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介绍，今年睦和村不仅将继续扩大水果种
植面积，还将在提升水果品质上下功夫。通过嫁
接技术，让龙眼、荔枝等水果的品种更丰富，品质
更优良。

“睦和村是涪陵区水果产业发展的一个典型
代表。”全国人大代表、涪陵区委书记周少政说，涪
陵区有35万亩的水果产业，其中有脐橙20万亩、
龙眼3万亩、荔枝1万亩。目前，涪陵区正在结合
自身特点和优势，谋划全区水果产业的提档升级。

周少政说，涪陵区长江沿岸的乡镇种植龙眼、
荔枝等水果，有着先天的自然优势。“这些地方海
拔较低，土壤肥沃，适合种植龙眼和荔枝。”周少政

说，涪陵区要在扩大水果产业布局的基础上，进一
步提升水果品质，打造精品水果品牌，通过水果产
业的发展带动更多村民致富。

提升品质挖掘文化

涪陵区要打造精品水果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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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前，这里还是一个贫困的小渔村。通过
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发展龙眼、荔枝等果树种植，
睦和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如今，睦和村的2600亩果树已经成了全村人
的“致富树”。涪陵区也正在谋划，要让果树长出
更多的“摇钱果”。

睦和村紧邻长江。每到4月，沿江种植的龙眼
树和荔枝树繁花盛开，把江岸装扮得如一幅美丽
的山水画卷。

在20年前，睦和村为了种下这些果树，经历
了不少困难和抉择。

“我们刚提出要种果树，不少村民都不相信，
也不支持。”刘家奇说，睦和村由于地处丘陵地形，
一直以来，家家户户都以种植水稻、玉米、红苕等
粮食作物为主。

让种了一辈子粮食的农民放弃种植粮食，刘
家奇早就料到会遭遇反对。然而，他更清楚地看
到，睦和村已经到了必须走产业结构调整之路的
时候。“当时的年人均纯收入不到1600元，只有通
过产业结构调整，村民们才能走上致富路。”

睦和村邀请了涪陵区科协、果品办、农委等相
关部门的专家到村里来实地把脉，结合当地的土
壤、气候、环境等多方面条件，提出先打造100亩
龙眼种植示范园的思路。

刘家奇还给村民们算了一笔账：种植龙眼要

比种植玉米，每亩增加收入3倍多。
专家的建议和村支两委的积极推动，让部分

村民有了试一试的念头。1998年，睦和村有100
多户村民在自家田里种上了龙眼。

“最开始还是不敢种多了。我只拿了一半的
地来种龙眼。”黄明是村里最早种龙眼的村民之
一。他说，从种下果树的那天起，他和村民们都盼
着果树上能长出“摇钱果”。

后来，睦和村的龙眼树越种越多。不少村民
也开始种植荔枝、枇杷等果树。

2003年，黄明和不少村民尝到了种植龙眼的
“甜头”。这一年，睦和村种下的第一批龙眼树丰
收。黄明种的1亩龙眼树，给他带来了2000多元
的收入。

“比种玉米的收入翻了一倍多。”黄明说，看到
了效益，他和很多村民都扩大了果树种植的面
积。随着睦和村的水果越来越多，来睦和村的人
也一年比一年多。

“每年都有很多人开车来我们村里摘龙眼、

荔枝，果子还没下树就卖光了，根本不愁销路。”
黄明说，果子采摘和乡村旅游让村民的钱包都鼓
了起来。

黄明的微信好友里，有一半多的好友都是来
他果园摘果后加上的。“果树刚开花，就有人来预
约采摘了。”黄明说，有的游客担心来晚了摘不到
龙眼、荔枝，还会提前付定金“包树”，把黄明在微
信朋友圈里推荐的果树，花钱“包”下来。

看着来村里的人越来越多，黄明也和不少村
民一样，在自己家里开起了农家乐。今年，果树和
农家乐给黄明带来了超过5万元的收入。

目前，睦和村已形成了“春有枇杷，夏有荔枝，
秋有龙眼，冬有脐橙”的水果产业，果园面积达到
2600亩。

其中，脐橙1700亩，龙眼470亩，枇杷220亩，
荔枝210亩。乡村旅游年接待游客量6万余人次，
收入120余万元。2017年底，全村农民年人均纯
收入达到14700元，比20年前种果树时增长了近
10倍。

“果树刚开花就有人预约采摘了”
涪陵区睦和村种果树，人均收入增长近10倍

核心提示

3月10日上午，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习近
平总书记来到重庆代表团参加审议。代表们
发言时，总书记不时与大家交流互动。

全国人大代表、巫山县委书记李春奎发
言说，巫山已连续举办了十一届长江三峡国
际红叶节。

总书记微笑着说，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一
部红遍全国的电影《等到满山红叶时》，说的
就是三峡红叶，景色很美!

李春奎介绍巫山在绿化造林和脱贫攻坚
过程中，发动群众种“巫山脆李”。

总书记饶有兴趣地问道:个头有多大？颜
色是红色、青色还是黄色？

全国人大代表、涪陵区南沱镇睦和村党
支部书记自报家门，总书记插话说，自己十几
年前去过涪陵，记得涪陵榨菜。

……
巫山红叶、脆李、榨菜、龙眼、荔枝，总书记

提到的这些“重庆宝贝”，在重庆发展如何？在
带动当地群众致富上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今天，我们特别策划推出了这组报道。

红叶、脆李、榨菜、龙眼、荔枝

总书记提到的这些“重庆宝贝”
已成为群众致富的“摇钱树”

回忆起10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重庆代表团审议时的情形，
李春奎依然难掩激动之情。

他说，自己刚介绍来自重庆巫山县，总书记就饶有兴味地询问
神女峰和长江三峡中巫峡段的位置。

李春奎回答道，神女峰位于巫山境内，巫峡也主要在巫山境内，
并以绵延数十公里的巫山红叶驰名中外。

李春奎随即补充道，巫山已连续举办了 11 届长江三峡国际
红叶节，正努力打造“北有香山红叶、南有巫山红叶”的旅游品
牌。

总书记微笑着说，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一部红遍全国的电影《等
到满山红叶时》，说的就是三峡红叶，景色很美!

随后，总书记再次问道，现在三峡库区是否还能看到猴群?
李春奎颇为骄傲地回答，随着库区生态环境不断改善，巫山小

三峡里的猴群越来越多，还出现了珍稀动物金丝猴的踪迹。
在发言中，李春奎详细汇报了巫山如何念好“山字经”、做好“水

文章”，守好“两岸青山”、永葆“一江碧水”，把生态优势转为发展优
势的情况。

其中，李春奎介绍巫山在绿化造林和脱贫攻坚过程中，发动群
众种好巫山脆李这一“摇钱树”，很多农户靠种果树致了富。

总书记表现出浓厚兴趣。他询问道：脆李是否属于李子的一种?
个头有多大？颜色是红色、青色还是黄色？

李春奎解释，巫山脆李就是李子的一种，颜色偏青色，因为口感
脆嫩、汁多味香，所以叫做脆李。

“总书记听后笑道，他在福建工作时候，当地古田县出产一种水
果叫油柰，也属于李子品种，皮薄肉厚，酸甜清脆，很好吃，想来和巫
山脆李差不多。”李春奎回忆说。

巫山红叶闻名遐迩。每年11月，漫山的红叶将长江巫山段的高
山峡谷染成一片火红。

这些年来，巫山的山川美景和每年一届的三峡红叶节，吸引着越
来越多的游客。

在巫山县抱龙镇青石村，有一家“神女苑”农家乐，这里离巫山神
女峰不远，每年都会吸引不少游客来落脚。这家农家乐的主人，是
38岁的易光琼和她的丈夫宋清贵。

他们都是三峡移民。到了青石村后，夫妻俩最初是靠打渔为生，
一年的收入只有几千元。

那时，每年有不少驴友、摄影爱好者到神女峰旅游，但附近却没
有农家乐可以歇脚。

易光琼看到了其中的商机。2003年，她和老公一合计，把家里
布置了一下，安排出几间房，开起了“家庭旅馆”。

易光琼的“家庭旅馆”虽然很小，但每年也有两三万元的收入，比
起打渔还是大大增加了。

易光琼说，没想到来巫山旅游的游客一年比一年多。她清楚地
记得，2007年11月，首届三峡红叶节暨第八届神女旅游文化节开
幕，游客挤爆了景区，她家的农家乐也是门庭若市。

接下来的几年里，夫妻俩将农家乐进行了扩建。昔日几个房间
的平房，已变为如今三楼一底的楼房，有20多个房间。

去年，易光琼的农家乐收入近20万元，“旅游带动了我们致富，
山窝窝也变成了金窝窝。”

巫山神女峰下的农家乐老板易光琼：

旅游发展让山窝窝变成了“金窝窝”

自打陈仁太记事时起，他的生活就与榨菜有
关。小时候，他跟着父母在地里砍青菜头（榨菜原
料）、串青菜头，涪陵珍溪镇江边都挂着正在晾晒
青菜头。

如今37岁的陈仁太做青菜头粗加工已经10
年，他的加工厂可以年加工约2000吨青菜头。近
百万的年收入，早已让他买车买房。

“小时候，青菜头对我来说是欢乐，长大
后，青菜头对我来说是财富。”陈仁太说，他从
20多岁开始做粗加工，现在看来，比外出打工
要强太多。

涪陵榨菜一直在改变陈仁太的生活：小时候
过春节，父亲卖了青菜头给他换衣服；交不起学
费，他在地里砍10天青菜头就解决了。现在每到
春节前后，陈仁太总是很忙，要忙着收农户种植的
青菜头。

他说，近年来，在为他提供青菜头的农户
中，有上百户脱了贫，普通农户的年收入都在5、
6万元。

全国人大代表、涪陵区委书记周少政说，涪陵

榨菜不仅驰名中外，而且让不少农民致富，是我们
重庆山里的“宝贝”。

去年，依托榨菜这一产业，涪陵全区农民人
均增收2200元。周少政表示，接下来要让涪陵
榨菜帮助更多农民致富增收，关键就是要加强生
产智能化建设。同时，要加强品牌建设，为涪陵
人留住乡愁。

涪陵榨菜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652年。
周少政介绍，涪陵榨菜早已驰名中外，如今已经
远销50多个国家。它曾在1915年的巴拿马国
际食品博览会上荣获金奖，为世界三大腌菜之
一。

近百年来，涪陵榨菜经历了草创、萎缩、稳
定、变革等阶段后，如今已经步入现代化产业发

展阶段。
去年依托榨菜这一产业已让全区农民人均增

收了2200元，全区年产量达到160万吨。青菜头
9月播种，次年2月收割，填补了冬季蔬菜的空白，
但最大的难点是，收割期只有约20天，不收割就
要开花。

“除了播种和收割，目前涪陵榨菜生产已经
实现自动化。”周少政表示，如今面临的难点是，
如何实现机耕机种。因为青菜头形状不规则、
重量不轻，收割往往靠人工。接下来要加强涪
陵榨菜生产智能化建设，目前区里正启动青菜
头机耕机种的研究。周少政说，攻克了这一难
题，农民才有望扩大规模，把有限的劳动力用于
管理。

涪陵榨菜是食品，更是乡愁
将加强涪陵榨菜生产智能化建设

“我是来自重庆市涪陵区南沱镇睦和村的刘
家奇。”全国人大代表、涪陵区南沱镇睦和村党支
部书记刘家奇发言时自报家门。

“睦和村，是和睦的意思吧，这个名字好啊！”
习近平总书记在与刘家奇的交流中时，说他“记得
涪陵榨菜”。

“对，我们涪陵榨菜，驰名中外！”

当全国人大代表、涪陵区南沱镇睦和村党支
部书记刘家奇介绍睦和村大力调整农业产业结
构，发展龙眼、荔枝等名优特水果种植时，习近平
总书记给刘家奇提了一个专业问题：睦和村的龙
眼、荔枝，什么时候成熟？

刘家奇回答，荔枝的采摘是从7月中旬开始，
龙眼的采摘是从9月上旬开始。

习近平总书记说，福建的荔枝到了 8 月份
还有。

刘家奇自豪地说：“我们村最晚熟的荔枝，也
是8月下旬上市。等我们荔枝上市的时候，市场上
就基本没有荔枝了。”

总书记笑着说：“看来你们这里的气候条件还
是不错的。”

“今年年底，巫山机场将建成通航。届时，游客可以坐着飞机来巫
山赏红叶了。”昨日，巫山县委书记李春奎说，巫山正全力支持和配合
国家及我市的相关交通建设项目，打造集航运、高速公路、高铁、航空
于一体的立体交通体系，加快建成渝东综合交通枢纽。

李春奎介绍，今年下半年巫山机场建成后，巫山将与北京、上海、
广州、成都、西安、昆明、重庆、贵阳、武汉等城市实现通航，可为巫山
及库区腹地的旅客出行提供便捷，让更多的人飞进来看巫山的绿水
青山、领略三峡的壮美雄奇。

李春奎说，目前巫山机场到县城的快速干道已经开通，未来还会
实现“城景通”和“景景通”。

除此之外，郑万高铁2021年通车后，巫山到北京只需4个半小
时，到上海5个小时，到重庆主城2个小时，届时巫山旅游或将出现

“井喷式”的增长。
另外，今年巫山还要争取开建两条高速公路：一条是巫山到巫溪

的“两巫”高速公路，打通北上到西安的通道；另一条巫山到奉节的高
速公路，打通南向通道，今后到湖南张家界将更便捷。

巫山加快建成渝东综合交通枢纽

每年春天，长江巫山段的两岸和巫山各地山间，一大片一大片的
李花盛开，洁白如雪，美不胜收。这些开花的李树，名叫巫山脆李。

在巫山的26个乡镇街道，曾经的一座座荒山，如今已变成了一
座座“花果山”。20万亩巫山脆李，正在带动村民脱贫致富。

柑园村位于巫山县曲尺乡的大山深处，人口1200多人。
50岁的陈文明是柑园村的村主任。他介绍，以前，村民主要种

小麦、水稻，大多是自给自足。由于没有经济收入，村民们大多生活
贫困。上世纪90年代，全村一大半青壮年都到沿海地区打工，剩下
的大多是老人和孩子。

“好多地都撂荒了，还有不少是荒山，可惜啊！如果家乡发展好
了，哪个还想背井离乡外出打工！”1995年，陈文明当选柑园村村主
任，如何让村民增收致富，就成了他每天思考的问题。

陈文明说，1996年，一直在外面养蜂的老孙回到村里开始种桃
树。树苗是从外面买来的，被称作“三月桃”。他在一亩多地上种了
50多株桃树，采摘的桃子居然卖了3000多元钱。

“村民种麦子，一亩地最多几百块，发展果树种植不错。”这给了
陈文明灵感。他把目光瞄准了在当地拥有悠久种植历史的巫山脆
李。1999年，他带领村民大面积种植李树，并不断改良品质。巫山
脆李口感好，很多外地商贩慕名来收购。

2003年，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曲尺乡宝子滩李子专业合社成
立了，陈文明担任专业合作社社长。很多外出打工的村民返乡后，也
不愿意出去了，在家专心种植巫山脆李。现在，专业合作社已吸引了
700多户村民加入。

专业合作社通过网上销售，把巫山脆李卖到全国各地。“品相好
一些的，每斤最高可以卖到20多元，普通的也要三四元一斤。”陈文
明说，他家的10多亩李子，一年可以收入15万多元。

发展李树，还带动了旅游发展，吸引了不少市民去果园里体验李
子采摘。

最近，陈文明还代表合作社与附近的官渡镇签订了合同，将种
植李树1000多亩，“这些李树挂果后，可以带动更多村民致富。”

20万亩巫山脆李带动村民脱贫致富

关键词：巫山红叶、巫山脆李

“巫山脆李在唐宋时期已开始种植，距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
史。巫山发展脆李有地理、气候、土壤等优势，还有丰富的种植经
验。”昨日，在接受重报集团记者采访时，巫山县委书记李春奎谈起
巫山脆李，如数家珍。

据了解，2007年开始，当地政府相关部门对巫山脆李开展品种
提纯选优，以及优质丰产栽培技术试验示范工作，通过近10年的努
力，终于“修成正果”。如今的巫山脆李，因汁多味香，质地脆嫩，酸
甜适口，深受消费者的喜爱。

目前，巫山正大力发展脆李产业，全县约有三分之一的贫困户

因种植脆李而脱贫摘帽，脆李发展不仅促进农民增收，而且促使农
业增效和农村增绿。

巫山将长江江岸和中低山区规划脆李种植区，重点打造“一带
三片”，到2017年底，种植脆李20万亩，全部进入丰产期后可年产脆
李20万吨，实现产值20亿元以上。

据介绍，依托脆李，巫山举办了春季“李花节”和夏季“采摘
节”，打造乡村休闲体验区和脆李发展观光区。现在，“两节”带
动发展乡村旅游农家乐50家、从业人员250余人，促进了农民快
速增收致富。

巫山将打造乡村休闲体验区和脆李发展观光区

关键词：龙眼、荔枝、榨菜

挂在江边风干的青菜头曾是涪陵一道靓丽的
风景线。在周少政看来，这对涪陵人民来说，就是
乡愁。他认为，加强品牌建设，既是为了壮大产
业，更是要为涪陵人留住乡愁。

坐落于涪陵江北岸线的1898榨菜文化小镇
即将在今年上半年开工。涪陵辣妹子集团相关负
责人介绍，该项目以建设重庆市农旅文融合发展
示范基地和涪陵榨菜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保护基地为目标，使涪陵榨菜历史文化得到传
承和保护，并通过展示榨菜文化的魅力。

该小镇占地约380亩，其中包括建设中国唯
一的榨菜博物馆、榨菜文化广场、非遗保护基地，
以及旅游配套等相关业态。

小镇将为游客提供一个真实、唯一、不可替
代，可看、可学、可品、可体验的榨菜历史文化聚集
和传播基地，形成活态化的榨菜文化博物馆和具

有地域文化特色的文化旅游景区。而涪陵人，可
以在这里找到关于榨菜的乡愁，可以通过一些游
戏，来体验涪陵榨菜的变革。

周少政表示，该项目将促进涪陵榨菜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加快推进涪陵榨菜产业转型升
级。未来，这里将成为涪陵榨菜的文化地标。

中国唯一榨菜博物馆今年开建

重报集团记者刘波、陈翔、蒋艳、李晟、罗薛梅采写

大图：长江三峡巫峡北岸的文峰红叶景区。 通讯员 王忠虎 摄

左下：近年来，巫山县努力调整产业结构，科学制定发展规划，坚定不移走规模化、规范化、专业化道
路，将巫山脆李这一传统产业做大盘强，提档升级。目前，该县脆李种植规模已达到20万亩，产量达到6万
吨，综合产值突破6亿元。 通讯员 王忠虎 摄

右下：2月5日，涪陵区马武镇民协村，村民正在将青菜头上架进行“风脱水”。春节长假后，当地菜农
抢抓时节收获青菜头，准备制作传统手工榨菜。

通讯员 李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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