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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下旬，又到了海南槟
榔挂果的时节。

看着自己种植的60余
亩槟榔，琼中黎族苗族自治
县和平镇长兴村村民黄海清
心里有些没底。因为一部分
槟榔树已经老化，今年的收
成或许不会乐观。

不过，前些年，他在槟
榔林下套种了咖啡，今年
的咖啡鲜果田头收购价每
斤四五元，让他已有了不
错的收入。

发展槟榔林下经济，
在海南，黄海清不是唯一
一位，长兴村，也不是唯一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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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称斑斓，在香
饮市场颇受欢迎

⦾套种在槟榔林
下的斑兰，能增加土
壤中的磷含量，反哺
槟榔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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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村不仅槟榔产业规模
大，咖啡产业的名气也不小哩！”
因为槟榔产业兴旺，长兴村在
2011年获评为首批全国“一村
一品”示范村镇，时隔7年后，该
村又因为咖啡产业成效突出，入
选第八批全国“一村一品”示范
村镇，提及这两块招牌，黄海清
颇为自豪。

这个仅有12平方公里的村
庄，怎么做出了两个具有全国示
范意义的产业？

这背后，其实藏着一个关于
选择的辛酸故事。

在20世纪80年代，长兴村
当红的产业其实是咖啡种植
业。当时全村连片咖啡种植面
积，至少两三千亩。奈何那时
销路闭塞，让许多种植户遭受
亏损。大部分人狠心砍掉了咖
啡树，改种槟榔等行情好的经
济作物。

最近十几年，咖啡行情渐渐
走俏，“可村里的地就那么多，难
道又砍掉槟榔种咖啡？”黄海清
说，村民们“吃过亏”，决定抛弃
当年的思路，利用槟榔林下的空
间套种咖啡。

2010年前后，长兴村村民开
始摸索槟榔与咖啡套种的办法。

“大多是按照行间距约3米，
株间距约2.5米的标准来种，每亩
坡地大概种120株槟榔，在其中
套种的咖啡树，一般不超过100
株，太密就结不出好果子啦。”村
里咖啡产业致富带头人黄海清用
这样的办法，在自家槟榔林下套
种了60余亩咖啡。

“这些年，槟榔、咖啡都有好
产量，说明这个套种模式行得
通。”村里另一种植户黄秀武种
的咖啡，在丰产期平均每株年产
约20斤鲜果，与单独种植的咖
啡产量相比毫不逊色。

目前，长兴村槟榔林下套种
的咖啡规模约500亩。今年咖
啡鲜果的田头收购价为每斤四
五元，产值可观。

“槟榔与咖啡同为浅根系农
作物，只要行间距、株间距达到
像长兴村这样的种植尺寸，很长
一段时间里两者的根系都不会
相互影响。”中国热带农业科学
院香料饮料研究所助理农艺师
陈鹏说，槟榔与咖啡的套种组
合，不仅搭配科学，还具有错峰
优势。

由于槟榔收成时间集中在8
月至年底，而咖啡收成则多集中
在上半年，长兴村的套种
模式，非常适合种植户
合理分配劳作时间。

“只要选准了产业，槟榔林下‘一地
巧生多金’完全是可行的。”

“发挥土地资源效益最大化，有利
于让林下经济产业链增值，帮助种植
户实现可持续性增收。”

……
受访中，来自省内科研机构的热作

专家及高校学者皆表示，应科学引导并
帮扶种植户发展槟榔林下产业。

一方面，槟榔的培育期较长。从最
初的垦荒栽种，到长期施肥管护及病虫
害防治，再到槟榔挂果，这一过程至少耗
时六七年，种植户才能迎来首轮收成。
另一方面，近年来槟榔市场行情波动较

大，让槟榔种植户十分被动。
在为槟榔选择“搭档”前，需要厘清

槟榔的生长习性。由于槟榔属于浅根系
植物，一旦在林下种植需精细化管护的
作物，难免要经常松土，很容易伤及槟榔
根须。而且海南槟榔种植地多为坡地，
在每年5月至10月的雨季，土壤养分容
易从坡地流失，进而影响槟榔的生长。

如何选种对槟榔根系生长及挂果
影响较小，且能有效改良土壤结构的经
济作物？

受访专家一致看好槟榔林下种斑
兰叶、香草兰、咖啡等香料类植物的模
式。因为这些作物根系浅，生命力顽
强，平时无需投入太多管护成本，且目
前市场行情相对稳定。

不过，在海南本地市场，上述香料
作物的产业链偏短，产值大多集中在鲜
果销售及原料粗加工环节。专家建议
政府有关部门，应出台具体措施，扶持
海南热带香料植物加工产业，延长产业
链，提高附加值。

考虑到作物彼此的生长习性，在充
分保障槟榔树生长需求前提下，海南省
农业科技110东北部服务中心主任万
祝宁建议，槟榔林下短期宜种1年至2
年生草本作物或花卉，中期可种多年生
草本作物或灌木，长期则建议种植咖啡
或木本小乔木。

对万祝宁的观点，海南大学热带
作物学院教授、海南省槟榔产业体系

科研人员杨福孙十分认同。
“发展槟榔林下经济，是一

种立体种植模式，也是一个多赢
的产业模式。”杨福孙认为，在槟榔林

下选种生态牧草、地瓜叶、豆科作物等
低矮的经济作物，也是不错的选择，“这
些作物的种植管护成本很低，但成效可
不小，能够减少土地裸露，起到保水作
用，同时还能松土固氮，增加土壤有机
质和养分含量，并抑制杂草，促进槟榔
树生长及提高产量”。

（本报五指山7月28日电）

名贵中草药，有
“仙草”的美誉

⦾金钗石斛附生
在槟榔树干表层，不
会伤到树干，还能帮
树干留住水分

⦾海南约有 190
万亩槟榔林，鲜果年
产值210亿元

与槟榔在各方面
都很合拍

⦾二者同为浅根
系植物，彼此生长可
以长期互不干涉

⦾槟榔收成期集
中在下半年，咖啡收成
期集中在上半年，种植
户可以错峰劳作

树上长“仙草”
同样是发展槟榔林下经济，五指山

市的种植户玩出了“新花样”——把名贵
中草药金钗石斛种在了槟榔树干上。

7月24日，五指山市通什镇番道
村的百余亩金钗石斛研学示范基地
里，一株株金钗石斛对称地攀附在槟
榔树干上。

看到石斛根系密密麻麻地包裹着槟
榔树干，也许有人会担心，这些石斛根系
会不会“偷”走树干营养？会影响槟榔挂
果吗？

最开始，海南乾景越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长张英在推广槟榔林下套种
金钗石斛时，就碰到村民这样的顾虑。

“2020年我来番道村考察时看到，
这里的槟榔树干上攀附着很多蕨类植
物，这些植物并没有影响槟榔的生长，
当时我就认定，在这里发展仿野生金钗
石斛产业，准能成。”

为了消除种植户的质疑，张英请
来科研人员在现场授课。“金钗石斛是
附生性草本植物，根系只会攀附在树
干表层”“石斛吸收阳光、空气和水雾
就能生长，不会伤到树干，还能帮树干
留住水分”……

由于金钗石斛具有很好的药用功

效，早些年在民间也有“仙草”的美誉，
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有了专家释疑，
再加上通什镇政府等部门从中牵线搭
桥，番道村李泽民等几位种植户动了
心，合计腾出约135亩连片槟榔林，作
为示范基地，与张英合作种植金钗石
斛，并约定产业分红。

“找来棉线，把石斛种苗固定在至
少1米高度的槟榔树干上”“在每株树
干上种8对到10对石斛，尽量对称，采
光通风才好”“定期喷灌水肥，不会影响
槟榔的采摘和根系管护”……在公司技
术人员的指导与李泽民等种植户的精
心养护下，原本需要两三年才能采收的
金钗石斛，和槟榔共生后，仅用20个月
就迎来首轮收成。

张英介绍，经第三方公司检测，产
自该基地的金钗石斛，其石斛碱含量远
高于入药的标准，“槟榔是很好的南药，
在这种仿野生环境下种植金钗石斛，药
效品质更有保证。”

看中金钗石斛与槟榔共生所激发
的产业活力，自今年起，该公司在通什
镇和毛阳镇又另外合作了280亩槟榔
林，铆足干劲准备扩大金钗石斛的种植
规模。

除了咖啡、石斛，槟榔林下还能种
什么？在屯昌县，有种植户找到了新
方向。

7月25日午后，在屯昌县晨星农场
一处槟榔林下经济示范基地，炽烈的阳
光穿过一簇簇高大的槟榔树冠，变成细
碎的柔和光斑，洒在树下一垄垄长势青
翠的斑兰叶片上。

斑兰又称香露兜、斑斓，是一种源
自东南亚的草本香料植物，常用于制
成斑兰糕、斑兰椰乳等小吃、冷饮。其
叶片富含角鲨烯、亚油酸、叶绿醇等活
性成分，还可应用于医疗保健及美容
等领域。

“斑兰喜阳，但其叶片如果长时间
被阳光直晒，营养成分容易流失。槟榔
叶子可以部分遮阴，林下通风性也好，
最适合斑兰生长了。”基地负责人、琼崖
香兰农业科技（海南）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俊介绍。

这份认知，也源自此前我省科研人
员的相关研究成果。2021年，学术期
刊《热带作物学报》刊登了海南大学园
艺学院、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香料饮料
研究所科研团队的研究文章。科研团
队通过种植实验证明，在槟榔林下种植

斑兰叶，不仅可以合理利用自然资源，
增加经济效益，还可以增加土壤中速效
磷含量，促进槟榔和斑兰对氮、磷、钾等
养分的吸收。

去年10月，王俊与屯昌当地槟榔
种植大户王龙德合作，在275亩正值丰
产期的槟榔林下，种了大约30万株斑
兰。8个月后，这批斑兰在今年6月陆
续迎来收成。

“这阵子，斑兰叶的田头收购价是
每斤3元，不怕割得勤，它长得也快！”
王俊算了算账，今年长成的斑兰，每亩
割一茬可收获约200斤鲜叶，1年能割
五茬，每年可售超27万斤鲜叶，入账约
80万元。按照斑兰叶的生长规律，来
年亩产量还将递增，且斑兰根茎衍生出
的种苗，也有不错的市场行情。

聊天间，王龙德用锄头挖开一株
斑兰的根部，指着土壤下细网状的根
须说：“种槟榔的土壤容易因为施肥硬
化，套种斑兰这种浅根系的农作物，既
不会伤树根，又能改良土壤，让槟榔树
长得更好，一举两得呀！”他抬头看着
槟榔树上结出的一串串饱满小青果，
露出了笑容。

（本报五指山7月2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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槟榔林下
万物生长

不同的作物之间
产生奇妙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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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选择槟榔林下作物
■ 本报记者 曾毓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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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不同的热带作物
进驻槟榔林下

是一种聪明的农业模式
能走好这条赛道的人

都超酷的O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