里迸发出了新
的活力。

文化内涵独一无二

在洛阳乃至豫西地区，
提起樱桃，人们自然而然地
会想到新安县。新安樱桃之
所以如此受人喜爱，离不开
自然条件和历史传承。

河南新安传统樱桃种植系统遗产地
处欧亚大陆桥上。北暖温带大陆性季风
气候特征，有利于果树储糖挂果，尤其是
樱桃等高糖水果生长。该地所产“樱桃”
以色艳、味浓、肉厚、水分多而闻名。

新安樱桃栽培历史十分悠久，其文
字记载始于东汉，古树最长树龄已有
1400 年。现已经认定的千年樱桃古树 30
株，百年以上樱桃古树有 500 余株。

据《古今图书集成》记载，从汉代起，
直到明清，新安樱桃一直为朝中贡品。隋
唐时，新安樱桃随着洛阳的繁华遐迩闻
名。武则天赞曰：“人间鲜花属牡丹，美味
佳果堪樱桃。”她特封樱桃为圣果，并令
其在独树广为繁衍，被传为千年佳话。

这里独特的自然禀赋孕育了别样的
樱桃。樱桃树生长的环境要在向阳背风、
沟壑纵横的地方。洛阳盆地四周，沟壑纵
横，清流曲绕，向阳背风处最宜樱桃生
长，历代都为人民重视。优越的生长环境
造就了新安樱桃个大肉肥、色红润、味甘
美的品质特征。同时，当地丰富的农业品
种资源是农户生计收益的有益补充。樱
桃园还给沟壑区提供了不可替代的生态
系统服务。

实际上，新安传统樱桃种植系统在
我国仅存的古樱桃林中不仅种植规模
大、十分罕见，而且其文化内涵在国内也
是独一无二，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生态
价值、示范价值及科研价值，成为全国重
要农业文化遗产。这一重要文化遗存已
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成为人类所共享
的精神和物质财富。

穷山沟变“聚宝盆”

近年来，樱桃市场越来越火，但是由
于传统品种樱桃采摘期短、品种老化、宣
传不够，也曾经遭遇过“卖难”的困境。新
安县五头镇马头村党支部书记张保安介
绍，以前的小樱桃不耐储存，又集中成熟，
收购商贩出价低，果农无奈提着篮子挤车
进城叫卖。中午卖不完，樱桃汁顺篮流，市
民看了直摇头，果农心疼得掉眼泪。

为做大樱桃产业，增加农民收入，当
地从山东等地聘请专家，指导群众对品
种进行改良，推广销路好、产量高、耐储
存的新品种，并要求果品按照绿色、有机
的管理要求，实行标准化生产，提高樱桃
的品质。

据介绍，目前经过品种改良，新安樱
桃由单一品种发展到红灯、红密、红艳、
乌克兰、拉宾斯等 10 多个品种，并且比
其他地方的樱桃都成熟得早，是名副其
实的“春来第一果”，不但被认证为无公
害农产品，而且是走亲访友的首选礼品。

通过品种改良、文化牵线、电商促
销等措施，樱桃树已成为名副其实的

“摇钱树”。目前，全县已挂果的 3 万多
亩樱桃，每年可为当地增收近 6 亿元。

酒好也怕巷子深。为了让樱桃更
“红”，打造樱桃品牌，新安围绕打造“新
安樱桃谷·洛阳西线游”目标，投入资金
对连接磁涧、五头、仓头三镇 20 多公里
的道路进行升级，沿线村庄进行风貌改
造，打造出了 3D 樱桃谷画廊、天兴生态
园、林山溪谷度假村等 10 余个旅游新亮
点，并成功举办了骑行赛、樱桃节、樱桃
文化交流、品味新安之美采风等旅游文
化系列活动。

在此基础上，新安依托传统的樱桃
产业培育了省级农业科技园区，形成农
业专业合作社 13 家，发展特色采摘园 50
余个。

每当樱桃成熟季节，全国各地的客
商被吸引来收购，不仅有郑州、洛阳的，
还有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大客商，带
着冷藏车到园边收购，果农们不用出村，
樱桃就被抢购一空，最好的樱桃卖到每
公斤 40 元。

晶莹剔透、玲珑诱人的樱桃，让昔日
的穷山沟变成了“聚宝盆”。

（张晴丹整理）

“自己采蜂蜜，真是充满了乐趣，是一项很有
特色的亲子教育活动，我们很喜欢。”来自贵州的
游客张家俊一家是居住在海南的“候鸟”，他们时
常带着孩子到海南琼中湾岭镇鸭坡村游玩，体验
割蜜、摇蜜的快乐。

近年来，像这样慕名而来的游客越来越多。每
当盛夏时节，琼中原始森林里百花齐放，蜜蜂在百
花丛中采蜜忙，游客在各大蜂场品蜜香。

当地政府依靠自然资源先天禀赋、民族文化
历史沉淀，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走出一条甜“蜜”的

“农业 + 文化 + 旅游”融合发展之路。“现场蜂蜜
采摘体验，不仅促进农民增收，还能促进乡村旅游
的发展。”琼中文旅委副主任钟永欢表示。

大山深处蕴藏好蜜

蜜源地是影响蜂蜜品质的主要因素之一。琼
中地处海南生态保护核心区，生态资源十分丰富，
是万泉河、南渡江、昌化江三江发源地，素有“海南
绿肺”之美誉，是个“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山区农业
县，森林覆盖率高达 83.74%，植物资源丰富、气候
温和、雨水充沛，而且植物生长季节长、花期长，为
发展蜜蜂产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百花盛开，“蜂起蜜涌”。在琼中的绿水青
山间，蜜蜂汲取大自然的“营养”，而后，当地蜂
农将蜜蜂引到蜂箱或蜂巢里，酿出诱人的香甜
蜂蜜。

“山里的空气清新，水质清透，没有污染，林子
里的花草种类繁多，蜜蜂酿出来的都是百花蜜，甜
而不腻，深受男女老少的喜爱。”长征镇什仍村养
蜂场的负责人梁雄明对琼中有着很深的感情。每
到蜂蜜采收时节，他会取出一个个巢脾，装进摇蜜
机里，流淌出香甜美味的蜜汁。

“琼中自然环境非常好，这里的山美水美人更
美，这样的环境下产出的蜂蜜品质肯定也是上佳
的，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会带游客来琼中的重要原
因。”海南亚洲公益组织研究服务中心主任王立娟
表示，他们还会继续带更多的人来琼中体验原始
之美。

琼中县县长王琼龙介绍，近年来，琼中充分发
挥生态环境优良、蜜粉源植物资源丰富优势，把养
蜂产业作为培育发展新动能、提高群众生活质量
和精准扶贫的重要措施，加大扶持力度，全力推动
养蜂特色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琼中蜂蜜”纯天然、原生态，是大自然给予人

类的恩赐。2009 年，“琼中蜂蜜”经国家商标管理
局批准，正式获得地理标志集体商标。

“农文旅”融合走得更远

酒香不怕巷子深，好蜜源吸引无数寻蜜游客。
“随着乡村游的兴起，不少游客来琼中游玩

时，都喜欢到这里现采现买蜂蜜。”琼中蜂农蔡仁
军说，由于琼中游客越来越多，现在他们经常接到
来自全省各地的预订电话，“有的游客亲自体验
后，更加相信我们的产品质量，一下子就买了上百
斤的蜂蜜”。

琼中以生态旅游业为第三产业发展目标，品
牌的打造让琼中“奔格内”乡村旅游品牌的知名度
和美誉度不断提升，因此琼中游客数量快速增长。
2017 年，琼中接待旅游人数 132 万人次，实现旅
游收入 5.1 亿元。旅游人数的增长，带动琼中经济
发展的同时也带动了包括“琼中蜂蜜”在内的特色

农产品的大量消费。
养蜂业是集增收、生态和保健等于一体的特

色产业。近年来，琼中将“琼中蜂蜜”特色农业品牌
与“奔格内”乡村旅游品牌有机融合，打造生态旅
游业扶贫发展模式，推进农业特色产业与旅游业
跨界融合发展。

琼中还利用当地黎族苗族传统节日开展活
动，举办蜂蜜采收节，推出红毛镇什寒村、红毛镇
什裕村、黎母山森林公园、湾岭王伟养蜂基地、营
根镇水潮村 5 条蜂蜜采收乡村旅游路线。在宣传

“琼中蜂蜜”品牌的同时，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琼
中，畅享休闲生态游，寻找生态好蜜。

为了让游客的琼中之旅更富意义，不少蜂农
还在基地建立起融旅游、科普、娱乐、学习、体验为
一体的蜜蜂科普基地。在基地里，游客可以近距
离、立体化地参观实体养殖，观察蜂王、雄蜂和工
蜂的区别，了解这个神奇的蜜蜂大家庭，还可以体
验各种养蜂生产劳动，认识蜂箱内部结构，亲眼见

证蜂蜜是怎样被酿造出来的。
“将农旅注入文化内涵后，养蜂产业不仅能让

农民增收，也成为一项寓教于乐的科普活动，更助
推琼中旅游产业长远发展。”钟永欢说道。

严保质量，扩大品牌效应

近年来，琼中利用自然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养
蜂业，打造“琼中蜂蜜”这张金名片，为当地养蜂产
业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

当地把养蜂业作为精准扶贫的一项重要特色
农业产业来抓，已经摸索出“龙头企业 + 基地 +
贫困户”“专业合作社 + 基地 + 贫困户”“村集体
经济 + 基地 + 贫困户”“种养大户 + 基地 + 贫困
户”4 种产业扶贫模式。在推广股份带动、合作带
动、订单带动、资产收益等方法的基础上，让养蜂
产业不断给贫困户带来更稳定的经济收益。

目前，全县共有农民自行组建的规模以上养
蜂合作社 19 个，农民养蜂大户 1000 多家。2017 年
到目前，全县蜂蜜产量 91.5 万斤，产值 3660 万元，
养蜂逐渐成了全县促农增收的主要来源之一。

为保护“琼中蜂蜜”地理标志品牌，发挥品牌
效应，带动当地农村经济发展促进农民增收，2017
年，琼中质量技术监督局批准并发布了《中华蜜蜂
活框饲养技术规范》琼中县地方标准，严格落实标
准要求，保证琼中蜂蜜的高质量。

“我们会对每一个合作社或养殖大户的每一
批蜂蜜进行检测，然后根据检测报告结果来授权
蜂农使用‘琼中蜂蜜’的地理商标出售蜂蜜。”琼中
科协兽医师王京雄说，为确保琼中蜂蜜品牌质量，
琼中科协会对蜂蜜质量进行检测，给琼中蜂蜜质
量再上一层“保险”，让消费者买得放心。

“打造一个品牌，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大家
要朝着共同的目标前进。”琼中蜂业协会副会长陈
明军表示，长期以来，该蜂业协会多举措提高当地
农民的养蜂技术，推动琼中养蜂产业加快发展。

下一步，琼中将继续打造“琼中蜂蜜”品牌，努
力完成 10 个养蜂特色产业科普（扶贫）示范基地
申报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证及产品认证，申报 4
个全国蜂产品安全与标准化生产基地、4 个“蜂情
小镇”（湾岭、长征、红毛、吊罗山）。

此外，琼中还将力争列入中国“蜜蜂之乡”，逐
步实现统一技术规程生产、统一品牌包装、统一价
格销售，划设“中华蜜蜂饲养保护区”，做大做强

“蜂”相关产业。

区域观察

（5~8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来自网络，稿
费事宜请与编辑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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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中打造养蜂科普（扶贫）
示范基地，向贫困户普及养蜂知
识和技术。

海南琼中宣传部供图

黑龙江千余种农产品
组团登陆天津

本报讯 近日，2018 黑龙江省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优质农产品（天津）推介会上，黑龙江省的大米、
杂粮、蔬菜、食用菌、山特产品和其他类农副产品
等千余种农产品组团登陆天津。其间，黑龙江省优
质农产品（天津—牡丹江）集散中心正式揭牌，标
志着“龙”字号农产品正式在天津“落地生根”。

据悉,黑龙江省优质农产品（天津—牡丹江）
集散中心设立体验门店和配送中心，让天津市民
随时都能买到黑龙江优质农产品，开启了龙江农产
品开拓市场的新渠道。黑龙江省已先后在上海、深
圳、杭州、南京、广州五地举办黑龙江省优质农产品
推介会，通过生产者与消费者、经销商“零距离”对
接，直观、立体、全方位地展示宣传推介，打开了“龙”
字号农产品在主销区的销售市场。 （张小奇）

李良蓉供图李良蓉（左）带学生在基地做脐橙新品种选育工作。

乡村创业·科技特派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