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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时候，黄灯笼辣椒就生长
在我家房前屋后。”6月20日，陵水黎
安镇外埠岭仔村村支书李成武指着
自家院子里的几株辣椒说，如今他将
辣椒当作盆栽种在了自家的院子里，
来体现当地景观特色。

黄灯笼辣椒又名黄帝椒，土生土
长的海南人对它太过熟悉，加上过去
在国内仅产于海南南部市县，一些人
便误认为黄灯笼辣椒原产于海南，
但其实它是“外来客”。不过黄灯笼
辣椒虽不是“海南生”，但由于传入较
早，并且在国内仅海南有分布，算得
上海南一大“特产”。

无论是提味增鲜，还是搭配粉
汤，一口黄灯笼辣椒酱，总能给人留
下清香辛辣的舌尖滋味，成为海南人
唇齿间的乡愁。

在海南，还流传着李德裕和黄灯
笼辣椒的一个传说。唐朝宰相李德
裕被贬崖州，因为不适应当地的热带
气候，全家都患上了难治的顽疾疟
疾。幸好当地好心的黎族百姓救了
他们，使用的药方就是用黄辣椒、姜
及蒜一起配制的。后来李德裕在感
激村民之余，没有忘记将自己的“救
命药”种植在自家后院，并且进行了
改良。

李德裕与黄灯笼椒的缘分，虽然
承载着当地人对中原人士的仰慕和对
黄灯笼椒的喜爱，但毕竟只是传说。
辣椒从中南美洲传来，进入中国也不
到500年，李德裕肯定无缘得见。

黄灯笼椒在辣椒植物学分类上
还有着霸气十足的名字——Capsi-
cum Chinense（中华辣椒），“Chi-
nense”是拉丁语，意为“中华”。
1776年，荷兰内科医生尼古拉斯·
凡·雅克恩从新大陆（加勒比海）为荷
兰皇帝采集到辣椒种子，由于当时地
理认知的错误，误认为此辣椒源自中
国，遂命名为中华辣椒。错误的命名
由于长期使用成为约定俗成称呼而
一直沿用至今。

国际上将中华辣椒确定为辣椒
五大栽培品种之一，其它四种分别为
一年生辣椒（C·annuum）、灌木状辣
椒（C·frutesces）、浆果辣椒（C·
baccatum）、茸毛辣椒（C·pubes-
cens）。而在这五个栽培种之下，今
天的育种和栽培技术已经培育出了
成千上万的新品种。

在这五个栽培种中，中华辣椒无
疑是辣度最高的。“吉尼斯世界记录”
报道的最辣的辣椒“印度魔鬼椒”“卡
莱罗纳死神椒”等品种都来自于中华
辣椒；号称我国最辣的“涮涮辣”，以
及海南的黄灯笼辣椒也属于该种。

“每年8月开始育苗，10月便会
开花，到了12月就能开始结果，次年
四五月份就能够收获了。”陵水黎族
自治县黎安镇岭仔村的李秋发种黄
灯笼辣椒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说起
种植技术来如数家珍。

不同于川渝地区的麻辣、桂北地
区的酸辣、湘赣地区的干辣，海南的
黄灯笼辣椒于辣味中透露着香气、水
气。加上黄澄澄的颜色，可谓是色香
味俱全。

文\海南日报记者 梁君穷

黄灯笼辣椒：

非“海南生”的
海南特产

文\海南日报记者 梁君穷

新鲜的黄灯笼辣椒和朝天椒。
海南日报记者 武威 特约记者 陈思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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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在吃辣成为风尚的当下，渝贵川湘地区确实引领风骚，殊不知以清淡饮

食为主的海南却也有自己独特的辣椒文化。辣椒是什么时候传入海南的？
海南现在都种植些什么辣椒？海南人又是怎么吃辣椒的？本期《海南周刊》
带您问辣江湖。

寻 海南
问 江湖椒椒辣辣

辣椒的传入对我国的经济、社
会、文化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果
穿越回400年前，在成都的川菜馆
子，你看不到任何一个“辣子火锅”，
现在却情况大不相同，有数据显示，
2016年，中国鲜食辣椒种植面积已
占世界辣椒种植面积的40%以上，产
量超过全球总产量的50%。

辣椒是何时传入海南的？史志
中并没有明确记载，但也可结合海
南岛内外的史志来作推测。1591
年，明代钱塘（今浙江杭州）人高濂
在《遵生八笺》中第一次提到“番
椒”，这是中国目前已知最早的辣椒
记录。

而明清之时海南属广东省，据
康熙时期屈大均《广东新语》所引：

“又广州望县，人多务贾与时逐，以
香、糖、果、箱、铁器、藤、蜡、番椒、苏
木、蒲葵诸货，北走豫章、吴、浙，西
北走长沙、汉口，其黠者南走澳门，
至于红毛、日本、琉球、暹罗斛、吕
宋，帆踔二洋，倏忽数千万里，以中
国珍丽之物相贸易，获大赢利。”可
知那时辣椒已成为经由广州输出国
内外的商品之一。

辣椒既然能从广东经海运下南
洋，那么经海路来到“商旅驿站”的
海南岛也不无可能。但纵览明清两
代的《琼州府志》，其中都没有关于
辣椒的记载，而姜、韭菜、芥菜等寻
常可见的蔬菜都着了不少笔墨。民
国《琼山县志》中，对县域内的“土
产”作了详细的介绍，也未见有“辣
椒”“番椒”“秦椒”等等字眼。

反而是海南岛南部地区的县志
中，较早地出现了辣椒的身影。在清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开始编纂的
《崖州志》的“土产篇”中记载：“辣椒，
多种。有灯笼样、牛角样。小如米粒
者，味尤辛烈。可避寒气。”

和许多地方志一样，光绪《崖州
志》也是以前列各志本为基础，增添
删改，在此之前的一版为清乾隆二
十年（1755 年）所修《崖州志》10
卷。在乾隆《崖州志》“土产篇”中并
没有“辣椒”的记载。据此来看，辣
椒很有可能是1755年至1900年这
145年间传入崖州地区（今三亚、乐
东）。这与我们今天所见黄灯笼辣
椒和小米椒多产于南部市县的现状
也吻合。

青山下、田地里，在苍翠欲滴的
叶片遮掩下，垂下一串串火红的鞭炮
状的红辣椒，有村民提着篮筐或尼龙
袋，俯下身来麻利地采摘辣椒，然后
抬到树荫底下打包、过秤。而远处的
一个大棚里，新一季的辣椒育苗已经
开始。

“现在已经是辣椒收获季的尾
声，今年我们发动31户群众种了40
亩辣椒，每亩能赚4000元左右。”近
日，在白沙黎族自治县青松乡青松
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驻村第一
书记陈立斌说道，青松村位置偏远，
别的农业产业发展不易，而辣椒产业
通过直接与收购商对接，打通了销

路，所以今年还将带领群众扩大种植
面积，以技术提升产量。

青松村所种的辣椒红艳欲滴、周
身光滑修长，这种名为海红花的辣椒
其实并非本地土生土长的辣椒，而是
由农业科技公司杂交培育出来的优
良品种。

在海南，很早就有了多个辣椒品
种。民国《感恩县志》中就提到：“辣椒
多种，有灯笼样、牛角样，黄红二色。
小如米粒者曰鸡椒，味尤辛。”灯笼状
的自然是指黄灯笼辣椒，牛角样的是
今天还在陵水等地种植的牛角椒。

东汉的《通俗文》说“辛甚曰辣”，
意思是辛得很厉害才叫辣。这样说

来当时海南最辣的辣椒并非黄灯笼
辣椒，而是小如米粒的“鸡椒”。如今
这种“鸡椒”在海南各地也有不同的
叫法，许多人称为海南小米椒，也有
叫米碎番椒或米番椒。

因为米碎番椒的辛辣，海南人在
生活实践中创造出了“米碎番椒桔”
的佐料。将新鲜酸桔子洗净切成两
半，再与切碎的米碎辣椒混合，加适
量食盐及蒜头，经过一段时间发酵后
便是“米碎番椒桔”：辣椒的红艳艳、
桔子的黄澄澄，色彩交错十分好看，
酸辣交织的味道极好下饭。

“海南的本地品种栽培历史悠
久，但产量不够高，抗病性不够强，不

适宜大规模种植。”中国热带农业科
学院热带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的申
龙斌博士认为，为了适应市场化的需
求，需要培育高产优良的辣椒新种。

“过去本地的黄灯笼辣椒亩产只
有几百斤，近十年来种植新品种，亩
产能达到4000多斤。”陵水黎安镇岭
仔村村民李秋发说道。

李秋发所说的新品种正是中国
热带农业科学院在10多年前培育成
功的黄灯笼辣椒新品种“热辣 2
号”。新品种植株比本土品种更为高
大叶稠，即便到了采摘末期，饱满的
黄辣椒依然像小灯笼一样挂在绿叶
之间。

“现在海南所种植的辣椒品种主
要为朝天椒、线椒、泡椒、甜椒、黄灯
笼辣椒，由于杂交育种技术的发展，
现在规模化种植的辣椒大多是杂交
培育的新品种。”申龙斌介绍，

从本科到硕士、博士，又在中国
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种资源
研究所工作了8年的申龙斌，在海
南和辣椒育种研究打交道已有十多
年的时间了。“海南的地理气候条件
得天独厚，是开展辣椒育种研究的
好地方。”

申龙斌通俗地解释辣椒杂交育
种的过程：选用不同品种的辣椒，通

过杂交选择其中显出优良性状的植
株，然后通过多次回交，将其优良性
状稳定下来，形成新品种。

以“热辣2号”黄灯笼辣椒为例，
就是从国外选择种子与海南本土黄
灯笼辣椒杂交，在多次选育的过程中
将高产、抗病性强等性状稳定下来。

“当冬天其他省份辣椒无法生长时，
海南辣椒依然可以很好地生长，这就
为杂交育种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条
件。”申龙斌说。

作物育种一般包括原始材料观
察、亲本圃、选种圃、产量比较试验
等环节。而杂交育种一般需7年至

9年时间才可能育成优良品种，而采
取加速世代的做法，结合多点试验、
稀播繁殖等措施，才可能缩短育种
年限。

海南作为中国热带海岛省份，具
备“加代”育种的天然优势，自上世纪
50年代以来，海南的南繁育种已成
为中国农业科技创新和新品种选育
的“孵化器”和“加速器”。

当然，炎热的气候也带来了病
虫害多的问题。“辣椒整个生育期病
害主要有枯萎病和炭疽病。”陵水黎
安镇农业服务站工作人员王翔宁介
绍，在海南对辣椒危害比较大的虫

害是蓟马、蚜虫、螨虫、
烟青虫还有斜纹夜蛾，
这也需要更多抗病性
更强的辣椒新种被培育
出来。

此外，海南所培育
出的辣椒良种也已走出
国门。2017年至2018年
期间，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和尼日利亚农业合作的“抗病
丰产辣椒安全高效栽培技术示
范与推广”项目，成功从30个辣椒
品种中筛选出5个品种，在当地推广
种植，成效明显。

“1988年我回到村里，看着村里的
田地水源好，又肥沃，但就是没有带来
好效益，我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陵水
文罗镇坡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王仁会回忆说，“通过多次考察，我决定
带着村民种辣椒。”这辣椒一种，就种了
30多年。

回顾历史，海南辣椒产业开始于
上世纪 80 年代，早期主要分布在三
亚、陵水、乐东等地，以种植青皮尖椒
为主。辣椒属于喜温蔬菜，海南光照
充足、雨量充沛，适宜的气候条件有
利于辣椒的四季种植。30多年来，辣
椒成为海南省冬季瓜菜的主要品种之
一。

近年来，随着品种结构不断优化以
及消费需求多样化，海南辣椒主要种植
地区也扩展到文昌、澄迈、琼海、临高、
儋州、海口、昌江等地，且已形成琼海和
万宁的泡椒产业区、澄迈和儋州的尖椒
产业区、东方和文昌的圆椒产业区等主
要产区。

辣椒种植产业的发展，也呼吁着深
加工产业的跟进。一批批黄灯笼辣椒
被送入现代化厂房，从清洗到成品包装
均在自动化生产线上完成，产品冷却之
后，才贴上标签，装箱入库。这是我省
一家龙头食品企业生产黄灯笼辣椒酱
的场景，生产出来的辣椒酱，一部分将
出口到国外。

海南的辣椒还存在着种植分散、规
模较小、经济效益不高等问题，加上海
南居民饮食习惯，对辣椒制品消费有
限，辣椒制品在本地消化的并不多，主
要还是以生鲜辣椒运输到岛外，产品附
加值较低。

“就陵水的辣椒产业而言，目前辣
椒深加工产品还较少，在市场上的知名
度仍较低，并且产品结构单一，科技含
量较低，与‘老干妈’等国内知名品牌仍
有不小差距。在全省来说，情况也大同
小异。”陵水黎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

近年来，随着辛辣饮食在全国广
受欢迎，川菜、湘菜、黔菜等辛辣菜系
大有日渐流行的趋势，因而我国食辣
人群逐渐增多，对辣椒的需求也会增
加。同时，辣椒在医疗、保健、美容等
方面的功能也将被进一步发掘，对辣
椒深加工产品的需求量将继续增长。

海南辣椒产业的发展
仍有消费市场不

断扩大的趋
势。

本地品种与外来品种的培育B

海南是辣椒育种的好地方

在海南，尤其是东部、南部沿海市县，走进街头的小餐馆、大排档，总会在
桌子上发现一瓶黄色的辣椒酱，第一次来到海南的客人，若是尝上一口，辛辣
之感立即传入味蕾，数秒后舌头如同被火灼烧。情况稍缓，总免不了要问上
一句：“原来海南人也吃辣？辣椒酱怎么还是黄色的？”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辣椒种植就在陵水、乐东、三亚等市县作为农业产业
来发展。由于得天独厚的气候，海南辣椒总能赶在其他省份辣椒收获之前上
市，有着反季节种植的市场优势，许多农民也以此来脱贫致富。

相较于市场化种植的外来品种，在许多海南人记忆中，生长在房前屋后、
村头巷陌的黄灯笼辣椒与小米椒，平时也不用打理，偶尔摘几颗，回家舂碎成
酱，加入蒜泥与盐，放入罐中密封，便能为一家人几个月的饮食增添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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