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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龙丹梅

俗话说：种桑栽桐，子孙不穷。蚕桑是重

庆的“老”产业，上世纪九十年代，多地都在发

展蚕桑，但由于受市场行情波动影响，农民后

来大面积毁桑改种。

黔江区却是例外！蚕桑产业并非黔江传

统支柱产业，其产业体量20年前还位居重庆

倒数。但自2001年国家实施退耕还林以来，黔

江区因地制宜发展蚕桑产业，探索出了一条生

态修复与产业富民有机结合的新路子。

如今，黔江作为重庆最大的蚕桑产业基地

区县，已连续10年桑园规模和桑蚕茧产量稳居

全市第一。2020年，黔江优质桑园面积已发展

到8.3万余亩，预计蚕农售茧收入1.17亿元，全

区有1万余户4.3万余人的承包耕地栽种蚕桑，

带动1.2万余人从事蚕业生产。

蚕桑产业已成为黔江70%的贫困村、10%

的建卡贫困户和易地扶贫搬迁户脱贫增收的

支柱产业。

“老”蚕桑为何能在黔江这片土地上焕发

出“新”活力？近日，重庆日报记者走进黔江区

进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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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江区濯水镇双龙村的田间地头都是
岩石，岩石之间瘠薄的土地上，一棵棵桑树
却长得郁郁葱葱。

“几乎全村都是这样的岩隔涝地（当地
方言，石漠化地区），以前搞产业想都不敢
想。”11月5日，三组村民蔡正波告诉重庆
日报记者，是蚕桑改变了双龙村，“这几年
我开荒80多亩来种桑树，今年养蚕20多
张，卖茧收入近16万元。”

徐兵介绍，桑树根系发达，抗旱性强，
固土效果明显，具有生态修复功能。双龙

村从2005年起因地制宜大力发展蚕桑，目
前已有在地桑园面积 3000 亩，2019 年
104户养蚕农户全年产茧2261担，实现养
蚕收入440万元，户均养蚕收入3.5万元，
其中包括16户贫困户。

黔江区是典型的山地喀斯特地形，是
全国首批100个石漠化综合治理示范县之
一，全区石漠化土地面积达3万多公顷，石

漠化耕地占石漠化面积的52.22%。黔江
区将石漠化治理与发展蚕桑产业相结合，
与西南大学合作建立了重庆市荒漠生态系
统定位观测研究站，正在积极创建黔江国
家荒漠生态系统定位观测研究站。

通过十多年的发展，黔江用桑树治理
石漠化，不但富了百姓，也收到了良好的生
态社会效益，目前该区石漠化区域里的桑

树已逐渐成林，土地的基岩裸露度由原来
的60%以上降至30%以下。

未来的黔江蚕桑如何发展？何健介绍，
黔江将实现蚕桑产业省力化、标准化、机械
化、智能化、多元化、品牌化发展，通过提高桑
园亩产综合效益，延长产业链，增加蚕农收
入来降低桑蚕鲜茧在桑园受益中的比例，从
根本上增强抵御桑蚕茧市场波动风险的能
力。通过开展优质蚕桑鲜茧生产、蚕桑附属
物综合利用、桑园订单间作、桑旅融合发展等
措施，实现亩桑综合效益8000—10000元。

用桑树治理石漠化 绿了山川

蚕桑处于丝绸产业链的最前端，自身
的利润空间较小，蚕茧价格很难出现大幅
上涨。而在过去，桑树的根、茎、叶、花、果
及蚕蛹等资源大量闲置，利用率低。黔江
区通过积极探索蚕桑产业多元化发展路
径，在蚕桑产业链条的每一个环节上培育
经济增长点，寻找产业附加值。

11月5日，位于黔江正阳工业园区的
重庆市双河丝绸有限公司内，工人正在生
产线上选茧、煮茧、缫丝……雪白的蚕茧经
过一道道生产线后，就变成了一根根晶莹
剔透的蚕丝。这家企业是黔江区2006年
从浙江桐乡市招商引进的蚕桑生产龙头企

业，集缫丝生产、生丝、丝织品、绸缎、丝绵、
床上用品、服装为一体。依托该企业，黔江
区引进了花神织绸公司、唯美地毯公司打
造“黔江·桐乡丝绸工业园”，建成蚕桑被、
织绸、地毯等加工生产线，填补黔江丝绸深
加工产业空白。

在不远处的青坪社区、重庆海通茧丝
绸全产业链项目建设工地，工人正在加紧
施工。这是黔江区去年依托东西扶贫协作
引进的重点项目，将在黔江建集基地培育、

缫丝生产、食品加工、丝绸制品为一体的全
产业链项目。

这两家龙头企业的引进，将传统的“一根
丝”延伸至茧丝绸全产业链，使得黔江蚕桑产
业体系“丰腴”起来，保证了蚕茧价格稳定。

今年，黔江区正式获评国家蚕桑生物
产业基地，这也意味着黔江蚕桑产业将从
目前的茧丝绸产业链延伸至蚕桑生物全产
业链。徐兵介绍，黔江有8.3万亩标准桑
园，每年可产16万吨桑叶、8万吨桑枝、5

万吨蚕沙、7万担蚕茧和250吨蚕蛹，这些
资源都可以“变废为宝”。

以每年产生的8万吨桑枝为例，如果
制造桑枝生物质颗粒燃料，可实现销售收
入4500余万元，实现利税400余万元。此
外，桑叶可做成桑叶面、桑叶茶，冬天剪下
来的桑枝可发展食用菌……

目前，黔江已有9家蚕桑生物企业实
现投（试）产，在濯水古镇还建成了武陵山
丝绸博物馆，黔江已基本建成集科研、蚕
种、栽桑、养蚕、缫丝、织绸、服装、地毯、桑
文旅、出口贸易及桑蚕附属物深加工于一
体的全产业链，2019年实现产值5亿元。

从“一根丝”向全产业链发力 富了百姓

养蚕是个体力活。按照过去传统养
蚕模式，一张蚕需要50多个蚕簸，农户投
放桑叶需要弯腰上万次，将蚕簸端上端
下，一般人吃不消，一家人一年只能养一
两张蚕。

但重庆日报记者在田明强家见到的轨
道式地蚕育模式，和传统养蚕方式大不相
同。田家的蚕养在地上，四周搭起了塑料
大棚。大棚内安装了省力化喂蚕轨道车，
人站在悬空的轨道车上，摇动手柄前后行
进，将手里的桑叶撒下，不用再不停地端蚕
簸、反复地弯腰。

而在太极乡鹿子村一组的桑园托管中
心，摆放着60个电动升降蚕台。通过机械
化升降蚕台，摆脱了过去将蚕簸端上端下

的繁重劳动。
鹿子村支书彭正远介绍，过去村民家

家户户栽桑养蚕，后来因劳力不足，养蚕的
少了，不少桑园闲置。后来，鹿子村集体经
济联合社领头，把155亩闲置桑园托管起
来，通过机械化模式养蚕，节省一半人力。
今年以来，这个托管中心养了160多张蚕，
卖出120多担，收入24万元左右。

徐兵介绍，黔江区在发展蚕桑的过程
中，注重科技兴蚕助力产业发展。经过对
比实验，推广使用了更适合黔江本地的桑、
蚕品种。比如近年来主推的桑树品种强桑

1号，叶片比巴掌还大，摘叶省力，产量也
比传统品种高得多；引进的雄蚕品种“秋
华×平 30”等，吐丝和结茧都更上一层
楼。通过加强桑、蚕良种推广与多批次养
蚕结合，促进农户年度栽桑养蚕增幅都在
20%以上。

黔江区还建立了茧丝绸产业院士专
家工作站、荒漠生态系统定位观测研究
站、重庆市蚕科院黔江分院、蚕桑产业技
术体系黔江基地等技术攻关平台，以及
区、乡镇、村三级技术服务体系，推广山
地省力高效养蚕“六化五配套”（即蚕桑

品种良种化、桑园管理标准化、小蚕共育
专业化、养蚕大棚简易化、方格簇结茧自
动化、消毒防病统一化；一户养蚕户 3 亩
桑园配套一个大棚、一个消毒池、一个贮
沙坑、一个储桑池、一名合格的养蚕员）
集成技术，让养蚕成为男女老少都能学
会的“傻瓜技术”，帮助农村留守人员脱
贫增收。

正是靠着科技助力带来的劳动效率提
升，田明强所在的金溪镇，2017年以前在
地桑园面积仅713亩，短短3年里发展到1
万余亩，栽桑养蚕农户从2017年的34户
增加到378户。2019年，金溪镇蚕茧产量
从2017年的510担增加到3322担，实现
产值597万元，户均增收1.58万元。

科技助力 栽桑养蚕变繁为简

11月 5日，黔江区金溪镇岔河村二
组，39岁的贫困户田明强正在桑园内间种
青菜头，他要趁着冬季桑树休眠期间，在桑
树的行间栽种青菜头来提高桑园的立体种
植收益。

田明强2017年开始栽桑养蚕，如今已
发展到100多亩。今年夏天持续降雨，田
家的秋茧减产近1/3，但售价却高于去年，
这让他决心把栽桑养蚕一直搞下去。

售价高，得益于黔江区今年在全国率
先开展的桑蚕茧目标价格保险试点，一旦
蚕农售茧价格低于目标价格时，由保险公
司对蚕农予以补偿。

蚕桑产业是外向型产业，发展受国际、
国内两个市场影响，价格呈周期性波动，蚕
农普遍存在“低潮砍、高潮撵”的短期发展

行为。但黔江区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
连续20年印发《做好蚕桑生产工作的通
知》，制定年度建桑园、产蚕茧目标，明确奖
扶政策和工作措施，确保蚕桑产业得到持
续稳定发展。

“2009年，黔江区把蚕桑作为全区三
大农业骨干产业发展，出台了持续稳定的
蚕桑产业扶持政策，累计统筹整合各级财
政资金近5亿元支持蚕桑产业发展。”黔江
区林业局蚕业管理总站站长徐兵介绍。

以田明强家的桑园为例，从新建桑园、
桑园管理、建设蚕棚、购买机具、修建道路
等都有政府补贴，他还获得了贫困户小额

信贷和农行提供的产业贷款，有了发展蚕
桑的资金。

价格稳，产业稳。针对蚕桑价格波动
大的特点，黔江区建立了价格保护机制，在
市场低迷时实行保护价收购，政府给予适
当补助，保住桑园不损毁；在市场行情上升
时确定政府指导价，确保价格不出现大起
大落。今年，黔江还在全国率先开展了桑
蚕茧目标价格保险试点，恰逢今年持续降
雨天气蚕农受灾，该保险立刻发挥了作用。

黔江区为何认准了蚕桑产业，数十年
如一日地扶持其发展呢？

“蚕桑产业是公认的’短平快’，当年栽

桑就能实现当年养蚕当年有收益。”黔江区
林业局局长何健说，蚕桑产业链条非常完
整，从蚕沙、蚕蛹、蚕茧、蚕丝，到桑枝、桑叶
都可以实现加工利用，而且蚕桑产业是生
态产业，对于石漠化治理效果极好，再加上
国家“东桑西移”工程带来的机遇，黔江认
准了蚕桑作为重要的产业扶贫项目，一届
接着一届抓，这才有了今天“连续10年桑
园规模和桑蚕茧产量稳居全市第一”的成
绩。

今年，黔江区还获得了“国家蚕桑生物
产业基地”称号，并上榜“中国特色农产品
优势区”名单。黔江区委书记余长明说，蚕
桑产业是黔江对外交流的名片，是农村脱
贫致富的重要渠道，是丢不得也丢不起的
骨干支柱产业。

认准蚕桑 一张蓝图绘到底

本报讯 （记者 龙丹梅）蚕桑产业因
其易发展、收效快、无污染、利生态的特点，
兼具生态功能和经济效益，正逐渐成为我
市助农增收的重要产业。重庆日报记者近
日从市商务委了解到，目前我市有22个区
县从事蚕桑生产，全市桑园总面积稳定在
80万亩左右（含生态桑），有养蚕农户约7.7
万户。2019年，全市蚕桑总收入达到10.8
亿元，户均1.4万元，比2015年翻了一番。

市商务委市场体系处处长王顺辉介
绍，重庆是我国蚕桑生产十大主产区之一，
近年来，市商务委围绕脱贫攻坚和乡村振
兴，按照“因地制宜、相对集中、适度规模、

重点发展”原则和“规模化、集约化、标准
化、智能化”发展方向，着力补短板、强弱
项，稳步推进全市蚕桑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年发种稳定在40万张，产茧1.4万吨左右，
发种量、蚕茧产量均列全国第9位，荣获

“中国十大优质茧丝生产基地”称号。
在稳定蚕桑产业发展的同时，我市大

力推广省力化、机械化设施设备，探索发展

“基地标准化、养殖工厂化、设备智能化”新
型养蚕模式，推广分段饲养、滚动多批次养
蚕等新技术。

据了解，我市围绕“种养分离”目标，应
用智能化设备，通过物联网大数据平台预设
最佳温湿度，自动控制蚕室环境，实现添桑、
除沙、消毒、上蔟和采茧等全过程智能操
作，研发出全球领先、集智能蚕桑养殖设

备、管理系统和大数据平台于一体的智慧系
统，实现了桑蚕业融合智能科技的创新突
破。在奉节、巫溪、云阳、合川等蚕桑产业重
点区县推广建设现代智能化养蚕工厂20余
座。通过智能养蚕系统，将养蚕从第一产业
过渡到第二产业，并通过产业链后端融合第
三产业，彻底颠覆了传统养蚕的理念与模
式，使蚕茧养殖环节从传统的农民个体散养
走入智能车间工厂化集中饲养，实现种桑
和养蚕的分离，龙头企业通过收购桑叶而
诞生了“桑农”这一新的职业，保护价收购使
企业和蚕农、桑农结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
的利益共同体，从而实现稳定增收。

重庆养蚕农户已达7.7万户
发种量、蚕茧产量均列全国第9位

阿蓬江镇青杠村民在转运桑叶。

花神丝绸女工用蚕丝织布。

石会镇蚕茧站，工人们在烘烤蚕茧。
本版图片均由特约摄影 杨敏/视觉重庆

濯水镇双龙村桑园航拍图。

太极乡太河村民在给小蚕添加桑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