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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系列之五指山篇

五指山红茶

五指山是全国典型的低纬度、高海拔兼具区，
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环境条件具有发展绿色、有
机高端的高山香茶条件。2015年3月，五指山市
茶叶协会正式成立。在五指山市相关部门的指导
与支持下，茶叶协会开始着手五指山红茶地理标
志产品申报工作。同年5月，该协会主办了五指
山红茶鉴评会，来自省内外的茶叶专家从外形、汤
色、香气、滋味和叶底等五个方面进行鉴评，最后
认定“琥珀汤，奶蜜香”是五指山红茶的典型品质
特征。2015年底，五指山红茶正式获得了国家农
业部地理标志产品登记，成为海南第三个获得农
业部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证书的产品。

五指山树仔菜

属热带灌木，产自海南五指山腹地，当地人取
其嫩梢为菜，故得名“五指山树仔菜”。树仔菜具
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富含多种维生素、蛋白质和多
种矿物质。胡萝卜素和维生素B2含量是普通蔬
菜的 10 多倍，维生素 C 和蛋白质是普通菜的 45
倍，其嫩梢细嫩多汁、肉质脆、无渣滓、味道鲜美，
炒食、煮食均可。由于粗生耐长，种植不需施用化
肥和化学农药，保持了原有天然属性，是富有山区
特色的“绿色食品”。海南常见的树仔菜菜肴有清
炒树仔菜、树仔菜鱼汤等。长在深山人未识的五
指山树仔菜，经过农民移栽引种并不断推广，如今
已成为酒店餐馆颇受欢迎的新型绿色食品。

五指山忧遁草

忧遁草是海南黎族地区的一种草药，当地人
称之为接骨草。当有人发生骨折、割伤时，黎族老
人习惯将忧遁草捣碎敷在创口，消炎效果明显。经
研究，忧遁草的类黄酮物质很高，对抗癌有相当高
的功效，此外，忧遁草的钙含量高，且其他营养成分
含量也很高，含有一定的微量元素铁、锌、锰、铜、镍
等，可用忧遁草治跌打损伤、骨折、贫血、黄疸、风湿
痛等症，是一种无毒且有药用价值的野草。

近年来，在企业的开发带动和政府的大力扶
持下，忧遁草茶、忧遁草粉以及忧遁草酵素等系列
产品相继研发出来并陆续投放市场。

五指山山鸡

五指山山鸡是原生长于五指山原始热带雨林
山脉的野山鸡品种，不吃人工饲料，而是饮高山清
泉水，食多样性野果、草、虫等，养殖模式为深山野
生散养，具有较高的食用性、药用性、经济性和观赏
性等多种价值，是众多消费者喜爱的绿色有机食
品。五指山热带雨林野山鸡与普通肉鸡相比，蛋白
质和氨基酸含量高，脂肪和胆固醇含量低，味道鲜
美，含有人体必需的多种氨基酸。

另外，经过国家认监委评定，五指山山鸡蛋的
营养价值很高，里面所含的卵磷脂高于市面同类
产品的16.3倍。卵磷脂被誉为与蛋白质、维生素
并列的“第三营养素”。

（本版策划/易建阳 撰文/李金波）

大力打造五指山五脚猪等特色品牌，发展规模化种养产业，注重农村人才培养——

五指山走出“品牌+科技”兴农之路

2016-2017年，五指山
市制定了《五指山市农业发
展十三五规划》《五指山市
畜牧业发展十三五规划》
《五指山市“十三五”产业精
准扶贫规划（2016-2020
年）》，明确农业发展方向、
年度发展目标和任务，细化
责任分工；同时，制定《五指
山市促进农民增收二十四
条措施》，采取一二三产业
融合等24条措施促进农民
增收，大力发展山地热带高
效农业，深入推进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

2016 年，五指山全市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9398元，比上年增长
10.7%，增速在全省排名第
三。2017年达到10476元，
突破万元大关，同比增长
11.5%。

五指山全市农民增收
工 作 在 2015 年 度 以 及
2016年度省中部地区农民
增收工作考核中分别取得
了第 2 名、第 3 名的好成
绩，获省政府奖励 300 万
元、200万元。

“今年年初合作社购进第一
批五指山五脚猪种猪，半年时间
我们社五指山五脚猪已经产仔
200头左右。现在仔猪体重最
重的有三四十斤，到年底就可以
长到六七十斤，达到出栏标准
了。”9月26日，在位于五指山市
通什镇红雅村的五指山宝岛源
绿色农业专业合作社养殖基地，
合作社理事长陈强一边打扫猪
舍，一边开心地憧憬着他们的致
富梦。

在这处占地20多亩的养殖
基地，除了配种舍、妊娠舍、产仔
舍、保育舍、育肥舍等五大间标
准化猪舍，还有一片原生态放养
区，各个体型圆滚滚的五指山五
脚猪在放养区自由觅食活动，啃
芭蕉杆、洗泥坑澡。陈强介绍：

“我们这里建有沼气池，同时实
行人畜分离、雨污分离、干湿分
离、专人管理，实现污水零排
放。目前我们开辟一块地计划
种牧草，让五指山五脚猪的进食
更全面营养。”

五指山五脚猪，又称老鼠
猪、五指山猪，主产于海南省五
指山区，是中国著名的小型猪种
之一。“五指山五脚猪”已于
2017年通过了国家地理标志认
证，并被列入绿色食品名录，成
为五指山市的特色产业品牌，更
为五指山五脚猪产业化发展提
供强有力支撑。

经专业测定，五指山五脚猪
肉质具有氨基酸种类丰富、含量
高（尤其是呈味氨基酸的含量
高）以及脂肪含量低的特点，加
上其自身体躯小、肌纤维细的特
点，热加工后具有肉质细嫩、滋
味鲜美、香气浓郁的优美风味。
一直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青
睐，具有很好的市场前景。

近几年，在生猪市场不景气
的情况下，五指山五脚猪价格依
然保持高位运行，价格甚至于要
比其他品种生猪高出10元/斤，
利润相当可观。五指山五脚猪
具有易饲养、耐粗饲、抗病力强、
饲料成本低、市场风险小等优
点，是农民养殖创收的好途径。

去年以来，针对五指山五脚
猪零散养殖多、规模养殖少、生

产基础薄弱等现状，五指山市扶
持培育了15家五指山五脚猪养
殖场增收示范点及8家五指山
五脚猪养殖专业合作社，采取

“公司+学校+协会+村集体经
济+合作社+农民（贫困户）”“农
民专业合作社+农户（贫困户）”
等模式，不断提高五指山五脚猪
综合生产能力，实现标准化、规
模化、生态化养殖取得更好的经
济效益。

“五指山五脚猪作为五指山
本土特色产品，利用当地丰富的
果园、林地，在自然养殖环境下
发展生态循环林下经济，具有得
天独厚的资源优势。”五指山市
农业局局长陈怀妍认为，规模化
发展五指山五脚猪产业符合五
指山市畜牧业的发展趋势，发展
潜力巨大，并可以在饮食方面增
添一道特色菜谱，丰富当地饮食
文化，提高旅游的吸引力。

发展五指山五脚猪产业，猪
苗质量好坏直接影响了产业发
展，种猪是关键。为确保提供优
质种苗，实现品种质量标准统
一，种猪必须提纯优育。该项目
由海南省农林科技学校提供种
猪，要求培育提纯的五指山猪优
质种猪，苗龄5月龄以上，并做
好猪瘟、口蹄疫及高致病性蓝耳
病的免疫。

同时，引进海南广信达农业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五指山分公
司，由公司规范产业市场，统一
上市标准。进行统一品牌、统一
技术、统一质量、统一价格营销
战略，打造五指山市地理区域生
态优势品牌和标志性产业。

近年来，五指山市积极鼓励
农业企业认证农产品“三品一
标”，创建农产品名牌产品。“五
指山红茶”“五指山五脚猪”已通
过地理标志认证，正在申请“五
指山树仔菜”“五指山山鸡”地理
标志认证，国家卫计委通过审批
忧遁草作为新食品原料，提升农
产品市场竞争力。目前全市有
通过地理标志农产品2个，无公
害农产品认证农产品3个、有机
食品认证农产品3个、ISO质量
管理体系认证主体5家、注册农
业商标153件。

“我在合作社负责养殖基地的饲
养、打扫工作。合作社每月发我2000
元工资，年底还有按劳分红，我很开
心。”今年50岁的红雅村贫困户陈育
财，年初加入五指山宝岛源绿色农业
专业合作社，同时和同村其他两位贫
困户一起，成为了基地的一名常规“工
人”，每个月收入有了固定保障。

据了解，为促进五指山五脚猪产
业发展，提高农民收入，促进贫困户脱
贫致富，五指山市政府持续加大资金
扶持力度，2016年投入各级财政资金
2300多万元用于发展五指山五脚猪
产业，扶持示范点的基础设施建设，设
备、种苗、饲料购买，技术服务等。

五指山市农业局作为五指山五脚
猪扶贫产业牵头单位，采取“8+n”产

业扶贫模式，2017年以来陆续成立8
个养殖五指山五脚猪农民专业合作
社，作为五指山五脚猪养殖示范点，带
动周边贫困户和养殖大户共同发展。

8 家示范点初始养殖 100 头母
猪，计划年出栏肉猪1200头以上，并
逐年扩大养殖规模。每个示范点建设
带动贫困户至少50户以上。推动五
指山五脚猪产业规模化、产业化，同时
促进贫困户增收，实现贫困户脱贫从

“输血”向自我“造血”功能的转变。
每个示范点还组织基地生产技术

人员到海南省农林科技学校进行集中
培训3个月。

“这样按标准规模化饲养，便于统
一管理，可以保证存活率，保证营养到
位，减少饲养成本，有力促进产业做大

做强。”五指山市农业局副局长符育山
表示，他们将继续打品牌效应，计划全
市五指山五脚猪年出栏量达到4万头
规模。

据了解，为了积极适应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需求，五指山市大力推
广“公司+学校+协会+村集体经济+合
作社+农民（贫困户）”“公司+合作社+
农民（贫困户）”“党支部+村集体经济+
合作社+农民（贫困户）”等模式，积极
引导农民发展产业基础好、经济效益
高的15个特色种养产业，加快推进农
业产业结构调整。全市现有茶叶8509
亩、忧遁草2006亩、树仔菜1646亩、油
茶1986亩、益智3万亩，五指山五脚猪
存栏4.3万头，五指山山鸡存栏10万
羽，蜘蛛存栏37万只。

职业教育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有着必然且不可分割的关系。近年
来，海南省农林科技学校充分发挥专
业优势，为我省少数民族地区，尤其
是五指山市的农业发展、农民增收、
农村变化做出了积极的探索与实践，
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为更好地服务
五指山市“三农”事业，助推脱贫攻
坚，学校近年来致力于为服务“五指
山五脚猪”产业链发展培养复合型技
术人才。

“五指山五脚猪”产业链发展采取
“1+1+n”市校企联合模式，在五指山
市委、市政府统筹下，由海南省农林科
技学校具体实施，联合生产、加工、饮
食、营销、物流等相关企业，形成供给
侧与需求侧紧密对接、产业链与人才

链有机衔接、跨行业相互连接的新型
特色产业发展模式。

“五指山五脚猪”产业链主要表现
为：生产链、加工链、消费链、营销链，
每个链环和整个系统都离不开人才的
支撑。除了科研人才外，还需要相应
的技术技能型人才。

鉴于“五指山五脚猪”产业需求以
及少数民族地区人才培养的特点，结
合扶贫工作的需要，学校拟以“农村经
济综合管理专业”为基础，融入“产加
食销”等相关专业课程，培养适应“五
指山五脚猪”产业链发展需要，掌握综
合专业技能，具有必备的职业素养和
一定的就业创业能力的中等专业技术
技能复合型人才。

2019 年“产教融合创业孵化中

心”建成后，学校将引入一批企业
和科研机构，针对“五指山五脚猪”
等特色产业，结合少数民族地区特
色的食材和饮食文化，就全产业链
的人才需求开发相应的课程和培养
方案。

同时，五指山市近年来积极推进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新建五指
山雨林茶乡共享农庄、五指山水满茶
香沃凡有机农庄和五指山永忠村黎宝
共享农庄3个“共享农庄”试点。一系
列惠农利农举措极大调动了五指山全
市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提
升了大家的荣誉感、幸福感、获得感，
汇聚起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农业农
村现代化建设的磅礴力量。

打造特色品牌 发展“产业链”经济 探索“8+n”产业扶贫模式 助力精准扶贫

开展“1+1+n”市校企联合模式 注重农村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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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满乡采茶女在采茶。 五指山红茶。

五指山山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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