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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纪事

走基层·听农声

本报讯 记者从青海省农牧厅获悉，截至 4 月
26 日，青海省由东向西展开的春播工作，已播种各
类作物 35 万公顷以上，占春播作物总面积的 65%。
其中，川水地区播种全面结束，山旱地正加快推进
播种。

随着气温回升，青海省各地紧抓有效降水的有
利时机，加快了春播生产进度。目前，已完成春覆膜
2.5 万公顷，加之去年秋季完成的 5.33 万公顷秋覆
膜，已完成覆膜 7.8 万公顷，占全膜覆盖栽培技术
的 90%。

据青海省农牧厅相关负责人介绍，近期青海省
将继续围绕绿色兴农、质量兴农，突出农业绿色化、
优质化、特色化、品牌化，全力抓好春耕督导服务、
种植结构调整、农资调储供应、春覆膜推广等工作，
确保春播生产在 5 月中旬顺利结束，实现全年农业
生产开门红。 （兰欣李慧）

谢昌红是江西省赣州市小江镇新店村的名
人，原因在于他不仅种植脐橙 33 年自己致富
了，还无偿帮助其他贫困户发家致富。也正是有
像谢昌红这类人的存在，才让“中国脐橙之乡”
信丰县的脐橙产业越做越大。

目前，信丰县已建成 8 个万亩脐橙基地和
一条以 105 国道为依托的 10 万亩“百里脐橙
带”。截至 2016 年，信丰县柑橘面积 25.34 万
亩，其中脐橙面积 24.21 万亩，脐橙产量 14.71
万吨，直接产值 7.35 亿元。

“信丰脐橙产业已从一个单纯的种植业向
集生产、贮藏、加工、运输、销售于一体的产业集
群发展，呈现出‘一业兴，百业旺’的产业发展格
局。”信丰县果茶局局长王富森告诉《中国科学
报》记者，脐橙产业解决了 4 万农村富余劳动力
就业，让 2.2 万户约 6.5 万果农受益，果农人均
纯收入中脐橙增收 9000 元以上。

敢闯敢试有前景

谢昌红种植脐橙的历史要追溯到 1985 年。
当时，谢昌红在全村全镇还没有大种果树的情
况下，拿出家里的所有积蓄，在自家的自留山上
开发果园 10 亩，种上了温柑。

“由于当时温柑的市场价格低，卖不到好价
钱，经济效益不理想。”谢昌红介绍，经过调查和
了解，他意识到脐橙的市场前景比温柑广阔得
多，价格也高出温柑几倍。

1990 年，谢昌红根据专家的意见，对 10 亩
温柑全部进行高接换种成“纽贺尔”脐橙。换种
三年后开始挂果，当年产量就达到 5000 公斤，
由于当时脐橙价格较高，每公斤卖到 10 元钱，
当年脐橙收入就达到 6 万多元。

尝到甜头后，谢昌红每年都按照计划新开
脐橙园 10 亩，同时动员亲朋好友到各自的自留
山上种植脐橙。几年下来，谢昌红家的脐橙园已

达 100 多亩，他也依靠脐橙富了起来。
谢昌红种植脐橙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了信丰县脐橙产业的发展历程。20 世纪 60 年
代末，面对赣南革命老区、有名的贫苦地区的现
状，信丰县顶着种种压力，决定“向荒山进军”，
发展柑桔生产。

随后的试验中，信丰县发现脐橙的市场前
景广阔。当时，“一棵脐橙树，相当三口猪”成为
赣南百姓中流传的佳话。1981 年，当地引进“朋
娜”等 8 个脐橙品种，经过栽培观测，最终筛选
出以“纽贺尔”为主的脐橙当家品种。

赣州市果业局高级农艺师赖晓华向 《中
国科学报》记者介绍，1992 年江西省号召“在
山上再造一个高效益的江西”，赣州市实施

“兴果富民”工程。信丰县把发展脐橙作为脱
贫致富的突破口和着力点，举全县之力推进
脐橙产业发展。

比如，信丰县要求县、乡（镇）及有关单位各
抓好一个 50 亩以上的果园，以点带面，推动果
业生产的发展。2002 年，提出“没有果园的干部
就不是信丰的干部”的口号。

实践证明，信丰县适合发展脐橙产业。王富
森介绍，信丰县地处中亚热带温湿季风气候区，
气候温和，光照充足，热量充沛，雨量丰富，无霜
期长，决定脐橙品质的年平均气温、有效积温和
极端低温等 3 个关键指标在全国众多柑桔产区
属最优，是脐橙生产的特优区。

一业兴，百业旺

经过 40 多年的发展和几代人的努力，信丰
县脐橙种植面积、产量和产值得到大幅提升。同
时，信丰脐橙产业已从一个单纯的种植业向产
业集群发展。

据统计，目前信丰县有果业合作社 126 家，
果业龙头企业 38 家，采后处理生产线 24 条，每

小时处理能力达 300 吨，年
贮藏鲜果能力 12 万吨。

信丰圣地果业开发有限
公司是当地有名的农业企
业。据了解，该公司于 2001
年 5 月成立，由智利华裔郭
凯明投资 3000 万元创办，在
嘉定镇龙舌金龙村开发果园
5000 亩。

自 1998 年以来，郭凯明
先后多次到信丰考察，了解
到信丰是发展脐橙的“天然
王国”，信丰脐橙品质一流，
享誉海内外，是真正的“水果
之王”。于是，2002 年，他投资
200 万元，完成近 5000 亩集
中连片的山地整地、开穴。
2003 年，圣地果业完成 5000 亩脐橙种植，并配
套建设有办公楼、休闲廊、观鱼池、游泳池、餐饮
厅、高尔夫球场等。

据统计，2012 年圣地果业产脐橙 100 万
斤、甜柚 160 万斤、鱼 500 万斤，年纯收入 800
万元以上。

如今，放眼龙舌村方圆 5000 亩褐红色的金
龙山上，蜿蜒的脐橙、甜柚纵横交错、绿波荡漾，
一栋栋猪舍星罗棋布，“山上种果，山腰养鸭，水
中养鱼”立体种养模式，“猪—沼—果”“猪—
沼—鱼”等生态农业产业链不断延伸。

近年来，信丰县依托脐橙种植优势，着力推
进以脐橙产业转型发展为重点的现代农业发
展。信丰县果茶局副局长李小玲向《中国科学
报》记者介绍，一方面，信丰县把脐橙产业转型
作为“书记工程”来抓，突出招大引优、转型升
级，积极对接跟进一批科技含量高、辐射带动能
力强的大企业、大项目，引进一批“增链、强链、
补链”的脐橙产业链配套企业。据悉，信丰农夫

山泉果业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之一，解决了本地
脐橙榨汁难的问题，为脐橙产业创造了新价值。
2017 年，由该公司投资兴建的中国赣南脐橙产
业园项目落户信丰县。

另一方面，信丰县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为契机，以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为平台，
统筹建立脐橙产业体验园、休闲旅游观光园、产
业综合服务站等，提升经营管理和产业发展水
平，大力推进脐橙产业“二优化三提升”工程，打
造赣南脐橙特色小镇。

李小玲介绍道，“二优化三提升”工程是
指品种结构优化、种植模式优化，以及柑橘管
理水平大幅提升、柑橘品质大幅提升、品牌知
名度大幅提升。

脐橙产业的快速发展，给当地农民带来了
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全县 75 万人口，其中
农民 60 万，果业脱贫人口 6.5 万，占全县人口
的 8.7%，占全县农民的 10.83%。”王富森表示，
脐橙树撑起了农民致富的一片天。

百里脐橙铺就信丰人的幸福路
姻本报记者 秦志伟

（本周刊图片除署名外均来自网络，稿费事宜
请与编辑联系）

“真扶贫”助力环江拔穷根
———中国科学院定点扶贫广西环江县纪事

姻本报记者 张晴丹

“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药
方。”随着人们对健康越来越重视，其貌
不扬的姜也成了一种养生宝贝。

我国生姜种植品种繁多，其中安徽
铜陵的白姜尤为出名。2017 年 6 月，农业
农村部公布了第四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
遗产名单，安徽铜陵白姜生产系统光荣
入榜。

历史悠久的“中华白姜”

安徽省的生姜地方品种颇多，有宣
城姜、休宁雁里姜、潜山猴姜、舒城姜、临
泉虎头姜等，但以铜陵白姜最为闻名，是
安徽省著名特产。

安徽铜陵地处沿江江南，是生姜较
早栽培地区之一，也是目前国内著名的
生姜产区之一。安徽铜陵白姜生产系统
所产白皮生姜，因鲜姜呈乳白色至淡黄
色而得名。

这里的白姜种植系统核心区为天门
镇、大通镇和西联乡。其主产区天门镇位
于东经 117.8 度、北纬 30.8 度，气候温和、
雨量充沛、四季分明，是白姜优质种质资源
区和优质名产区。

传说清乾隆帝下江南时，食铜陵糖冰
姜后，称赞“白如雪、亮如冰、甘辣醇和，有
冰玉之美”，食后有“隔夜留香”之感。

实际上，铜陵生产白姜在《史记》中就有记载，到了
北宋时期，铜陵白姜的面积、产量已经颇具规模，更凭借
其品质上乘、口感极佳的优势，成为当时著名的白姜产
区，同时纳入朝廷贡品之列，素有“中华白姜”的美誉。

传承与保护

姜具有药食同源的特殊功效，不仅作为调味蔬
菜，还可以作为点心和菜肴食用，是大众认可的健康
饮品。铜陵白姜也已被列入国家确定的药食同源的首
批名单。

据了解，姜含有钙、磷、铁等多种人体所必需的营
养物质。而且姜有多方面的医疗保健作用，可促进胃
肠分泌、提高食欲、抑制呕吐等。

多年来，姜园及生姜与农作物的轮作、套种制度、
田间有机农家肥，生物体循环而产生的绿肥以及防护
林带的多样树种都丰富了白姜种植体系植被的种类，
形成系统内部稳定的动物、植物、微生物生态链。

当地姜农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根据白姜生长特
性，不断总结形成了一整套独特完整的铜陵白姜栽培
技艺，包括姜阁保种催芽法、低沟高陇种植技术、茅草
遮荫棚技术等，不仅提高了白姜的产量，也为白姜的
生态化、规模化生产提供了重要途径。

经过千年洗礼，铜陵白姜还流传下来众多的加工
工艺，其代表性加工工艺为盐渍生姜、酱渍生姜、糖醋
生姜以及糖渍姜。与姜有关的饮食、祭祀、文学艺术等
文化特质深植铜陵文化之中，为铜陵白姜生产系统的
继续传承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内生动力。

据铜陵市农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姚继贵介绍，该
市去年的白姜种植面积为 3500 亩，亩产约 2600 斤，
每斤均价在 7 至 8 元之间。

可观的市场效益带动了姜农的生产积极性，今年
又新增了不少白姜种植户。为了保护铜陵白姜传统的
优良品质，除了要求种植户按照铜陵白姜种植工艺操
作、施用有机肥料外，铜陵市农业农村、财政部门每年
还会安排 50 万元专项资金，对白姜种植户实施有机
肥料补贴，以促进产业可持续发展。 （张晴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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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四面环山，玉米和红薯种在石缝里，
农民喝的是黄绿色的坑渍水，吃的是稀稀的玉
米糊，住的是四面透风的茅草屋……”1994 年，
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研究员曾
馥平初到广西环江县时，便被这里贫瘠的一切
所震惊。

24 年来，曾馥平始终坚持工作在扶贫一
线，奋战在中科院对口定点帮扶县之一的环
江县。他是中科院定点扶贫队伍里的一名勇
将，见证了环江县从穷到富的蜕变征程。

是科技扶贫成就了环江县的华丽转身。作
为我国科技界的火车头，中科院充分发挥科技
和智力优势，找准穷因，拔除穷根，为当地生
态、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深得当
地老百姓认可，被群众称为“真扶贫”。

坚定决心，新的探索

环江县地处我国西南滇桂黔石漠化连片
特困地区，该区域是我国最大面积的连片贫困
区域，集民族地区、革命老区和边境地区于一
体，贫困面广、贫困程度深、脱贫解困最难，农
村居民人均收入仅相当于全国水平的 58.8%。
区域内有 67 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有
80 个国家石漠化综合治理重点县。

“几次看到村民用筷子在一个黑色的罐
子里蘸着吃，一问才知是盐巴。那令人心酸
的一幕，深深地震撼了我，让我感到作为一
名农业科技工作者的责任———改变他们的现
状。也正是那一幕，坚定了我来环江县从事
科技扶贫的决心。”曾馥平告诉《中国科学
报》记者。

石漠化地区的扶贫工作可谓难上加难。根
据环江县中部红壤荒山丘陵土地资源丰富的
优势，中科院选择适宜地区建立异地科技扶贫
开发示范区。示范区用来安置特困人口。肯福
示范区就是其中之一。

回想起 1996 年全国首个生态移民扶贫试
验区———肯福示范区初创时的往事，曾馥平仍
然历历在目。当时，关于大规模的异地移民如
何安置，如何让这些移民尽快摆脱贫困过上富
裕安定的生活，完全没有可借鉴的经验。他作
为示范区的负责人之一，带领科技人员在科技
扶贫的道路上，开始新的探索。

一直以来，曾馥平坚持“扶贫先扶智”，从
转变移民的思想观念着手，开展农业技术培训
以及新技术引进和实施，组织建设了“科研机
构 + 公司 + 基地 + 产业”的异地科技扶贫示
范区。

由于科技含量较高，示范区的发展速度和

产生的经济效益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实现
了当年搬迁当年解决温饱、三年超过周边地区
农民收入的目标。

今天的肯福，100%的农户住上楼房，100%
的农民饮上了清洁自来水，2017 年农民人均纯
收入达到 9664 元。不仅如此，当地生态效益也
得到极大提升，植被覆盖率达到 90%，土壤侵
蚀模数下降 31%，水土流失减少 54%，水分利
用率提高 36%～45%。

因为良好的生态和社会效益，这一方式被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移民研究专家称为“肯福模
式”，并得到高度赞誉。这给环江县扶贫工作带
来新的发展理念，为大西南科技扶贫工作产生
重要影响，也为我国后来开展的异地搬迁扶贫
提供了经验。

成果转化，产业帮扶

产业是“造血”的核心，产业兴则农民富。
到底应该发展什么样的产业？为了摸清“家
底”，2017 年中科院派出广州分院和亚热带农
业生态研究所科技骨干进行调研，经过两个多
月的乡镇、行政村、农户调查，发现当地涵盖桑

蚕、糖料蔗、香猪、菜牛、林业等传统产业和特
色水果、中草药、旅游等新兴产业。

在此基础上，他们基本确定了各镇（乡）主
导产业和次要产业，并编制了《环江毛南族自
治县产业扶贫发展规划》。

贫困地区发展养殖业是增加农民收入的
主要途径，但养殖业发展面临着农村环境污染
和养殖废弃物处理等问题。针对养殖业面源污
染严重的情况，“我们在环江县开展了绿狐尾
藻治理污水及资源化利用示范，废水中氮、磷
等去除率达到 95%以上，水质达到三类标准”。
曾馥平说，养殖污水狐尾藻生态治理技术受到
当地政府重视，并纳入广西农村环境治理方
案，推广至富川、博白、陆川、容县、宁明等县。

此外，当地还培育和发展特色生态产业。
在林下种草养牛方面，扶贫小组在古周村和下
塘村建立退耕还林种草养牛循环生态农业模
式示范基地、退耕种桑养蚕示范基地和生态林
示范基地，涉及种草养牛重点户 91 户，牛舍
2770 平方米，优质牧草 516 亩。2017 年新增示
范区面积 210 亩，产业还在不断壮大。

在特色水果产业方面，“我们发展红心香
柚、砂糖橘、沃柑、澳洲坚果等特色高值经果林

产业，推广面积达 13.5 万亩，仅红心香柚推广
面积就达到 6.8 万亩，产量 7200 吨，产值 4320
万元，已经成为环江县‘八大扶贫产业’之一。”
曾馥平介绍。

2017 年，环江县建立了首个自治区农业科
技示范园区和自治区农业特色示范园，示范面
积达 1 万亩。

在其他产业方面，他们培育的“久鹏石崖
茶”获 2016 年东盟博览会国宾指定用茶，茶
厂年加工能力达 13.2 万公斤，发放种苗 10
万余株，惠及农户 2000 余户，年人均增收
2000 余元。

中科院充分发挥“啃硬骨头”的精神，翻
越无数个艰难险阻的“山丘”，让环江县迎来
产业发展的春天，实实在在做到“真扶贫”

“扶真贫”。

惠及百姓，永不止步

时光飞逝，曾馥平在环江县挂职副县长已
24 年，是目前我国坚守贫困县一线工作，挂职
帮扶时间最长的科技副县长，取得了丰硕的扶
贫成果。在他心里有一个信念，“扶贫成果惠及
百姓，扶贫工作永不止步”。

“环江县作为西南石漠化贫困区的典型地
区，其科技扶贫成效对于我国西南喀斯特区域
层面扶贫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曾馥平表示。

“我们将继续加强精准扶贫模式建设。结
合环江县八大特色产业的发展，解决喀斯特石
山区贫困人口脱贫致富问题；对新识别的贫困
户建档立卡，实施精准扶贫，按照‘头年示范，
次年推广，三年全覆盖，四年达标’的要求，创
新产业扶贫模式；协助环江县政府整合各级各
部门力量，通过项目的实施，使八大扶贫产业
成为贫困户收入的主要来源。”曾馥平表示。

此外，他们还要结合全县农村污水治理规
划的实施，计划在全县每个乡镇推广建立养殖
废弃物和生活污水生态治理，并开展相关技术
培训。

在曾馥平看来，还应积极部署科技扶贫项
目。通过发展林下种植中药材，示范推广广豆根
等中药材种植、退耕还林还草养牛、环江香猪养
殖等一批生态效益好、经济价值高、见效快的扶
贫产业项目，使人均增收 2000～3000 元。

2018 年是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的关键一
年，贫困县脱贫摘帽将迎来高峰，环江县的全
面脱贫也到了攻克最后堡垒的阶段。在新形势
下，中科院将继续开展研究与示范，助力环江
县精准脱贫，并全力打造“山清水秀生态美”的
美丽环江新名片。

扶贫小组在环江县多个村开展科学种养技术培训活动。 曾馥平供图

地方动态

作为我国科技界的火车头，中科院充分发挥科技和智力优势，找准穷因，拔除穷根，为当
地生态、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深得当地老百姓认可，被群众称为“真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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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河北保定实施《关于加快推进果
品产业特色保险工作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 《意
见》），该项工作将首先在保定阜平县、顺平县、满城
区和唐县 4 县（区）试行。

《意见》提出，今明两年，在阜平县、顺平县、满
城区、唐县 4 个试点先行县（区），坚持低保费、保成
本、强重点、广覆盖原则，根据各地林果栽植种类、
生产重要环节、气候特点及果农投保需求，采用因
地制宜、各具特色的保险模式，积极推进果品产业
特色保险工作。2020 年，根据试点县（区）的成功经
验及当地果品产业发展需求，在全市范围内推广果
品产业特色保险工作。 （兰欣）

保定 4县（区）试行
果品产业特色保险

赣南脐橙第一人袁守根（左一）介绍信丰脐橙。 信丰县果茶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