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已成琼中特色产业

琼中在上世纪90年代，就有农户
开始养殖竹狸。从2007年开始，在韦
秀芳竹狸养殖专业合作社的带领和发
展下，养殖量逐年增加。现有银星、红
颜、中华、熊猫花四个竹狸品种。这些
品种优良、个体大、繁殖率高、抗病力
强、成活率高，已经适应本地饲养环境
条件。

琼中发展竹狸养殖有优越的环境
条件。一是琼中地处海南岛中部，五
指山北麓，热带海洋季风气候，夏长无
酷暑，冬短无严寒，年均气温22.8摄
氏度。二是资源丰富。竹狸以竹子为
主食，兼食甘蔗、牧草秆等。琼中森林
竹林常年葱绿，是竹狸养殖的天堂。

据统计，截至2017年6月，全县
养殖户约135户，分布在全县黎母山、
中平、吊罗山、和平、红毛等地。竹狸
年出栏约1.8万只。

在海南琼中大地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基地现存栏竹狸达到6000多只，
年出栏种竹狸 4000 多对和商品狸
8000多只。以“公司+农户”的方式
引导带动全省250多户农户发展竹狸
养殖。

企业产品主要在当地开设的专营
店销售，销售量大概在3000只左右，
加之向周边市县以及海口、三亚、琼海
等城市的拓展，年销售量总计约5000
只，企业产品逐渐在岛外也打响了知
名度。

琼中竹狸包装设计理念

参与设计琼中竹狸包装的工作人
员介绍，竹狸以琼中地名加上产品名
字，由于琼中竹狸在市面上已经小有
名气，琼中竹狸这个名字带有浓浓的
地理标志，在人们熟悉的情况下更有
利于推广和传播。

竹狸的包装插画主要元素是竹
狸、黎族姑娘和竹林。身穿黎族传统
服饰的姑娘促膝而坐，表情祥和。黑
白相间的皮毛是琼中竹狸的一大特
色，姿态各异的竹狸围绕着黎族姑娘，
或抱竹而食，或站立眺望，或蜷缩休
息。背后成片的竹林在风中摇曳，仿
佛一道绿色的屏障，一株株翠竹犹如
千百年来在此生活的琼中人一般，高
风亮节，坚韧挺拔。

包装设计采用插画的形式展现，
将琼中特色的历史、文化、风景、人文
等融入包装封面，以一幅绘画的方式
展现琼中的青山绿水、自然风光和浓
郁的文化特色。将琼中这些特有的元
素融合进产品包装，打造农产品的品
牌形象，形成地域品牌，有利于琼中吸
引更多游客前来观光，也将琼中这个
地域品牌推向更广阔的市场。

今后，琼中将尝试建立健全品牌
VI系统，将品牌形象融入旅游市场，

结合时尚的元素，以品牌推进营销，以
竹狸外延产品让更多的人了解竹狸产
品，愿意尝试竹狸产品，培育更大的消
费市场，为未来的产业布局发展发力。

将迎来“下一个春天”

琼中经过多年的发展，养殖技术
成熟，产业发展稳定。产业链模式为

“合作社+农户”，合作社免费向农户
发放种苗，等养成成品后，公司回购，
收购价大约为60-70元/斤，经过初
级宰杀，真空包装后销出，购买者主要
为各地餐厅，售价为100-150元/斤。

据了解，市场对于竹狸的需求旺
盛。全国每年对竹狸的市场需求量为
450万只-500万只，仅广州市等南方
市场需求量都在100万只以上，仅海
南省的需求就在10万只以上，按照目
前琼中竹狸养殖的发展态势，预计未
来3年可增加商品竹狸10万只以上，
产值达0.5亿元以上，是农民增收致
富的好项目。

竹狸已成为海南各大美食节的
“新宠儿”，属于特色肉食类产品，目前
全国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加上竹狸
抗病力强，品种稳定，价格波动小，相
对于生猪、家禽等普通动物价格也相
对稳定；养殖户养殖意愿高，容易推
广，有利于产业规模化发展。由于竹
狸养殖具有风险小，价格稳定等优势，
养殖户接受程度较高，推广阻碍较小。

未来，琼中要不断加强竹狸养殖
标准化管理，做好引导宣传，做大做
强产业。在竹狸养殖相对集中的乡
镇建立竹狸养殖和繁育示范基地，
加强示范户示范带动效应；推广标
准化生产和管理的经验，成立专门
的技术专家服务组，努力建立科学
化管理体系，搞好技术指导。

此外，琼中还要出台扶持政策，建
立奖补机制。竹狸养殖在标准化养殖
厂建立的前期，投入大，资本回报也有
一定的时长。建议政府以奖代补支持
鼓励规模竹狸养殖户，逐步实行规模
化、标准化、生态化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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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鱼共生拓新路

每年水稻收割时节，琼中和平镇
槟榔园村的水稻田里，饱满的稻粒和
活蹦乱跳的鱼迎来了双丰收。

在诸多田鱼养殖户中，村民胡开
美也是头一次尝试“稻鱼共生”，以前
田里只种水稻，日子过得比较拮据，把
家里的4亩地拿出来改造，首次的收
益让他尝到了甜头。

2017年开春，槟榔园村11户农
户主动申请发展“稻鱼共生”养殖，在
琼中渔业局等部门的协助下，不少荒
田再利用，改造了原有水田42.7亩，
首批投放了64050尾鱼苗，加上40多
亩水田的收成，槟榔园村今年稻鱼共
生产值达20万元。

“稻田养鱼”是一种相互依存的生
长模式，稻田能提供虫和稻花给鱼取
食；鱼的排泄物给水稻施加了有机肥
料，既提高了农田综合效益，又实现了
资源和效益的有机结合。

2015年，琼中试水在稻田里养
鱼，首次投放的泥鳅却遭遇蛇、鼠、鸟

等天敌，经过不断的探索，黄辣丁鱼更
适合稻田养鱼。稻田养鱼投资少、周
期短、见效快、效益好的农业生产方式
深受当地农民欢迎。

稻因鱼而优，鱼因稻而贵。“稻
鱼共生”种养模式中，鱼的产量能为
村民带来每亩近1300元至 1500元
的增收，而且综合种养的稻谷也比
常规稻增产三成以上。相比传统种
植模式，综合种养真正实现了“一亩
双收”。

与此同时，琼中加大了对稻田养
鱼的扶持力度，截至目前，琼中累计投
入530万元，对每户首次加入稻鱼共
生的农户免费硬化田埂，第一年支持
免费鱼苗；对建档立卡贫困户支持3
年免费鱼苗、饲料扶持。政府补贴加
大，稻鱼共生在琼中的规模养殖渐成
气候。

“黄金之地”觅生机

事实上，琼中多山，山谷里一块块
平地实属难得，以至于农民将房屋建

在山腰，也不舍得侵占半分平地，将水
从山上引来灌溉，平地成水田。“平，还
有水，肯定是上等好地。”王军说，每到
丰收之时，稻田一片金黄，养育村民，
水田也被称为“黄金之地”。

过去，只是为农民提供口粮的水
田，比较效益逐渐降低。

良田低效，成为农业发展中面临
的一个重要问题。海南热带农业与农
村经济研究院院长、海南大学教授柯
佑鹏认为，海南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首要任务就是调整产业结构，让海
南独特的气候条件和自然资源实现效
益最大化。

32岁的王军在政府扶持下，带
领15户村民成立合作社，将大处田
洋约 50 亩的深水稻田和被抛荒稻
田，进行清淤消毒、加固护坡池埂、
整修排水渠道，发展稻鱼共生。“简
单说就是在稻田里养鱼，实现种养
结合。”王军给记者算一笔账：一亩
一年大概能养 2000 斤鱼，按协议
价，草鱼 8元/斤，黄辣丁 15元/斤，
以草鱼收入来说，除去成本，一亩收

入最低也有16000元。每亩水田一
年养鱼净收入4000元。

王军还有更长远的打算，“有鱼儿
在田里，就不会打农药，水稻是原生态
的。水稻抽穗长粒时，稻花飘然落入
水中，黄辣丁鱼争相抢食，吃稻花长大
的鱼也是风味十足，完全可以做出品
牌来”。

琼中山多地少，原本是劣势，但其
因地制宜，发展山地高效生态农业。
自2015年起，在全县推广在稻田养鱼
的生产模式，达到一田多用、一水多
用、一季多收的成效。“稻鱼共生”模式
逐步走出了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不
仅改善生态，带来效益，绿水青山也正
逐渐转变为金山银山。

农旅融合新尝试

尤为特别的是，稻鱼共生不但提
供了特色的山乡农产品，还实现了农
旅融合的新尝试。

鸭坡村是琼中县委、县政府在海
南大力发展全域旅游背景下，通过

“富美乡村”建设打造的一个成功典
范。村子生态优美，空气清新，俨然
是个天然氧吧，村民淳朴热情，特色
民俗文化、红色历史绵延至今。鸭
坡村地处海榆中线115公里处，中线
高速直达琼中的枫木互通、乌石互
通区域，与白鹭湖度假酒店隔田相
望，交通便利。

而鸭坡村最吸引游客的还在于每
年都有稻鱼共生体验大赛。割稻和捞
鱼两项比赛。

割稻抓鱼不仅有乐趣，更给农村
带来了收入。而借助稻鱼共生的体
验式旅游活动，琼中展销各种黎村
苗寨农特产品，山鸡、山鸡蛋、湾岭
阉鸡、豪猪、蜂蜜、蚕茧、稻鱼、蜂蜜
酒、菠萝蜜等，土特产品琳琅满目，
体验比赛后，嘉宾、参赛队员一同来
到农家乐，与黎家阿哥阿妹共进酸
甜苦辣稻鱼美食大餐，旅游的乐趣
和韵味更浓。

成为海南各大美食节的“新宠儿”，产业发展前景广阔

琼中竹狸上演美味“诱惑”

穿过乘坡河上一座漫
水桥，琼中黎族苗族自治
县和平镇堑对村竹海构成
的翠绿屏廊赫然出现在眼
前。虽已入冬，竹子青翠
欲滴。

竹子是堑对村大力推
广的扶贫种植产品，也是
竹狸最喜爱的食物，堑对
村竹狸养殖专业合作社养
殖的竹狸，毛茸茸、胖乎
乎，浑身呈灰色，三两只住
在一个隔间里，或蜷缩在
一角睡觉，或“唧唧”叫唤，
或用力啃竹子磨牙。

据了解，竹狸以天然
竹子为主食，兼食甘蔗、牧
草秆等，其食性洁净，营养
丰富、肉味鲜美，被誉为野
味山珍上品。

竹狸肉细腻精瘦，营
养价值高，属低脂肪、低胆
固醇、高蛋白质肉类，富含
磷、铁、钙、维生素E、B及
多种氨基酸。

琼中竹狸预期：未来3年可增加商品竹
狸 10万只以上，产值达0.5亿元以上。

琼中自2015年开始大力拓展稻鱼共生产业，拓宽农民脱贫致富道路

稻鱼共生：“黄金之地”喜生金

旭日东升，山谷清晨
静美，棋盘般的田畴中，沉
甸甸的稻穗迎风摇曳，一
尾尾黄辣丁、草鱼水中嬉
戏。“稻黄鱼肥”，琼中黎族
苗族自治县长征镇新平村
村民王军站在田中，脱口
而出。

水田，曾被农民称为
最金贵的上等好地，却一
度成为“鸡肋”。王军说，
辛苦种一年的水稻，也就
糊口，弃田不种，又觉得可
惜。

如何让全省数百万水
田实现“金地生金”？2年
多来，琼中摸索出了有效
的经验：一方面，通过产业
结构调整，在水田种桑，发
展养蚕业；另一方面发展
“稻鱼共生”项目，扩宽水
田收入来源。如今，在政
府的扶持下，王军利用水
田种养结合，“稻鱼共生”，
让水田亩均收入1万余元，
稻鱼共生相关农产品也成
为拓宽琼中农民脱贫致富
的路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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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因鱼而优，鱼因稻而贵。“稻鱼共
生”种养模式中，鱼的产量能为村民带来
每亩近 1300元至 1500元的增收，而且综
合种养的稻谷也比常规稻增产三成以上，
一亩双收。

（本版策划/申易 秦海灵 撰文/申易 图/袁才）

产品类型 商家名称 联系人 联系方式

琼中竹狸主要供应商一览表

竹狸
琼中高山
特色养殖
有限公司

鄞光锋 13876513119

琼中中平
白马岭
黑山羊
养殖产销
专业
合作社

王万江 13098945777竹狸

竹狸

海南琼中
大地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
韦秀芳 18789239115

制图/杨薇

竹狸的包装主要体现的是竹狸原生态的
生长环境。对于肉类食品，将竹狸的生活环境
作为重点放在包装上，引入竹林元素作为背
景。一是体现竹狸良好的生活状态，二是表达
当地人民坚韧挺拔的精神。小个包装袋密封
性强，能延长产品的存放时间，伴手礼盒的设
计则在于线的捆绑，独特的捆绑方式方便携
带，也增强了伴手礼的稳定性。

琼中竹狸包装释义

琼中竹狸
产业现状

产品类型 商家名称 联系人 联系方式

稻鱼共生农产品主要供货商一览表

稻鱼共生

琼中湾岭鸭
坡瓦屋乡村
旅游农民
专业合作社

蔡晓玲
15798988595

海南
海溢水产
科技

有限公司

彭辉 13876002623稻鱼共生

制图/杨薇

稻鱼共生：
简单说就是

在稻田里养鱼，实
现种养结合。

截至目前，琼中累
计投入530万元，稻鱼
共生在琼中的规模养殖
渐成气候。

截至2017年6月，琼中全县养殖户约 135户，
分布在黎母山、中平、吊罗山、和平、红毛等地。
竹狸年出栏约 1.8万只。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和平镇堑对村竹狸养殖基地的竹狸。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湾岭镇大边村稻鱼共生示范基地。

（本版策划/申易 秦海灵 撰文/申易 图/袁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