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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材地宝山柚油
文\本刊特约撰稿 蒙乐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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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山柚油之名，盛传
久矣。

如果说，历史上山柚油
的美誉更多是坊间的口耳相
传或使用体验，那么，在人们
日益注重健康饮食，追求高
品食用油的今天，山柚油已
经进入科研人员的研究和分
析领域，以更加科学的眼光
和态度看待山柚油。

山柚油其实是我国茶油
的一种，它的药食同源的功
效，已经得到人们的普遍认
同；山柚油还能带来较大的
经济效益，但要做大这个产
业，还面临着较多的掣肘，业
内人士认为主要难点有：优良
品种少，目前的20个品种都
是无性系，真正优良的不多，
尚未开展杂交育种；种植不规
范；种苗混乱；加工无标准。

好在我省已经制订油茶
产 业 发 展 规 划（2017—
2025），有导向有计划地提
振这一产业，毕竟，山柚油不
仅具备经济效益，还会带来
广泛的社会效益和长远的生
态效益。

编者按

宝岛物阜民丰，号称“美食岛”。民以食
为天，食以油为先。

海岛地产山柚油是民间珍贵食油，被誉
为“宝油”，油脂专家则称之为“液体黄金”。

山柚油药食俱佳

食油品类繁多，按原材料可分为花生油、
橄榄油、椰子油、山茶油等数十种。美国国家
医药中心实验证实：“山茶油中的茶多酚和山
茶甙对降低胆固醇和抗癌有明显的功效。这
两种物质是山茶油特有的，中国山茶油营养
品质和药用价值均优于地中海橄榄油。”

清代医学家、食疗养生名家王孟英的
《随息居饮食谱》认为：“国以民为本，人以食
为养，而饮食失宜，或以害身命。”他说：“茶
油，烹调肴馔，日用即宜，蒸熟用之，泽发生
光。诸油惟此最为轻清，故诸病不忌。”又提
到其功效，“润燥，清热，息风，利头目。”

王孟英研究食疗，李时珍研究药疗。《本
草纲目》记载：“茶油性偏凉，凉血止血，清热
解毒。主治肝血亏损，驱虫。益肠胃，明
目。”又记“茶籽。苦含香毒，主治喘急咳嗽，
去疾垢。”《纲目拾遗》称茶油“润肠清胃，杀
虫解毒”。总之，茶油药食俱佳。

山茶油是从山茶科山茶属植物的油茶成
熟种子中提取的纯天然高级食用植物油，海南
民间称为“山柚油”，油色泽金黄，品质纯净，澄
清透明，气味清香，走俏市场。

国际粮农组织已将山茶油列为重点推广

的健康型食用油，美国食品和安全管理局
（FDA）发布公告称：人日均摄入23克单不饱
和脂肪酸，可大幅度降低冠心病发病率。山茶
油中油酸含量74%～87%，基本稳定在80%
左右，在目前各类主要食用油脂中名列前茅。

在欧美等国，食用山茶油已成为一种健
康消费的新时尚。据介绍，国际推荐的理想
营养比例亚麻酸比亚油酸为1：4。食用油营
养好不好，关键是其含有单不饱和脂肪酸的
比例有多少，原则上越多越好。作为优质食
用油，山茶油是我国独有、富有的宝贵资源。

油茶盛产于湖南、江西、广东、广西、福
建、浙江、湖北等南方省份，产量占全球山茶
油的90%以上。业内人士介绍，海南日照充
足，雨量充沛，山柚籽的含油量接近40%，内
地山茶籽不到26%。更重要的是，环境优
良，因而山柚油纯度高、品质好、味道香。

近年来，山柚油需求量增大，内地茶油开
始低价进入海南市场。然而，相比之下，虽然
本土山柚油的售价比山茶油要贵出好多，但
山柚油依然成为消费者的首选。

岁月熬成优质油

山茶油的生产历史相当悠久。《山海经》
记载：“员木，南方油食也。”“员木”即油茶。
《本草纲目》载：“茶籽，苦寒香毒，主治喘急
咳嗽，去痰垢。”成书于明代的正德《琼台志》
称：“山柚，文昌多。花白，即闽中茶油。”

由此看来，最晚在明代，海南岛已种植
山柚树。琼海市会山镇中酒村“油茶树王”

树龄已达600年，据此推算，那是明朝
永乐年间。岂止琼海市有山柚古

树，文昌、万宁、琼中、澄迈、屯昌
等市县乡村均有成片的野生山
柚树，均生产品质优良的山柚
油。

前年，笔者在澄迈县白莲
沙吉村山坡上发现一片古山柚

林，主人说一株老山柚树可采摘两
大篮果实，整片山柚林可采摘十几

篮，可榨几十斤油。屯昌县小山村有一
户村民，他家种植的山柚树，其中最大的

一棵采摘果实160市斤。
把茶油果榨成油，我国古代已有记载。

明代《农政全书》称：“作（渣）油法：每岁于寒露
前三日收取渣子则多油，迟则油干。收子宜
晒之高处，讼透风，过半月则罅发，取去斗，欲
急开则摊晒一两日尽开矣。开后取子晒极
干，入锥硙中碾细，蒸熟，榨油如常法。”

时隔几百年，无法知道明代榨油法，但
海南的传统榨法仍然可见。现年68岁的杜
家光是琼海市阳江镇题榜村委会新园村人，
杜家几兄弟继承祖传的榨山柚油手艺，首先
是选一段老荔枝树干，掏空中间做成榨油

槽，再将山柚籽捣碎炒熟，用稻草裹成圆饼
置于油槽中，然后插入木楔子，几人轮流挥
动木槌敲打楔子，边敲打边增添楔子，一直
压榨到油脂出尽。

那是一幅浓郁的乡村生活图景。传统
作坊有大炒锅，一边炒山柚籽，一边压榨。往
往是还没举槌，炒山柚籽的醇香已熏人欲
醉。孩子们闻香而来，围成一团，好像看一场
表演。槌声起落，响声毕拔，清净明亮的山柚
油在“哟啊，哟啊，哟啊”的叫声中缓缓流溢。

榨油的时间很短，但山柚树的生长期限
很长。即使30年树龄的山柚树，其主干也不
过碗口那么大。山柚树从开花到结果，先后
历经秋—冬—春—夏—秋5个季节。一年几
次花期，轮番开放。有意思的是，山柚树在采
摘果实前便开花，花果同树，花瓣雪白，花蕊
杏黄，果实深褐色，完全成熟需12个月。

这么长时间的烈日爆晒，暑热郁蒸，台
风荡涤，雨侵露湿，经受七灾八难，果实才得
以长成。从吐蕊扬花，到果实成熟；从春暖夏
热，到秋冬霜寒，有哪种植物开花结果要经受
如此漫长的岁月煎熬？山柚油的好品质是岁
月熬炼出来的，难怪其营养价值比其他油高。

因为如此，生长环境决定了山柚油的非
凡品质。海南山柚油市场热销，重要的是日
月精华、天地灵气所赋予的独特的醇香。

健康食用油之首

自古以来，山柚油一直是海南妇女的
“月子油”，是妊娠哺乳期间必备的补充身体
能量的传统食油。哪怕日子过得拮据，也要
准备山柚油供坐月子的妇女吃。家境宽裕
的就用山柚油炒童子鸡，生活困难的就用山
柚油炒生姜末，说法是活血袪瘀，补益脾胃。

的确如此，吃山柚油的“月妇”不仅产后
恢复较快，脸色红润，而且母乳丰足，婴儿健
壮。这不只是海南的乡村习俗，岛内岛外都
一样。广东客家、台湾产妇也是“一瓢苦茶
油一瓢酱油就是香喷喷的米饭”，孩子、老人
都喜吃茶油炒姜末拌饭，吃得身强体壮。

日本人也吃茶油，不过名叫“椿油”，而
且售价较贵。近年来，美国人类营养研究委
员会前主席、上海国际营养运动与健康大会
名誉主席Simopoulos博士的《欧米伽膳食
简明中餐版》风靡营养界。她对山茶油赞赏
有加，誉之为“开启健康之门的金钥匙”。

营养学博士研究发现，山茶油为中国所
独有。她评价：山茶油排在世界最健康食用
油之首；山茶油将引领“新健康膳食文明”；山
茶油势必会成为全世界健康的“巨无霸”。她
指出，中国山茶油含不饱和脂肪酸高达
85%～97%，比进口橄榄油高7个百分点。

从农耕文明过度到现代文明，在过度享
受物质生活的同时也带来环境污染、能量摄

取过度、化学添加剂过多、身体承受的有害
物质过多等负面效应。欧米伽“新健康膳食
文明”指出，山茶油富含延缓动脉粥样硬化
形成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这些惊人发现让
中国消费者在采用欧米伽膳食油类时有更
适合的选择，该计划最重要的改变就是食用
更健康的脂肪。

山柚油比橄榄油的功效一点都不差，甚
至某些方面还要更好一些。所以，更多的家
庭主妇有了更多的选择。

种植山柚大有可为

随着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健康意识日益
提升，纯度高、品质好且保健效果较高的山
柚油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市场需求呈
逐年上升态势。近年来，海南山柚油凭其品
质优良，清醇飘香，饮誉海内，有的已远销香
港、新加坡等地区和国家。

山柚树丰产期80年至100年，号称“铁
杆庄稼”。当前，调整农业结构，发展热带特
色农业，山柚林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于一身，是理想品种。发展山柚产业，挖
掘林地潜力，对调整农村产业结构，促进农民
就业增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有重要意义。

专家指出，海南种植山柚树有诸多优越
条件：山柚树适应性较强，山坡、丘陵均可种
植；山柚树枝条柔韧，海南强台风对其破坏力
小；山柚树生命力强，种植与管理成本比槟
榔、胡椒等作物要低得多；山柚树有别于内地
山茶树，产量高，品质优，售价高，效益好。

谈起海南山柚，琼海康联食品有限公司
总经理符芳之如数家珍。他介绍说：早在
2013年，琼海市已获得“中国油茶之乡”荣
誉称号。符芳之是榨油世家的第三代传人，
他经营的公司经过20多年发展，已从传统
小作坊、单一小规模压榨到建厂形成规模压
榨，到按照国家标准科学榨制形成品牌，成
为海南最早注册商标山柚油的厂家。

符芳之对山柚油种植、加工了如指掌。
他说，目前，海南有10万亩山柚树开花结
果，有大小山柚油榨油加工厂100多家，年
榨油量约500万斤，即2500吨。近年来，全
省虽新增山柚树种植面积50万亩，但即使
这些山柚树全面丰收，仍无法满足市场需
求，发展前景看好。

因为品质良好，市场对海南山柚油格外
青睐。普通油茶的茶籽油目前市场均价
100kg～160元/kg（毛油），而海南山柚油
的市场价则高达600kg～800元/kg，成为
中国茶油系列中的“王中之王”。海南大学、
省农科院、省林科所等科研院所的调研报告
称：“我省可发展油茶的土地面积在300万
亩左右，理论上年产油10万吨以上，做成百
亿级产业不成问题。”

笔直向上的树干，茂密旁逸的枝条，丰满厚
实的树叶，山柚树看起来就像老实憨厚的农人；
白萼黄蕊的小花，散发出淡雅的清香，可是摘下
放在嘴里一尝却有点苦涩；圆润而褐色的果实，
橙子或拳头般大小，让人乍一看以为是可以马
上吃的水果……一年当中，不同季节到山里或
进入山柚园，都会对山柚树有不同的观感。用
这种树的果实榨取的山柚油，自古以来海南民
间趋之若鹜，现如今也蜚声岛外，身价已高过进
口的初榨橄榄油。为了加深对山柚油的认知，
海南日报记者采访了专业人士，通过他们的研
究和解答，拨开了有关山柚油的迷雾。

山柚树的真实身份是什么？中国
热带农业科学院油茶研究中心贾效成

博士说，海南山柚属于山茶科山茶属植物，是
油茶的一种，海南本地油茶主要物种为越南油
茶（Camellia vietnamensis T. C. Huang ex
Hu），也有少部分普通油茶（Camellia oleifera
Abel。），用于榨取山柚油的主要是越南油茶。

但这不等于说海南山柚来自越南。“越南油
茶是100多年前由法国人和越南人共同发现并
命名的，主要分布在海南、广东南部以及越南、
老挝等地。由于其在中国最早发现于广西柳州
和陆川一带，故又名陆川油茶，在广东高州一带
俗称为高州油茶。海南古时种植的越南油茶可
能引自高州，海南民间也称其为高州油茶。”省
林业厅总工程师周亚东博士说。

那 么 ，海 南 油 茶 为 什 么 叫“ 山
柚”？周亚东研究发现，古籍中对油茶
的称呼至少有 19 种，“木贾”“员木”

“探子”“楂木”“茶梨”等等，但“山柚”的叫法只
有在海南，琼南地区还有叫“山油”或“木油”
的。他推测，很可能是基于这种植物的适生环
境、常绿以及果实的特点，这种植物适生于丘
陵山地，果实又状如柚子，因此老百姓便称为

“山柚”，意即一种长在山上，植株及果实像柚
子的植物。

但贾效成认为，海南话中的山柚发音为
“duā yoū”，闽南话中山柚的发音为“shuā
yoū”，而 潮 汕 话 中 山 柚 的 发 音 为“shuá
yoū”，因此推断“山柚”这一词汇最初应起源
于闽南沿海或潮汕地区，后来随移民迁移到海
南岛，并出现在海南话的词汇中，即为现在海
南的“山柚”。山柚意指油茶这一词汇仅出现
于海南，在国内其他地方均没有出现，具有独
特性和唯一性。

贾效成还发现海南村名中含有“山柚”字
眼的村落共有11个之多，如屯昌的山柚坡、山
柚园，琼海山柚墩、山柚堆、山柚沟，文昌的山
柚脚，定安的山柚山，万宁也有山柚园村。

海南山柚一般多少年开始挂果？
“海南本地油茶若采用实生苗造林，一
般需5年左右挂果；采用嫁接苗造林，

一般需3年左右挂果；嫁接苗造林，2年也可以
挂果。”贾效成说，“油茶树一般种植后 8—10
年进入丰产期，在保证施肥和合理修剪前提
下，可持续丰产40年—50年。”

海南山柚油有何独特之处？贾效
成告诉记者，利用海南传统的热炒压
榨工艺，普通油茶所产茶籽油若未经

精制脱臭处理则有辛辣味，味道微苦；而海南
本地油茶籽所产山柚油则异香扑鼻，且无苦
味。“海南的山柚油与大陆茶油相比，具有固定
的特有感观和风味品质，主要由于物种不同、
产地不同和香气成分不同所致。”

山柚油是热炒的好，还是冷榨更
佳？“海南本地通过热炒榨取的山柚
油，滋味更让人愉悦，是一大特色，但

冷榨的更营养、更健康。以前内地也是炒，现
在蒸或冷榨多一些。”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付
登强博士说，“如何做到既营养又美味，两全其
美，需要新技术去突破。”

两个小朋友兴致勃勃地在
晾晒的山柚果上玩耍。

特约记者 蒙钟德 摄

海南岛油茶重点种植区域
海南岛油茶适度种植区域
海南岛油茶试验种植区域

完全成熟的海南油茶果。
海南日报记者 苏晓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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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海市某油茶农民专业
合作社的油茶种苗。

海南日报记者 苏建强 摄

芳香又美丽的海南油茶树
之花。 海南日报记者 陈耿 摄

乙

丙

丁

戊

儋州市王五镇兴文村灌
木林里的古油茶树。

海南日报记者 苏晓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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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柚油已经

成为不少人餐桌
上必不可少的食
用油。

（资料图片）

山柚油
神奇物语

海南民间爱用山柚油，有很
多山柚油的传奇故事。使用山柚
油食疗与药疗的人，可以说是最
大的受益者。

海南民间把山柚油视为治
疗跌打损伤的“圣油”，山柚油具
有活血化瘀的良好功效，特别适
用于婴幼儿摔伤、碰伤，使用安
全，功效神奇。

山柚油的保健功能，在海南
民间更是举不胜举。

婴儿小屁股肌肤娇嫩，长期
使用纸尿裤，通气性不佳，容易
过敏发红或长疹子，激素药膏不
能用，很多父母很苦恼，用山柚
油涂抹宝宝患部，很快痊愈。

山柚油润肠健胃，清晨空腹
吞服1汤匙，可轻松解决孕妇便
秘；一汤匙山柚油加三分之一蜂
蜜，早晚各服一次，连服3—5天，
可治疗老年顽固性便秘。

山柚油还能促进儿童食欲，
有益健康，是食用油中的佳品。
山柚油能滋润肌肤，延缓机体衰
老，提高人体营养水平。

山柚油治风疹有奇效。风
疹奇痒难忍，越抓越痒，用药往
往难以解决。华佗古方记载，用
铁锅烧热山柚油，然后用纱布沾
之涂抹患处，注意避风休息，半
天便能痊愈。

山柚油还能治真菌感染。
对付湿疹或脚气，将茶籽粉加热
水泡脚，可杀真菌，去脚气；茶籽
粉含天然茶皂素和茶多酚，角鲨
烯成分，茶皂素是天然表面活性
剂，可除臭，可杀菌。

山柚油还可治疗便秘和痔
疮。据《农政全书》记载：“茶油
可疗痔疮，退湿热。”

一 些 民 间 验 方 也 值 得 借
鉴。譬如，用适量山柚油炒番石
榴嫩叶，每天食用一次，对防治
疗糖尿病可起到缓解作用；每天
用适量的山柚油拌白米饭，可防
治高血压，降低胆固醇。

（蒙乐生 辑）

图片来源：海南省林业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