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候正适宜。
虽然种植所需条件相

似，但文心兰和火焰兰给
人的感觉截然不同。文心
兰植株轻巧、潇洒，花茎轻
盈下垂，花朵奇异可爱，形
似飞翔的金蝶，极富动感；
而火焰兰，则如同它的名
字一般，花色艳丽，花朵呈
现紫红色，最外圈有一层
金色的花纹，远观如绚丽
的火焰，极具生命力。

在南林乡的兰花基地
内，还有不少看似兰花，其
实不是兰花的植物。“‘老
人须’和‘大章鱼’这两种
植物并不属于兰花，但具
有配套观赏性。”陆顺教
所说的“老人须”，学名松
萝铁兰，而“大章鱼”则是
空气凤梨的一种，这两种
植物都可直接生长于空气
之中，无须任何土壤等培
养基质，只需浇水便可生
长，可以用作兰花的装饰。

用心浇种花更艳

虽然有着山环水绕、
温暖湿润的好环境，但兰
花却不是南林乡的天然住
户，颇费一番周折才来到
这里。“20世纪90年代，村
里就有人开始引种兰花，
他们也建了基地，后来由
于技术、市场等方面原因
没能经营下去。”南林乡
润林兰花基地负责人谭才
林回忆道。

当时，谭才林还在华
南热带农业大学（今海南
大学）就读园林专业，但那
时的他还不知道自己以后
会和兰花打上交道。直到
2017年南林乡成立了第一
个兰花基地，在基地附近
工作的谭才林才对兰花来
了兴趣，他经常到基地看
工人种兰花。

“当时镇里能够提供

资金等方面的帮扶，我就
萌生了自己种植兰花的念
头。”谭才林笑道，不久，
他便开始选址找地。

“兰花选址很有讲究，
面积要大，四周要空旷，通
风要好。”为了寻找到一处
满意的场所，谭才林花了
近2个月的时间，走遍了当
时南林乡所有可供流转的
土地，最终定址在南林村
的新村村小组。

虽然在学校学的是园
林专业，但毕竟已过去多
年，谭才林对兰花的一切

都要重头学起，于是他不
断去参加各种培训，去到
三亚请教有经验的花农，
不断学习各种兰花的种植
知识。“我去到外面的基地
学习，有时人家不一定愿
意或者有空教我，我就站
在田地旁边，捡起他们用
过的空瓶子，看他们用的
是什么肥、什么药。”谭才
林说。

如今，谭才林负责的南
林乡润林兰花基地已是南
林乡目前最大的兰花基地，
棚内黄色的文心兰、红色的
火焰兰开得正灿烂，一排排
兰花或含苞待放，或初绽娇
颜，随清风摇曳生姿。

“花盆的材质、摆放的

间距，花架的高度，施肥的
时间，都要精心考虑。”说
起种植兰花的技艺，谭才
林如数家珍，“兰花喜湿
润，但如果浇水过多，水分
积攒在根部，会导致根系
腐烂，花盆内的填充物也
要选择椰子皮、松树皮、火
山岩等多孔的材料。”

小镇花开沁人心

疏影横斜、暗香流动，
经精心呵护，朵朵兰花于绿
叶掩映中幽幽绽放，南林乡
这些已绽放的兰花经切花
或整盆打包，会被送往全国
各地，或栽培于客室花架或
于案头窗台点缀。

自2017年以来，南林
乡5个兰花种植基地，都采
取“党支部+企业+合作
社+贫困户”四方合作运营
模式，由党支部组织带领
党员、贫困户参与基地建
设，引入合作企业负责提
供种苗、技术培训和产品
回收，合作社负责日常生
产与经营管理，贫困户实
现就近务工、学习技术并
享受分红。

“有了这个兰花基地，
我们农闲时就过来打零
工，一天能收入100元。”
东方村万如村民小组脱贫
村民谭梅穿梭在花丛之
中，边给兰花除草，边笑着
说道。

兰花产业的发展，也
让谭江民等一批村干部成
了“土专家”。“切花有一套
流程，首先要判断什么时
候可以开始切花，夏天花
枝上余六七个花苞，冬天
留4个花苞是最佳切花时
机。”万如兰花基地负责人
谭江民原本只是一位普通
的村小组干部，如今对切
花等技术早已十分熟稔。

随着谭江民的脚步，
我们来到一间专门的房
间。“在这里，兰花枝条的
根部首先会被用浸泡过保
鲜液的棉花包起来，再辅
以一层透明的保鲜袋，并
根据花的大小等标准分类
定级再进行包装。”谭江民
介绍，经过这些工序后，兰
花会被送往机场，第二天
早上就能出现在各地的花
市上。

“目前我们正在建设
一个30亩的兰花基地，但
建设基地仅仅是开始，未
来希望村民能通过基地学
习技术，让更多村民也一
起种植兰花，让兰花在南
林乡的家家户户绽放。”谈
起兰花产业，范载煌满怀
憧憬，南林乡还将依托美
丽乡村建设与兰花产业的
发展，打造特色民宿，发展
乡村旅游，打响“兰花相
约 美丽小镇”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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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间盆地育幽兰

沿曲曲折折的山路驱
车来到南林乡中，不一会
儿便走完了整个乡镇，毕
竟所辖不过3个村委会，人
口不过 5000 余人。这里
虽与三亚相接，却隔了重
重高山，无路相通，只进来
时的一条山路可出去。东
西分为罗葵和南林两个山
间盆地，只有一条南林河
穿境而过将两个盆地串
起，实在是一处秘境。

走进南林乡南林村的
正方兰花基地，便见到一
盆盆兰花种在铁架子上，
而铁架子底下有溪水潺
潺。“这是个山间谷地，常
常有积水无法排出，总是
湿漉漉的，所以过去村里
把这里叫作劣田。”村干部
李进英介绍，这一片积水
的劣田不利于种植冬季瓜
菜，却成了兰花生长的好
地方。

我们到访之时已是寒
冬腊月，但走在南林乡中
只一件短袖便可，寒意全
无，这里属热带季风气候，
冬半年气温相对较高，有
利于兰花冬季的生长，而
春节前后正是兰花大量上
市的时候。

南林乡种植兰花，对
兰花品种的选择也有相当
讲究。我们到访之时恰逢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品质
所陆顺教博士一行在此考
察兰花种植情况。“兰花品
种多样，不同地区适宜种
植的兰花也不同，就南林
乡而言，主要适合种植文
心兰和火焰兰。”陆顺教介
绍，文心兰和火焰兰较其
他品种的兰花，更喜光、不
耐寒，在保持适宜温度条
件下，植株无休眠期，一年
四季都可开花，且花繁叶
茂，这与南林乡温热的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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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才林在兰花基地。
梁君穷 摄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有两大5A级景区，槟榔谷
黎苗文化旅游区与呀诺达
雨林文化区，在这两个著名
景点之间，有一条幽静的乡
村公路通向一处山间盆
地。越往里走，树木荫翳，
游人渐少，山涧溪水淙淙，
与外面两大景区的热闹形
成鲜明对比。

这里正是保亭的南林
乡，未进镇墟，便见一块大大
的招牌写着“兰花相约 美丽
小镇”。兰花花性淡雅，喜生
长于幽谷之中，有“兰生深山
中，馥馥吐幽香。”的诗句，古
人以空谷幽兰喻人品格高
洁。这群山环抱、溪水潺潺
的南林乡，不正是兰花的天
然居所？

如今，朵朵兰花在保亭
南林乡悠然绽放，成为一道
美丽的风景线。“我们乡已建
成5个兰花基地，第6个也是
最大的一个正在动工兴建。”
南林乡党委副书记范载煌告
诉我们，兰花小镇已描绘在
南林乡的蓝图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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