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品牌元素 秘密一 生态园生长，海南东寨港红树林后番薯地
松软的咸沙地特别适宜地瓜的生长

秘密二 特色土种植，不是咸沙土就是富硒土
海口市富硒土壤面积达763平方公里，美兰区正处于这一富硒带中

秘密三 热带海洋气候，提供充足的阳光动力和水分
最高气温28℃左右，最低气温18℃左右，年均气温23.8℃，温暖地瓜的全年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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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兰三角宁地瓜为海
口本土优良番薯品种，因
其独特的三角形瓜叶而得
名，数百年时间的咸沙土
种植，地瓜香甜中带有特
殊清香味，粉度适中、口感
细腻，糯甜中带有微微的
咸味。该地瓜属健康食
品，益身益心，被誉为“冠
军蔬菜”；维生素含量极
高，不仅补中益气，增强免
疫功能，还能防癌抗癌，又
被誉为“抗癌之王”。

十月的海南，绿意葱笼，一如春夏。从海口市区驱车出发，一路向东，来到一片在“海上卫士”红树林的保护下蓝绿相融的土地——海口市美兰
区演丰镇塘内村。你会发现，秋季不但是收获的季节，也是播种希望的季节。

塘内村的坡地上，十多天前村民们早已把合作社送来的培育好的脆嫩的三角宁地瓜苗，一垄一垄地排好，再盖上松软的泥土被褥，然后交给阳
光雨露抚养。匍匐在田地里的地瓜秧蔓在恣意生长着，同时也生长着村民们来年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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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海口市美兰区演
丰镇海口演东三角宁地瓜专
业合作社的育苗基地里，一
垄又一垄的三角宁地瓜新
苗，翠绿鲜嫩。王仕林从符
史伟手中接过合作社理事长
的棒子后，几乎每天都要来
基地转一转，“明天再请朱老
师来看看，预计明年的地瓜
订单不少，只有苗育好了，分
发下去种植的地瓜质量才过
硬，才能继续‘征服’广东客
商的心。”

王仕林口中的“朱老
师”，是海南省农业科学院粮
食作物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朱
红林，省农科院定点联系合
作社的农技专家。正是在省
农科院的帮助下，三角宁地
瓜成功地“闯海”并打响了名
声。

“其实一开始我不是太
看好美兰三角宁地瓜。”广东
中山市好手指农产品有限公
司相关负责人梁伟军每年都
会来海南收购地瓜，“三角宁
地瓜起初价格比桥头地瓜要
贵一块钱，我试后觉得不错，
但外观太差，估计运到岛外
不好销。”基于这点考虑，美
兰三角宁地瓜并未列入梁伟
军的收购名单。

为解决这一难题，在资
金扶持和技术指导的同时，美
兰区特意邀请省农科院派专
家到合作社进行技术指导，推
广应用“三角宁地瓜”脱毒苗
和配套高产高效栽培技术。

成功推广“三角宁地瓜”
脱毒种苗后，在省农科院的
穿针引线下，梁伟军来到演
东合作社考察这“新”的三角
宁地瓜。“在那里我吃到的三
角宁细腻柔软，粉度适中，有
独特清香，感觉会有市场。”
于是，今年年初，梁伟军向演
东合作社收购三角宁地瓜到
广东售卖，“反响不错，明年
我还会扩大收购量，加大高
端超市推广，开发网络和微
商的渠道。”

“去年以来，深圳、广
州等外地客商纷纷上门洽
谈订购，有的客商还提前几
个月下单、签订长期供货协
议合同，一般发货一次1万
至2万斤。”王仕林介绍说。

海口美兰地区的农村，种植地瓜
的历史由来已久。

据史料记载，地瓜（甘薯）的原产
地在遥远的中美洲，后来传入菲律宾
一带。明朝万历年间，福建长乐有个
叫陈振龙的商人，到菲律宾经商，以重
金向当地人购买了薯藤数尺，将地瓜
引进了中国。随后，他开始在福建一
带种植，结果秋后大收，民赖以活者不
少。到明末清初，陈振龙的裔孙陈世
元继先人之志，大力推广种植地瓜。
清政府见其为有利之举，下令各省种
植。于是，地瓜便在全国推广。也正
是在此时，地瓜飘洋过海来到海之南，
扎根琼岛。

《琼州府志》上记载，地瓜在明末
清初传入海南，距今已有300多年历
史。由于此物来自“番邦”，海南人多
习惯将其称为“番薯”。美兰的三角宁
地瓜便是由这批地瓜逐渐变种而来。

数据显示，近年来，海南地瓜专业
合作社每年省外超市地瓜订单缺口达
20多万吨，地瓜产业市场潜力巨大。

地瓜市场有“钱景”，海口演东三角
宁地瓜专业合作社的第一任理事长符
史伟便尝试将美兰三角宁地瓜推向市
场，“三角宁地瓜果皮紫红鲜艳，口感细
腻，品质优良，市场竞争力强。”在他的
带动下，美兰区演丰地区的一些村庄开
始较大面积地专门种植三角宁地瓜。

地瓜易种植，品种多，为何美兰
三角宁能在市场中树立不错的口碑？

“天时，地利。”海口市美兰区农林
局副局长李恩文介绍说，美兰区有着种
植地瓜的最佳条件：热带海洋气候，年
平均 2000 小时以上的日照时数和
11—12万卡的太阳辐射量，给地瓜的
生长提供充足的阳光动力；年平均降水
量1664毫米，滋润地瓜的每一次呼吸；
最高平均气温28℃左右，最低平均气
温18℃左右，年平均气温23.8℃，温暖
地瓜的全年生长。

除了优越的种植环境和独有的本
地品种外，美兰三角宁地瓜的“出色”
还在于其独特的种植土壤。因位于海
水与河水交汇的咸淡水交界处，种植
美兰三角宁地瓜的沙地经过海水的冲
刷，形成天然的盐沙地，这片土地极少
有病虫害的侵袭。松软的咸沙地特别
适宜地瓜的生长，且因为沙地中含有
的海盐成分，美兰三角宁地瓜也将咸
味吸收，形成独特的甜中带咸的口感。

此外，美兰区的土地硒含量高。
2011年，海南省地质调查院完成的相
关报告显示，海口市富硒土壤面积达
763平方公里，美兰区正处于这一富
硒带中。肥沃的富硒土地种植，使得
美兰三角宁地瓜天然含有硒元素，具
有较高营养价值。

地瓜市场有潜力，美兰三角
宁地瓜有市场竞争力，美兰区相
关部门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农
业商机”。

从 2015 年起，美兰区相继
投入资金130万元，在演丰、灵
山、三江、大致坡4个乡镇种植

“三角宁地瓜”约 1230 亩。今
年，海口市美兰区又在海口市农
业局的指导下，借助海南日报报
业集团的舆论影响力，进一步打
响了“美兰三角宁”地瓜的品牌。

如今，三角宁地瓜种植已经
成为海口美兰地区农民致富的
一条新路子。数据显示，2015年

“三角宁”地瓜的平均价格在2.5
元/斤到3元/斤之间，2016年春
节前后市场零售价格达到4元/
斤。通过改良技术后的产量从
600-800斤/亩增长到2000斤/
亩，预计3-4年之后种植规模可
达到5000亩，年产值可达260万
元。近300多户种植美兰三角宁
地瓜的农民，在“美兰三角宁”地
瓜品牌的助力下走出了一条特
色产业致富之路。

美兰三角宁地瓜
“闯海”记

海口演东三角宁地瓜
专业合作社
王仕林 15008080106
符史伟 13307666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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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看来自丝路海口的礼物
——美兰三角宁地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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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海口十大农业品牌建设·地瓜篇（上）

美兰三角宁地瓜的独特在于其
区别于一般地瓜的美味口感。因为
数百年时间的咸沙土种植，美兰三
角宁地瓜香甜中带有特殊的清香
味，粉度适中、口感细腻，糯甜中带
有微微的咸味，口感十分出众。这
一抹独特的微咸味道，让美兰三角
宁地瓜粉糯而带有清新口感，没有
一般地瓜的腻味，反而有一种让人
欲罢不能的感觉，口感与众不同。
皮嫩薄

紫色的外皮熟后轻轻一碰就
会裂开，就像一层薄纱轻轻包裹住
地瓜的美味。
肉晶莹

白色的地瓜肉在阳光下闪耀
着点点晶莹的光，闪耀璀璨，诱人
如水晶。
味咸甜

不似一般地瓜的味道寡淡或
甜腻，而是将甜与咸的味道中和得
恰到好处。
吃粉糯

地瓜入口的感觉粉而不腻，糯而
不粘，可口的滋味值得细细品尝。

■吃法一：烤地瓜

地瓜洗净不用擦水，保留外皮
水分。用纸张将地瓜包裹起来放进
微波炉中高火加热3分钟后，再继续
翻面高火加热3分钟（可根据地瓜大
小调节时间），香喷喷的烤地瓜就出
炉了。

■吃法二：地瓜粥

将地瓜洗净去皮切成丁或刨成
丝，分撒在锅中与大米一起煮成稀粥。

■吃法三：地瓜条

准备好面粉、鸡蛋、面包糠。
地瓜洗净切条，在微波炉里加热一
分钟（不要太熟），面粉加水调成粘
稠状，鸡蛋打散，然后按面粉、鸡
蛋、面包糠的顺序裹上地瓜条，下
锅用油炸成金黄色即可。

美味口感与众不同

皮似薄纱肉晶莹 咸甜粉糯吃不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