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8.27 星期一
主编│陈耿 版式│杨薇风物B08/B09

8月15日至16日，第三
届椰子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
盟年会暨第二届全球椰子产
品展销会在文昌举办，国内
外专家围绕椰子种植和加工
的国际合作、全球椰子产业
的现状与投资分析、全球油
脂发展趋势和椰子油产业展
望等内容进行了研讨，并就
椰子产业技术的创新发展建
言献策。

椰子油是目前世界上所
发现具有最多功效的天然油
脂之一。我国对椰子油的利
用由来已久，在椰岛海南，很
多居民从椰子身上收获健
康，历史上还有椰子油出口
的记载。目前，国际上普遍
认可的三种食用油，分别是
寒带的鱼肝油、温带的橄榄
油和热带的椰子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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椰乡不少老人会熬制椰子油。小
时候看见过祖母一次选十几个老椰子，
先是劈开，将椰肉钯出，然后揉碎，过
滤，烹煮，冷却，这是一个冗长的过程，
直至捞出浮在表面的油脂。这些活小
孩不会干，只是打下手，烧火、舀水，偷
吃椰肉，为此常常被老人训斥。

熬制椰子油的过程很虔诚，祖母怀
敬畏之心，好像是举行一种庄重的仪
式。有一次，我不小心被滚热的油烫
到，红肿起泡，惊慌失措，嚎啕大哭。祖
母骂“多嘴多舌”，然后用冷却的椰子油
涂擦，一会就缓解。

椰子油的护肤效果，椰乡百姓感同
身受。春耕时节碰上“倒春寒”天气，水
田冰冻，寒冷彻骨，这时犁田或插秧，长
时间浸在水田中，常导致皮肤冻伤，伤
口开裂。有经验的农妇，每每取老椰子
里头那层油脂涂抹手脚，及早预防。下
水田没有涂抹椰子油的，多数人被冻
伤。所以，无论是保护皮肤、预防冻伤
或是治疗冻伤，都离不开涂抹椰子油。

椰子油还是早年椰乡人普遍使用
的滋润头发的护发油。使用椰子油作
护理，不仅头发光滑，柔顺，发色自然，
而且还能预防灰发和有助于秃发早
生。此外，椰子油对保护头皮、防止生
头皮屑也有较好效果。用适量的椰子
油按摩头，慢慢揉按，使之吸收，护发功
效很好。或者晚上睡前，用椰子油按摩
头部，然后戴上浴帽入睡，第二天早上
再冲洗，效果也很不错。如果坚持使
用，假以时日，可使头发变得更柔软，更
润泽，更亮丽。

把椰子融入饮食，最简单的作法是
用椰子油替代日常食用油。一般标准，
成年人每天 3.5 汤匙，这是在正常情况
下可提供的所需适当营养的合适剂
量。布鲁斯·菲佛建议把椰子油混于食
物中一起食用，但不要集中于一餐，而
是分为多次，也可以从椰子产品椰肉或
椰奶中摄取椰子油。

“椰子油是地球上最健康的油。”这
是台湾南华大学教授兼社会科学院院
长翟本端博士、哲学所副教授尤惠贞博
士的研究结论。他们发现：椰子油中饱
和脂肪酸的主要成分是中链脂肪酸，饱
含中链脂肪酸的椰子油与一般含有长
链脂肪酸的食物明显不同，它们不但不
会对心血管产生负面影响，反而能降低
胆固醇，预防心脏病发生的风险。相对
而言，椰子油不含胆固醇，是植物性饱
和油脂，所含饱和脂肪达92%，主要成分
为65%的中链脂肪酸，其中月桂酸的含
量高达50%。月桂酸抗病毒能力是所有
中链脂肪酸中最强的，对新型冠状病毒
（SARS 病毒）有明显的杀灭作用，还可
以杀虫消疳，杀灭肠道寄生虫。

椰子虽然可药可食，但不能包治百
病。比如说，椰子油虽然有抗菌性，但
它并不能杀死所有病菌。虽然它的抗
菌性并不能抑制普通感冒病毒，但并不
代表椰子油不能治疗感冒，其最大的好
处是有助于增强免疫系统，而且对健康
没有伤害。

椰子是食物而不是药物，它本身并
不能治疗任何特定的疾病，但可作为药
物治疗的补充或者辅助。椰子所做的
是快速提供身体所需要的能量，加速新
陈代谢，提升自愈功能。椰子提供的是
加强身体抵抗病菌的功能、组织的修补
与维护适当的生理功能，不能期盼陈年
宿疾靠椰子短时间彻底解决。

椰子油物语
文\蒙乐生海南椰子冷历史

文\海南日报记者 陈耿

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椰雕传承
人符史琼椰雕作品中榨椰子油的场
面。 陈耿 摄

海南乡贤丘濬了解椰子的价值，赞其
“一物而十用其宜”，感慨“千树榔椰食素
封”。所谓“素封”，《史记·货殖列传》云：

“无秩禄之奉，爵邑之入，而乐为之比者，
命曰‘素封’。”如果哪家种植“千树榔椰”，
虽无官爵封邑，但也和“封君”一样富足。

正德《琼台志》称：“椰子，文昌多。每
岁白露后落子，即航，货于广。”《广东新语》
记载：“琼山人亦皆从事贸易……多取盈于
果瓜，家有槟榔之园，椰子之林，斯则膏腴
之产矣。”因种椰子而富足，清代琼山榔椰
每年征税一百四十六两，远高于其他税种。

自古至今，椰子在海南经济发展中举
足轻重。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椰子研究所
范海阔博士说，海南种植椰子有几大优势
——能有效缓解加工原料供需不平衡，增

加老百姓收入，起到防风固岸的生态效果，
还可以形成生态景观带，增强海南椰风海
韵的旅游特色。

海南是椰子主要产地。有道是“文
昌椰子半海南，东郊椰子半文昌”。据调
查，文昌是海南椰子油的主要产地。目
前，海南食品油市场出售的品牌椰子油
主要有海南春光食品有限公司的“椰乡
春光牌”，海南美椰与中国农科院椰子研
究所合作的“娜古香”品牌。文昌东郊椰
林有几家椰子油小作坊，自家椰子，自产
自销，虽然规模较小，但销路不错。

海南每年生产椰子不到3亿个，市场
需求量大约30亿个，缺口90%。目前，海
南椰子加工企业约400家，生产几百种椰
产品，椰子原材料的需求量呈不断增长态

势。随着椰子加工业发展，原材料严重不
足，企业发展受制约，打破“瓶颈”必须扩
大椰子种植。

市场现实是：岛内椰子加工业原材料
缺口巨大，要突破原材料短缺的困境，需
要扩大椰子种植规模和效益，亟需形成良
性循环。

椰子树是生态林、海防林，也是经济
林。“文昌椰子”已列入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文昌市同时也启动椰林工程，计划3年内新
增种植面积30万亩。椰子种植5～6年就
可结果，寿命达70～80年，年产果量60～
100个，盛果期30～40年。中国热带农业
科学院椰子研究所选育的矮种椰子新品种
3年半可结果，丰产期每株产果120～140
个，经济效益非常可观。

椰子是“胎生植物”，是大自然的礼
物，椰果具备许多对人体健康有关的重要
因子。我国古代医学家对椰子入药早有
研究：诸如“椰子皮、椰子壳、椰子汁、椰子
瓤、椰子油等均可供药用；椰子浆甘温，无
毒”等记述，散见于历代各家本草。

唐末五代文学家、本草学家李旬《海
药本草》称：（椰浆）“主消渴，吐血，水肿，
去风热。”宋代刘翰、马志《开宝本草》云：

“椰子瓤益气，去风。”明代医学家李时珍
的《本草纲目》记载：“杨梅疮筋骨痛，椰
子壳烧存性，临时炒热，以滚酒泡服二、
三钱，暖覆取汗。”清代医学家赵学敏的
《纲目拾遗》记载：“椰子壳熬膏，涂癣
良。”

椰子是食物，也是很好的药物。尤
其是椰子油，那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健
康食油，是最原始的自愈药食。明慎懋
官《华夷花木考》有椰子油“祛暑气”的记

载。《粤志》曰：椰子油“疗齿疾，冻疮。”
《中国药植图鉴》载：“搽神经性皮炎。”

《中药大辞典》记载：“椰子油在热带
地方为白色液体，在冷处为牛油样固体；
有特殊气味，新鲜时气味芬芳。”“果肉含
油量为60～65%（以干基计）。脂肪酸组
成中含羊油酸2%（六碳酸），棕榈酸10%
（十六碳酸），羊脂酸9%（八碳酸），羊腊酸
10%（十碳酸），油酸2%（十八碳烯酸），月
桂酸45%（十二碳酸）。”

椰子油本身是养分，既不增加身体负
担，又能快速吸收，且同时对毒素具有排
他性。椰子油食疗研究证实，椰子油饱含
中链脂肪酸，是最容易吸收的油脂。食用
椰子油会有效地帮助我们将肠胃及体内
累积的毒素逐渐排出体外，是纯自然的养
生疗法。

椰子油有丰富的营养和医药价值，无
论作为膳食或药物其功效同样出类拔

萃。萨摩亚群岛产妇的第一餐是吃椰子
食品，同时用椰子油按摩下腹及按摩宝贝
全身。因为，椰子油的相关事实一如“母
乳也富含月桂酸”的常识性的事实，这是
首选椰子食品的原因。

无独有偶，椰子油研究专家、中国热
带农业科学院椰子研究所产业加工研究
室主任夏秋瑜博士在留学澳大利亚期间
孩子出生，妇产科医生也是建议用椰子油
给初生婴儿按摩全身，而澳洲对婴幼儿用
品的要求是极其严格的。

为什么椰子油如此神奇？因为，椰子
油天然纯正，分子链短，与产链脂肪酸相
比，消化步骤少，能快速被机体消化，有助
于提高人体免疫力；有益于增强脑细胞活
力；有加快新陈代谢、增强体力的作用，能
使身体迅速消除疲劳；椰子油，能抑制机
体老化，还能快速被皮肤吸收，能作为性
能优良的溶剂……

过去几十年，椰子油曾受医学界与营
养界的误导，认为有害于人体健康。随着
医学研究的深入，高品质的椰子油临床应
用有“减肥、改善甲状腺功能低下、提高新
陈代谢、抗菌、抗癌、增强免疫系统、维持
能量水平、稳定血糖、使头脑清晰、情结稳
定”等显著效果；此外，对“晒伤、湿疹昆虫
咬伤、皮肤粗糙、皮肤癌”也有比较好的疗
效，更由于椰子油是饱和脂肪，品质稳定，
所以椰子油越来越被公众认同，而且喜爱
程度与日俱增。

美国自然医学博士陈俊旭呼吁人们
“多吃好油，少吃坏油”。他在《吃错了，当
然生病》与《吃对了，永远都健康》两本著
作中明确指出，现代人健康恶化的主要原

因在于“饮食错误”，而“坏油吃太多，好油
吃太少”更是饮食错误的核心。

他驳斥“椰子油会堵塞血管、引发脑心
血管疾病”的谬误，指出历史上常吃冷压椰
子油的东南亚人每十万人之中只有120人
因心血管疾病而死亡，远低于常吃氢化不
饱和植物油的美国人（814人／10万人），
甚至低于以健康饮食著称的日本人（548人
／10万人）。

美国的布鲁斯·菲佛（Bruec Fife）是
以对椰子油与人体健康相关研究而闻
名。他足迹遍及全球，专注专业性学术医
疗研究，出版《椰子的疗效——发现椰子
的治愈力量》《椰油奇迹》等专著，致力教
育对椰子油有误解的人群，被尊称为“椰

子博士”。
布鲁斯·菲佛研究食用椰子的效果，

掌握关于椰子油及其所治疗的各种疾病
的数据。好奇心驱使他提问：“假使椰油
中的中链三酸甘油酯（Medium-chain
triglyceride）对早产儿、婴幼儿和小孩子
以及老人和运动员都是有益的话，那么椰
子油怎么可能是不好的？”

布鲁斯·菲佛担任非盈利机构——椰
子研究发展中心主席，他的专项研究成果
表明：“椰子油最显著的特质在于不仅是食
物，同时也是抗生素、免疫力的增强剂（im-
muno-enchancer）和调节身体功能与防
卫机制的药物，能使‘失调’的组织细胞恢
复正常平衡。”

椰子油原料需求巨大

椰子油食疗研究成果

神奇的椰子油

海南天蓝海碧，四季如春，地肥水美，
物华天宝，古有“海岛三万余里地，花朝二
十四番风”之赞，享有“宝岛”之誉。宝岛
多椰树，号称“岛树”，那是宝岛的生命符
号与文化象征，故海南别称“椰岛”，海口
称“椰城”，文昌称“椰子之乡”……

椰树是“聚宝盆”，被称为“生命之
树”，椰子号称“生命之果”已为世人所熟
知。但是，椰子油被誉为“生命之油”，其
在营养、代谢和保健方面扮演着举足轻重
的角色，却长期被忽略……

编者按

文昌东郊民间一件废弃的榨椰子
油用的油槽。 陈耿 摄

海南生产的椰子油，包装越来越精美。
陈耿 摄

“岭水争分路转迷，桄榔椰叶暗蛮
溪。”唐代宰相李德裕的《贬崖州司户
途中》，间接说明近1200年前，琼北地
区已有椰子树的身影。对于海南椰
子，文献和民间都有一些不为人知的
冷历史和冷常识。

椰子有黄红青三种

本土最早记载到椰子的文献是明
代正德《琼台志》：“树如槟榔，状如棕
榈，叶如凤尾，高十数丈。有黄、红、青
三种，黄性凉，青热。出文昌多。”虽是
寥寥数语，却能将椰子树的外观、品
种、特性和主要产地悉数涵盖。说到
黄椰性凉、青椰性热，海南民间迄今仍
有此说法，而红椰则介于二者之间，不
凉不热——性平。

《琼台志》还辑录了宋代诗人赵升
之的《椰子》一诗：“落蒂累累入海航，
枯皮犹吐绿芽长。金丝发裹乌龙脑，
白兔脂凝碧玉浆。未许分瓢饮醽醁，
且堪切肉配槟榔。当时曾挂将军首，
此说荒唐未可量。”这恐怕也是我国最
早吟咏椰子的诗篇，把椰子的传播途
径、繁衍方式、果肉、果壳、果浆、味道
和传说，都做了形象、生动的描述、比
喻和评论。

椰子之乡多百岁老人

既然文昌历来出产的椰子最多，
如今还有“椰子之乡”的美誉，那么，文
昌人是不是椰子的最大受益者呢？

翻查道光《琼州府志》，该志记载
了清代海南的19位百岁老人，其中文
昌有10人。寿命最长的是陈德齐，活
了118岁，无疾而终，官府因此给他送
了一块“百岁余秋”的门匾；陈仲九享
年113岁，妻子黄氏107岁，“齐眉难
老，古来所稀”。

文昌民间普遍认为，本地长寿者
多，与长期食用椰子，尤其是椰子油密
切相关。家在东郊的省级非遗项目椰
雕传承人符史琼，已经年过7旬，但看
上去只有50多岁，脸色红润，皱纹极
少。“东郊一带的村民，从小就吃用椰
子油炒的菜、煎的鱼。”他告诉记者，

“以前我们是用手工压榨椰子油，上世
纪90年代开始，逐渐放弃土法榨油方
式，改用机器压榨。”

说到椰子油，民国《文昌县志》是
现可查到记载最早的乡土文献——

“榨以油，涂发令黑”。该志还提到苏
东坡所说的“椰子酒”，其实就是椰子
果壳老到没有胚乳，剩下一升许的椰
子水，味道“清甜如酒”；有一类小种
的椰子，将壳尖部位打磨成珍珠的形
状，价钱比沉香还贵（不知道这类椰
子现在还有没有）；文昌人还将老椰
子树的树干剖成椽子，用来盖房子，也
十分硬实。

据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教授陈光良
《海南经济史研究》援引的民国资料：
上世纪30年代，椰子油是文昌清澜港
（毗连东郊）的重要工业，每年产量约
三四千担，销往新加坡，作为制造香皂
的原料，也当作机油和食用油使用；当
时是每100个椰子可榨油19斤。

有一种另类的“椰子油”，是治疗
皮癣的良药。用火烤老椰子壳，直到
烤出微量金褐色的油脂，擦在患处，很
快就会痊愈。这在化学药膏稀缺的年
代，简直就是免费的偏方和验方。

海边椰子品质胜过山地

那么，海南哪里产的椰子最好？
文昌东郊是出产椰子最多的地方自不
待言，但品质最佳者，则是三亚西岛
的，而且不像很多地方是海水漂来落
地生根，那里的椰子树是始于人工种
植。“地宜椰，大洲人种植其上。”（光绪

《崖州志》）西岛的椰子不但个大，而且
水更甜、肉更香，红椰更甚，吃过一次
久久难忘它的味道，旅游旺季一“椰”
难求。《崖州志》还记载：“按，州西地不
宜椰，惟州东及诸黎村多有之。”也就
是今天的乐东沿海地区和三亚崖城一
带并不适宜种植椰子。

明末清初，广东学人屈大钧对海
南椰子的生产和市况都有深入的了
解，其《广东新语》一书中有这样一句
话：“椰产琼州，栽时以盐置根下则易
发……”他怎么知道这一常识的已不
得而知，如今海南坊间也无此说，不过
老人们都说沿海的椰子要比山地的好
吃，原因是沿海地区土层中含有盐分，
提升了椰子果实的品质。此说印证了
屈大钧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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椰子越老，果肉越香，出油量也就越大。 （资料图片）

椰子树被誉为“生命之树”。
海南日报记者 苏晓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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