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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科院已初步筛选出适宜
海南种植的品种

牛油果有望
不再“娇贵”
文\海南日报记者 曾毓慧

“缺20%的水分，就会影响80%的产量。”在中国
热带农业科学院（以下简称“热科院”）海口实验站油梨
研究室主任马蔚红研究员看来，牛油果是一种喜水类
果树，尤其是到了挂果期，如果遇到天旱或供水不足，
挂果产量就会锐减，落果率也会随之增加。

看似喜水，实则也很怕水，这就是牛油果的“娇贵”
特性。马蔚红介绍，牛油果是浅根性植物，即根系大多
黏附土壤表层，并未入土太深，根系遭遇雨水浸泡时间
长，根部积水，很容易诱发根腐病，导致树体死亡。因
此，种植前的选地非常重要，要选在有足够光照，排水
较为顺畅的坡地上种植，如果在水田或地下水位过高
的地方种植油梨，必须在行间挖排水沟以便排水。

除了灌溉外，施肥也十分讲究。以往，果树种植户
在给红心橙、菠萝蜜、蜜柚等添加农家肥时，大多会选
在根系旁刨挖土坑，然后将肥料深埋坑中，让其慢慢渗
透土壤以便长期滋养根系。但牛油果的浅根系大多只
向四周延伸，贸然刨坑埋肥只会伤了根系，容易引发根
腐病。她建议，牛油果的施肥，水溶性的肥料尽量从灌
溉系统施，而有机肥尽量直接覆盖在根系土壤表层。
此外，牛油果枝叶生长较为繁茂，建议不要种得太密，
即每亩尽量不要超过25株。

“经过几年的调查和分析，我们从白沙、昌江、儋
州、乐东等市县收集的本土油梨资源，大多数都不是国
内外的主栽品种，其中一些资源，产量、营养价值和口
感也相当不错，有望成为未来海南的早熟品种加以推
广。”马蔚红介绍，目前，海南的牛油果大多为“大果
型”，每个重量接近1斤甚至1斤多。在牛油果引种到
海南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在不同的土壤、气候和
消费者的口味影响下，牛油果品种悄然改变也是有可
能的。

据悉，热科院实验站从2013年开始进行油梨种质
资源调查、收集、保存和评价工作，目前已在儋州、白
沙、澄迈等地建立试验示范基地近200亩，同时开展优
质种苗繁育技术，高产优质栽培技术，包括整形修剪、
果实套袋、水肥高效管理、病虫害综合防控、油梨根腐
病综合防控技术等研发、示范和推广。尤值得一提的
是，该站已累计从国内外引进油梨优良品种和优质资
源40余份，经过对产量、品质等综合评价，已初步筛选
出适合在海南种植的优良品种（系），目前正在进行品
种审定推广前的试验工作。

资料显示，我国自1918年引种油梨，到上世纪80
年代后期，牛油果已被列为我国南亚热带水果发展之
列，开始连片生产和种植。目前，我国油梨主栽品种为
哈斯（Hass)，广西选育的桂垦大2号、桂垦大3号和桂
研10号也有少量种植。虽然目前国内油梨规模化栽
培基地主要集中于云南和广西，但是海南具有得天独
厚的气候条件和传统种植油梨的优势，筛选出适合海
南种植的优良早熟品种加以推广，对促进海南热带高
效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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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油果又称油梨、鳄
梨，是一种营养价值很高
的水果，它原产于中美洲，
是外来物种，属于“洋水
果”。近年来，牛油果在国
内水果市场行情持续看
涨，也越来越受到海南食
客的青睐。

其实，早在上个世纪
50年代初期，牛油果就已

“落户”位于海南中部山区
的白沙黎族自治县，现今，
这一略显稀罕的外来物种
已在海南儋州、乐东、昌江
等市县成功扎根、挂果。

不过，即便是现今农
业科技日益突飞猛进，但
牛油果还是摆脱不了根腐
病等侵害，存活率、挂果率
偏低已是不争的事实，也
导致海南牛油果多年来始
终停留在“特色”产业阶
段，始终难以形成“龙头”
产业，其背后的缘由值得
探寻。

外皮翠绿，形似梨的
椭圆外形，牛油果因此也
被俗称为油梨。关于牛油
果的味道，食客的口感可
分为“对立”的两派，有人
认为牛油果果肉缺乏汁
水，口感干涩，并不好吃，
这也难怪此前牛油果并不
受国内食客欢迎。当然，
也有人认为将微熟成淡黄
的牛油果果肉切成若干
瓣，含进嘴里慢嚼，顿感果
肉质如奶油，滑润、粉香，
惬意十足。

白沙牛油果电商“达
人”郑云说，牛油果既可蘸
着白糖、蜂蜜吃，也可捣成
糊状粘在面包上吃，现今，
更多的年轻人更乐意将牛
油果混着酸奶搅拌成碎状
当奶昔来喝。

根据国内外营养专家
的说法，牛油果不仅含多
种维生素以及丰富的蛋白
质，钠、钾、镁、钙等矿物质
和微量元素的含量也很
高，具有抗氧化抗衰老、保
护脏器健康等作用，近年
来，吃牛油果似乎已成为
一种养生时尚。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海口实验站有关负责人介
绍，我国台湾1918年从美
国引进油梨，1925年引入
广东，直至上个世纪80年
代后期，牛油果被列为我

国南亚热带水果发展之
列，开始连片生产和种植，
并开展了引种试种、选育
种、丰产栽培、病虫害防治
及果实保鲜加工等方面的
系统研究。连日来，海南
日报记者采访了白沙农业
农村局、白沙科协以及白
沙大岭农场老职工，上述
受访对象不约而同地认
为，其实，早在上个世纪50
年代初期，牛油果就已经
被引进白沙大岭农场零散
种植。

年近六旬的吴春长自
幼生长在大岭农场，2013
年至 2016 年担任大岭农
场场长职务，较为熟知那
段牛油果种植历史。

吴春长介绍，1950年
代，白沙大岭农场就作为
热带水果育苗和种植基
地，从全国各地汇聚于此
的知青以及归国华侨，开
始在白沙大岭主要培植
芒果、柑橙、红毛丹等热
带水果和热带农作物。
大约是在1953年前后，牛
油果作为大岭农场附带
培植的农作物，也开始在
大岭农场辖区进行零散
种植。据悉，最初的牛油
果苗，大多是归国华侨从
中美洲带回广东引种，而
后才迁种至海南白沙大
岭农场的。

看似好种，实则不好
管养，这是白沙荣邦乡大
岭居、光村的多名种植户
的同感。

据介绍，牛油果果树
进入丰产期后，平均每株
至少可挂果百余斤，一些
长势较好的果树可达两三
百斤，甚至更多。但是，
牛油果树亦有“娇贵”的
一面，遇上高温、天旱，挂
果量锐减，如果雨水过于
充沛，容易滋生根腐病，
导致整株枯萎。

“牛油果的根腐病很
难治，即便是经验再丰富
的老种植户，面对根腐病
也几乎没辙。”多名种植户
介绍，在牛油果种植过程
中，大多情况是前一两年
长势还不错，可到了第三
年开始迎来挂果期时，就
会出现根腐病导致果树成
片枯萎的情况。此外，牛
油果的根系入土相对较
浅，枝条也比较脆弱，台
风、强风来袭都会导致整
株受损减产。

“这几乎是一个世界
性难题，据我了解，无论是
海南省内，还是国内，几乎
没有成功的规模化种植基
地。“白沙科协主席邢福顺
说，近年来，在参与农技扶
贫过程中，他也曾多次与
省级农技专家以及当地种

植能手深入基地探究根腐
病，发现尤其是到了第三
年即将挂果时，牛油果的
根腐病可谓防不胜防，尽
管农技专家与种植能手

“各显身手”，但大多无法
治愈。

在白沙荣邦乡大岭路
21号10幢旁，一株树干直
径将近1米的牛油果树屹
立在水泥村道旁，目测树
冠直径超过10米，枝杈很
多，但叶片有点稀少。

据称，该树树龄已超
过 20年，几乎是当地“非
常有辈分”的牛油果果树
了。72岁的谢老伯是它的
主人，他说，早在几年前，
这株树的年产量就有好几
百斤，不过，从两三年前开
始，树叶日渐凋零，产果量
也随之骤减。

“现今，在大岭农场片
区，树龄能超过10年的牛
油果树并不多，超过20年
的几乎是屈指可数。”邢福
顺介绍，相比起偏远的山
林或坡地，种植在房前屋
后的牛油果树存活率与挂
果率往往偏高。到了上个
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前
10年，由于遭遇种植技术
瓶颈，再加上牛油果消费
群体相对偏小，市场销路
并不顺畅，牛油果产业随
之陷入了一个萧条期。

岁月轮换，牛油果从萧
条轮转至风靡，就是那么短
短几年时间。

在信息快速传播以及电
商行业的催化剂作用下，近
年来，牛油果也受到越来越
注重养生的国人青睐，身价
随之看涨，即便是藏在深山
也有人识，可谓一点都不愁
卖，抢占先机的白沙当地种
植户从中受益不浅。

在白沙荣邦乡大岭居
（原大岭农场辖区），年过七
旬的金华勇是当地颇有名气
的种植户，从上世纪七八十
年代起，他就学着老一辈农
场人在自家房前屋后的空置
地种了几十株牛油果，长势
与挂果量一直都不错。大约
是在10年前，金华勇似乎提
前预判到了牛油果的商机，
在短短四五年时间里，补种
了百余株牛油果，并花大力
气施肥管护，也迎来了好收
成。就在3年前，他又补种了

两三百株，预计明后年将迎
来收成期。

“每斤收购价大多为15
元至17元，但每斤的电商销
售以及市场零售价大多为20
至25元。”在白沙牛油果电商

“达人”郑云看来，海南牛油
果的市场优势在于“早熟”，
通常情况下，海南本地种植
的牛油果每年六七月份就迎
来收成期，到了九月份就已
经进入收成尾期，而国内的
牛油果盛产地如云南、广西
等地，直至九月份才开始迎
来收成上市，相比之下，海南
的牛油果无疑是抢占了市场
先机，价格持续攀升，甚至供
不应求。

“手上攒着好几份订单，
就是找不到优质的牛油果
来发货。”郑云说，今年上半
年大旱，这两个月以来雨水
又相对偏多，在很大程度上
影响了牛油果的挂果数量
与质量。

“老一辈人都说牛油果
不好种，但眼下的市场效益
真不错，长远行情也看好，
我还是想先种一批试试，攒
点经验。”“80后”韦江苏无
疑是现今大岭居少有的年
轻种植户，4年前在大岭居
种植了100多株牛油果，今
年约有四分之一迎来挂果，
虽说产量不高，但至少入账
万余元，这也让他开始尝到
了种植牛油果增收的甜头，
也坚定了今后继续扩大种
植规模的信心。

相比之下，白沙荣邦乡
光村种植户陈明利显得更
大胆一些，3年前他一下子
试种了300多株，还雇请了
当地种植能手指导栽培，现
今这批果树的存活率约有
90%，长势看似不错，但他
坦言从未盲目乐观，眼下是
雨季，务必要保证种植基地
排水顺畅，才能最大程度减
少根腐病的发病率。

“牛油果的市场十分看
好，但根腐病没法攻克的
话，不宜大面积铺开种植，
眼下只能当成一个特色产

业，难以形成当地龙头产
业。”据有关人士估测，目
前，白沙应是海南牛油果产
果量最多的市县。如果管
护到位，3年后，仅仅是白
沙大岭周边将有上千亩牛
油果迎来收成期。不过，在
根腐病等困扰下，实际能有
多少挂果量，这还是一个未
知数。

不止是在白沙，最近几
年，省内昌江黎族自治县、
乐东黎族自治县、儋州市等
市县也在试种牛油果，且有
部分种植户初见效益。

4年前，昌江石碌镇香
岭村的陈海、陈湖兄弟俩从
白沙大岭农场引进了700
多株果苗种植，今年已有三
分之一的果树迎来首轮收
成。虽说第一年挂果率偏
低，但迄今为止已累计销售
了六七千斤。据悉，兄弟俩
的果园去年也曾有不少果
树出现根腐病症状，至少有
六七十株枯萎。兄弟俩不
免也担心，待到明年挂果
时，那个可怕的根腐病能提
防得住吗？

【编者的话】

牛油果，拉丁学名
butyrospermum
parkii，柿目山榄科牛油
果属，原产于墨西哥和
中美洲，此后在全世界
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均有
种植，但以美国南部、危
地马拉、墨西哥及古巴
栽培最多，我国广东、海
南、福建、广西、台湾、云
南和四川等地都有少量
栽培。

由于牛油果营养丰
富，尤其是含有大量安
全、优质的植物脂肪，近
年来颇受养生界，特别
是主张“生酮饮食”者所
追捧。

鲜为人知的是，海
南岛在60多年前就已引
种牛油果，最近10年因
为牛油果在饮食界的走
红，市场售价也开始走
俏，本地果的价格并不
比进口的低。然而，种
植技术方面的瓶颈，一
时间又让果农们乐观不
起来。

科研人员在儋州基地与管理员交流。
海南日报记者 苏晓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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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沙荣邦乡大岭居一棵树龄超20年的牛油果树，高度已达10米。
海南日报记者 曾毓慧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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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沙种植的牛油果，每个的
重量往往超过1斤，有的甚至逼近
2斤。 曾毓慧 摄

果苗迁种大岭农场 看似好种管养难 抢先机 市场行情看涨 风险大 难成龙头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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