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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有伦晚脐橙，夏有蜜奈夏橙，
秋有屈乡秋橙，冬有纽荷尔脐橙”，如
今，秭归脐橙依靠着三峡水乡得天独
厚的山地资源优势和峡江气候，实现
了四季均有鲜果上市。

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县长杨勇
介绍，通过大力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加大科技支撑、市场主体培
育和“互联网+脐橙”“物联网+脐橙”
等新模式推广，如今“小脐橙”变身

“致富果”，成为全县实现乡村振兴的
主要“抓手”。

一个大胆的设想

面对困局，秭归选择错峰上
市，实现全年供应新鲜脐橙

站在秭归县郭家坝镇邓家坡村
童庄河的渡口向上看，漫山遍野的脐
橙树上，挂着金灿灿的果子。再过几
个月，“红肉”和“伦晚”将先后上市。

秭归脐橙有 2000 多年的种植
史。上世纪 70 年代，柑橘专家章文
才带着学生在秭归邓家坡村培育出
罗脐品种，经过10年推广，秭归成为
名副其实的“中国脐橙之乡”。

然而好景不长。2000 年前后，
江西、湖南等平原、丘陵地区脐橙开
始“崛起”，其机械化、规模化的种植
使得成本和价格都比秭归低得多。

53岁的何明国是邓家坡村党支
部书记，他发现水果市场品种日益丰
富，秭归罗脐越来越难卖。最低谷
时，罗脐只能卖到两三角钱一斤。

秭归县农业局局长王山分析，脐
橙滞销原因一是品种单一，二是结构
不合理。春节期间蜂拥上市，不光与
各种橙子竞争，还与其它水果竞争，
结果一再压价，果贱伤农，恶性循环。

“能不能错峰上市，把传统秋天才
有的‘橙红橘绿’变为四季常有？”这个
大胆的设想，得到了华中农业大学和
湖北省农科院专家团队的鼎力支持。
经过艰苦的科学攻关，秭归成为我国
唯一能够实现全年供应新鲜脐橙的地
区，春有伦晚、红肉，夏有夏橙，秋有早
红，冬有长红、纽荷尔。不同的品种，
位于不同的海拔高度，“早熟上山去，
晚熟下山来，中熟摆中间”。

何明国告诉记者，每年三月底
“伦晚”开园采摘，能卖到五六月份，
正好弥补了水果春淡空档，加上品质
好，价格自然高。商贩提着现金上门
求购，果农坐在家里数钱。

如今，邓家坡村850户果农种植
脐橙5000亩，脐橙产值超过亿元。

邓家坡村是秭归脐橙发展的缩
影。瞄准市场有效供给，秭归以华中
农业大学、各科研院所为依托，走出

了一条科技兴橙之路。2017年秭归
县涌现出脐橙产值过亿元村3个、过
5000万元村10个。

一条吃干榨尽的链条

瞄准深加工、全利用，延伸产
业链条，提升果品价值

2010年，秭归县王家岭村5组的
果农周功寿买来100多株柑橘幼苗，
在屋后的山坡上嫁接晚熟脐橙伦晚。
记者在周功寿的精品果园看到，微润
灌溉、山地果园轨道运输等先进农业
技术系统，在保护水土、节省人力的
情况下，让果品优质率达到95%。

周功寿每新摘一个橙子，就贴上
二维码。记者用手机扫描二维码，进
入秭归脐橙防伪查询平台，点击“防
伪溯源——深度追溯”，发现产品产
自哪家合作社、哪个农户，以及翻耕、
灌溉、施肥、病虫害防治等信息一目
了然。点击“病虫害防治”，每次防治
用药日期、施用药物、浓度、安全间隔
期和负责人清清楚楚。

种得好，还要能卖出好价钱。秭
归将柑橘产业供给侧改革的着力点
瞄准深加工、全利用，延伸产业链条，
在培育市场经营主体、深加工提升果
品价值和塑造知名品牌上下大力气。

目前，秭归县拥有柑橘深加工企
业3家，洗果分级包装厂55家，脐橙

产销专业合作社150个，年处理鲜果
能力40万吨以上。

在湖北屈姑农业集团产品展区，
数十种产品让记者看花了眼：橙皮加
蜂蜜，做出“橙+蜜”；橙皮配茶叶，产
出橙茶；橙汁发酵，制造橙汁红酒；果
乳做酱，用于面包烘焙；将果粒加入
粽子，做成以纪念屈原的民歌“我哥
回”命名的橙粽。

在该公司脐橙深加工车间，记者
看到一个橙子进入流水线后，橙皮、
橙汁、果乳、果粒会被分离，之后进入
不同生产环节，末端实现零废弃。除
了脐橙剥皮是手工操作外，其他环节
均是自动化。

该集团董事长李正伦介绍，这个
深加工车间，背后有 15 项发明专利
支撑。“现在集团脐橙产业深加工产
品达到了 80 多个品种，效益比卖鲜
果增值 20 倍以上，脐橙真正成为果
农脱贫致富的‘金果果’。”李正伦说。

一张拉近食客的网

借势“互联网+”，秭归脐橙
的电商销售大军迅速扩大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悄然改
变了秭归脐橙的传统销售格局。如
今，“互联网+脐橙”“物联网+脐橙”
的发展模式不断兴起。

2017年11月，“供销e家秭归电

商小镇”启动运营。目前入驻本土电
商企业37家，实体店铺18家，并与6
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及17家农业
专业合作社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

记者走进湖北君秭橙生态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电商店，只见员工正在
分拣、过磅、装箱，客服正在电脑上飞
快地与客户实时沟通，一旁则是包装
精美、摆放整齐的待运脐橙……门店
负责人韩海臣介绍：“入驻电商小镇
后，可共享统一的配套服务，物流成
本、产品损耗等大大降低。”

借势“互联网+”，秭归脐橙的电
商销售大军迅速扩大。据了解，5年
前，全县仅有两家企业从事电子商务
网络营销。如今，全县发展电商企业
3000多家，其中在天猫、京东等网站
注册店面1500多家，全县电商从业
人员12000多人。

电商销售，缩短了秭归脐橙从产
地到食客的距离，当日达、次日达成
为现实。数据显示，秭归脐橙电商及
微商的销售额从2013年的1亿元增
长到了 2017 年的 16 亿元。电商销
售量已占总销量的“半壁江山”。

“下一阶段，我们将突出柑橘深
加工、分级包装标准化生产水平。
同时，谋划以‘三产融合’为突破
口，上接柑橘标准化基地建设，下
接柑橘精深加工，横向接乡村旅游
和工业旅游，实现高质量发展。”杨
勇表示。

拥有2000多年种植史的湖北秭归脐橙变身四季常鲜“致富果”

秭归脐橙翻身记
本报记者 郑明桥 通讯员 杜 巍

近两年，位于辽宁省大连市长
海县大长山岛镇杨家村的许多村民
都在发展藻类养殖。记者在杨家村
了解到，这里出产的裙带菜、海带
菜、龙须菜等藻类产品并不直接供
应市场，而是作为饵料，供给本村
的海产企业进行附加值更高的海珍
品养殖。

大连壮元海生态苗业股份有限
公司是杨家村的一家海产企业，记者
日前走进这家企业，恰好见到一些工
人在投放藻类食料喂养虾夷马粪海
胆。2016 年，该企业与大连海洋大

学合作研究抗高温虾夷马粪海胆项
目，经培育养殖，其表现出耐高温、成
活率高等特点，且十分适宜海岛生
长。2017 年，公司引进大批种苗进
行培育，受到市场欢迎，一年仅该项
目的销售额就达300余万元。

目前，杨家村大力推行“公司+
农户”模式发展生产，很多中小养殖
户和企业一起合作养鲍鱼。像壮元
海公司养殖的鲍鱼每年需要裙带菜、
海带菜、龙须菜等近万吨作为饵料，
这激发了村民的藻类养殖热情。

近年来，长海县坚持渔业富县

发展战略，大力实施渔业生产提升
工程，鼓励企业和个体户有针对性
地进行优质种苗引进与培育，加快
推进养殖生产良种化和优良品种覆
盖率，促进海洋物种的优势互补，
提高养殖业的综合生产效益。同时
不断优化产业区域空间布局，建立
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渔业生产
方式，促进海洋渔业持续、稳定、
健康发展，为渔民增收致富提供强
有力的保障。

近日，长海县振禄公司良种繁育
孵化基地已建成并投入使用，风向标

扇贝与虾夷扇贝杂交育种获得成功；
东鹿岛公司引进的虹鳟鱼和天正集团
引进的中华鲟、鲈鱼进入驯化试养阶
段。2017年，长海县采用生态方式改
造海底6.8万亩，放流鱼苗100万尾。

在上海国际渔业博览会期间，长
海县与上海渔博会组委会进行了战
略合作签约，实现长三角地区线上线
下销售渠道的融通。

长海县委书记方健伟表示，长海
要创建现代海洋牧场示范区，打造

“蓝色粮仓”，推动海洋经济加快向现
代高质量海洋牧场转型。

辽宁长海县实施渔业生产提升工程

“蓝色粮仓”富渔民
本报记者 苏大鹏

秭归脐橙有2000多

年的种植史。然而，随着

2000年前后江西、湖南地

区脐橙的崛起，秭归脐橙

逐渐处于劣势。为振兴

脐橙产业，湖北宜昌秭归

县加大科技支撑，通过培

育新品种、延伸产业链、

利用互联网等，使小脐

橙变身“致富果”

近几年，秭归脐橙种植面积与产
量快速攀升，2011年23万亩23万吨，
2017年30万亩45万吨。秭归脐橙为
何量价齐升？得益于秭归抓住了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牛鼻子”。

面对脐橙市场的激烈竞争，秭
归县立足“冬暖”优势，发展优质早
熟、晚熟脐橙，做到了脐橙市场“人
无我有”。

秭归通过全产业链打造、唱响
“秭归脐橙”品牌，同时积极探索发
展“互联网+脐橙”“物联网+脐橙”
新生态，实现“秭归脐橙”公用品牌
的系统化、网络化营销。

当前，扩大种植面积、进一步提
高产量的空间已不太大。要提升秭
归脐橙价值链，必须坚持走“质量兴
农、品牌强农”之路。

一方面进一步培育推广新品
种，目前秭归储备了 120 个脐橙品
种，应当积极引导生产经营主体优
中选优，加快特色优质品种的大面

积推广种植；另一方面对老果园进
行脱胎换骨的改造，加强果农培训，
实行标准化、绿色化生产。

要进一步擦亮品牌，亟须壮大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开展新型主
体培训，引导能人大户发展适度规
模化种植；农业部门要制定园区建
设、管理、采摘等规范；县政府要拿
出真金白银，鼓励经营主体走出去，
建立直销店、批发市场；举办系列节
庆、展销活动，走一二三产融合的新
路子。

（作者系湖北省农业厅总农艺师）

人无我有 人有我优
□ 肖长惜

秭归县郭家坝镇郭家坝村3名年轻人在包装电商订单脐橙。 郑家裕摄

白墙灰瓦马头墙的建筑、高挂
的红灯笼串、潺潺溪水缓缓流过
……狗年春节期间，记者来到江西
景德镇市珠山区竟成镇三宝村下辖
的自然村马鞍岭村，看到群山环抱、
层峦叠翠中的村庄仿若一幅水墨
画。马鞍岭村负责人告诉记者，现
在村里环境幽雅、公共设施完善、业
态多元，到这里的人都会感慨：“古
老瓷村重放光芒哩！”

马鞍岭村陶瓷矿产丰富，宋代
以来，这里的古瓷矿、古水碓、古窑
业孕育了辉煌的湖田窑。后来，由
于当地制瓷中心转移以及交通不
便，马鞍岭村逐渐失去了光彩。一
年多以前，这里还只有泥巴路，村里
没有路灯，夜晚一片漆黑。

如今，当地政府对马鞍岭村的
民居、道路、管网、水系等进行改造
优化，使基础设施有了巨大改观。

环境提升只是第一步，村庄要
有产业依托才能兴旺。马鞍岭村产
业的发展，主要得益于景德镇乡村
振兴“三权分享、三股分红、三手合
力”（简称“三个三”）模式的推行，即
保护所有权、尊重承包权、用好经营
权，引入资金股、盘活资源股、奖励
人才股，充分发挥政府有形之手力
量，运用市场无形之手作用，动员群
众勤劳之手共同参与，以此实现农
村美起来、农民富起来、集体经济活
起来的目的。该模式在马鞍岭村的
具体落实，引起了一系列卓有成效
的变革。

景德镇珠山区国资公司董事长
张跃军告诉记者，为了最大程度发
挥马鞍岭的陶瓷文化和生态人文优
势，区里成立了闲云涧文化产业公
司，并与蜗牛（北京）景区管理公司

合作，规划开发打造集陶瓷文化、山
水、人居休闲、创客于一体的乡村振
兴示范点。珠山区国资公司、马鞍
岭农村合作社、蜗牛（北京）景区管
理公司三方合作，通过闲云涧文化
产业公司来经营村庄，发展陶瓷体
验、文创、民宿、特色农产品等产
业。入股的村民不仅可以参与分
红，还能实现在本地就业。

“在家门口工作，日子比以前好
多了。”村民周爱兰说，以前她在市
区的酒店打工，没法照顾孩子。如
今，周爱兰在村里的闲云涧文化产
业公司从事保洁工作，每月工资
2000多元，加上利用下班时间打扫
附近陶艺大师工作室的报酬，她每
个月有近4000元收入。

环境改善、交通便利、陶艺氛围
更浓厚……原本外出打工的年轻人
也陆续回来了。马鞍岭村负责人告
诉记者，如今村里越来越多的年轻
人向周边的陶艺师傅学艺，古老的
技艺有了更多的传承人。

逐渐“苏醒”过来的马鞍岭村，
正在向外界展示着更大的魅力。去
年11月，这里举办了首届户外音乐
节暨荧光夜跑活动，让更多人感受
到了陶瓷文创旅游的浓郁氛围。村
里的“书吧”解鞍小筑、“茶吧”茶鼎
轩里，经常有旅客、创业者休憩小
聚。解鞍小筑运营管理负责人告诉
记者，周末和节假日来参观游玩的
人越来越多，其中不乏来创业的“景
漂”，他们正在成为“新马鞍岭人”。

“重重水碓夹江开，未雨殷传数
声雷。舂得泥稠米更凿，祁船未到
镇船回。”诗句里描绘的历史上景德
镇水碓、窑业生产的盛况，有望在大
山深处的马鞍岭村重现。

江西景德镇推广“三个三”模式

深山古瓷村重放光彩
本报记者 周 剑

马鞍岭村基础设施完善、村容整洁。 本报记者 周 剑摄

自从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
战略以来，无论是专家学者的出谋
划策，各地政府的积极动作，还是不
断见诸报端的各种报道，有关“乡村
振兴”的话题成为舆论热点，且热度
居高不下。在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
中，笔者觉得不妨多一丝冷静。

农民是乡村振兴的主角。改革
开放以来，农民的生活确实发生了
很大变化，从最初的解决温饱，到现
在逐渐走向富裕，几亿农民从乡村走
向了城镇。但是，相较于城市，必须看
到农民还面临着很多亟待解决的问
题。农村的经济基础仍然很脆弱，还
有很多农民在为生活苦苦挣扎。一些
地方，农民从土坯房住进了砖房，又
从砖房住进了新建起来的楼房，可
是，走进农民的新房子，摆设仍然非
常简陋。一些农村修了路，却没有能
够让农民富裕起来的产业，农村脏、
乱、差的环境没有实质性的改变。

面对这样的客观局面，我们必
须看到乡村振兴的艰巨性和长期
性。乡村振兴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实
现的，改善农村经济不富裕、环境不
宜居、乡风不文明等问题，需要各级
政府拿出足够的勇气、智慧与担当，
进行经年累月坚持不懈的奋斗；需
要真正深入乡村，为改变农民的生
活处境踏踏实实做工作；需要充分
调动农民参与乡村振兴的积极性，
让他们发自内心地为之努力。

我们还应警醒，不能让乡村振
兴成为官员出政绩的一场秀，或是
只停留在专家学者理论上的热闹、
媒体报道中的繁华。要找到乡村振
兴的痛点、重点，理论联系实际，

让这股热度上下贯通，一直持续下
去。

如何激发农民参与乡村振兴的
积极性？

笔者认为，要激发农民的内生
动力，首先要让农民富裕起来。经
济发展了，农民才能更有动力建设
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更有心力实
现乡风文明。但是，当前我国粮食
种植效益低下，一些农民对种地失
去信心，又找不到其他赚钱的可行
途径。一些人想返乡创业，却找不
到好的创业项目，很难吸引人、钱、
物下乡。而没有人、钱、物的聚集，
农村就很难发展。因此，帮助农村
因地制宜发展优势产业，是带动农
民致富的关键。

人才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推动
乡村产业发展，必须有一个好的带
头人。现在农村人才外流严重，能
干的农民大都外出打工，返乡创业
的农民非常少，堪当振兴大任的人
才更是少之又少。而没有人才引
领，农民们各说各话，很难形成发展
合力。从目前来看，发展比较好的
乡村，都有一个能干的带头人。如
说到江苏华西村，人们会想到曾经
的村支书吴仁宝；说到北京的韩村
河，会想到村支书田雄;等等。因
此，加强人才管理和培养，帮助农村
找到有能力、肯吃苦、能奋斗的带头
人，才能带领农民致富。

最后，当然还需要政府的有力
支持，为发展乡村创造良好的环境
和条件。只有上上下下聚齐人心，
形成合力，久久为功，才能真正实现
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