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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好种业翻身仗——重庆种业系列报道②

□本报记者 颜安

3月15日，湖南耒阳。
漫山遍野的青花椒林里，一群村民围成一圈，正在听圈中

的一个人讲解技术要领。那人说着带有浓重重庆江津口音的
普通话，但周围的村民却听得聚精会神。

讲解的人名叫邹荣富，是一名来自重庆江津的九叶青花椒
“土专家”。土归土，但在业内却是一名真正的“大咖”：他是九叶
青花椒良种繁育的代表人物之一，研究的早熟青花椒，亩产高，
香味足，抗病性强，成熟时间早，受到市场广泛青睐，已在重庆、
湖南等地推广了12万亩以上。

据统计，全国花椒种植面积共2800万亩，其中青花椒占
40%，约1100万余亩。在群雄纷争的花椒市场上，江津区的
规模并不算大，但品质优势，使其位列我国花椒“四大名旦”
（江津九叶青、汉源贡椒、韩城大红袍、云南大红袍）之冠。

九叶青的品质和口碑，来源于数十年来对品种的研发和
改良。

天知椒的前世今生

□本报记者 颜安

九叶青花椒是重庆山地特色林果的代表
品种，其品种选育目前处于什么样的阶段和水
平，下一步将如何发力？3月14日，记者采访
了市农科院研究员，果树研究所副所长谢永
红。

“青花椒的品种改良大致经历了品种提
纯复壮、特异性状定向育种2个阶段。”谢永
红告诉记者，在品种提纯复壮阶段，我市立
足江津区先锋镇独特的土壤和气候条件，历
时 20多年从竹叶花椒中栽培驯化、基因选
型、提纯复壮，选育出了果实清香，麻味纯正
的九叶青花椒良种，解决了花椒产量不高、
麻味不足、香味无特色等问题；而在花椒特
异性状定向育种阶段，以不同熟期、皮刺退
化等优异性状变异资源，通过品种初选、品
比试验和区域适应性试验，先后选育出了早
熟九叶青和荣昌无刺花椒等良种，重点解决
了青花椒熟期过度集中和皮刺影响采摘管
理等问题。

经过持续品种选育后的九叶青花椒，良种
抗逆性强，早结丰产，皮厚色青，能够实现一年
定植、两年投产、三年丰产，是花椒品种中产量
最高、颗粒最大的良种，在重庆、四川、云南、贵
州、广西已推广应用200多万亩。

尽管如此，但青花椒品种类型单一的问
题仍然突出。例如，在品种选育方面，目前
还主要集中在调味品用途上，而在生物医
药、香料化工、日用化工专用品种选育方面
才刚刚起步。下一步，我市将利用高黄酮、
高酰胺、特香型等花椒特异性状种质资源和
特异性状功能基因，开展生物医药、香料化
工专用花椒良种定向育种，为青花椒产业从
调味品产业向生物医药、香料化工等领域拓
展提供品种保障。

“我市典型的山地立体气候条件和多元化
林果生物资源为山地特色林果品种选育奠定
了基础，所以我们不光在青花椒上有突破，在
其他果树类作物的种质资源研究上也有所建
树。”谢永红介绍，其中，利用秦巴山区野生猕
猴桃资源选育出了高抗逆性的渝猕一号猕猴
桃良种，解决了猕猴桃溃疡病毁灭性病害难
题；利用江安李变种资源，选育了巫山脆李、粉
黛脆李、金翠李等早、中、晚熟配套的脆李系列
良种，采摘期由50天延长至120天，为重庆
114.2万亩的脆李产业带建设提供品种支撑；
利用短低温桃资源，选育出了花期长达20天
的满天红一号花果两用桃良种和8月中旬成
熟的晚熟脆桃良种渝佛桃，支撑重庆纳凉度假
区休闲果业的发展。

下一步，我市将以青花椒、南方早熟梨等
山地特色林果为重点，全面收集保存野生资源
和近源野生种，创建山地特色林果国家种质资
源圃；通过青花椒等特色林果全基因组测序，
建立特色林果表型与基因型精准评价鉴定标
准，发掘特异性状优异资源和功能基因，开发
航天多倍体育种和分子育种等现代育种技术，
开展特色林果专业化育种，为山地特色林果产
业发展提供良种保障。

市农科院果树研究所副所长谢永红：

青花椒将进军
生物医药、香料化工领域

肖国林在品种选育道路上奔走的同时，
一些“土专家”也通过不断地种植和技术积
累，在品种优化上迈开了步子，邹荣富就是其
中之一。

“从我小时候，家里就种九叶青，大家对
这个‘宝贝’很喜爱。久而久之，也摸出了一
些门道。”邹荣富告诉记者，他通过观察发现，
传统青花椒存在挂果期抽梢、果实较小等问
题，进而影响了产量和销售。

“怎么才能改良这些缺点呢？”邹荣富对
这件事上了心，“我是学农的，本来有一定的
基础，但要改良青花椒品种，还有太多东西
要学习、摸索。”

从2009年开始，邹荣富在种满花椒树的
山林间不停奔走、寻找，同时还求教、寻访技
术人员。功夫不负有心人，有一次在田间，他
看到一株九叶青花椒上的一个结果枝节间粗
短、叶片浓绿、结的花椒也比其它花椒颗粒更
大，如获至宝。

此后8年，邹荣富对这株花椒树进行不断
地嫁接、提纯、复壮，终获成功——2016年，经
机构检测，邹荣富的新品种青花椒亩产最高可
达1500公斤，香味有90多种，比传统九叶青
多20余种；同时，抗病性强，而且投产后植株
也只有一两米高；成熟时间比普通花椒早7至
15天。

当年底，这个品种获市林业局林木良种
认证，并被命名为“早熟九叶青”，而邹荣富自
己则称其为“天知椒”，“主要是想通过这个名
字，记录我为此付出的心血和努力。”

“早熟九叶青的核心优势还是其早熟。”
江津区乡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吴宁介绍
说，相对于市场上大多数花椒品种，九叶青6
月便可采摘，已经有早熟的优势，而新品种则
在此基础上把上市时间提前了1-2周，无疑
为占领市场抢得了先机。

品种的优势，让早熟九叶青的推广顺风
顺水，在重庆、四川、陕西、云南、贵州等多个
省市种植。

九叶青花椒还将如何发展？肖国林做出
了分析和预测：“目前，国家花椒适产区均将
花椒产业作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长效产业
发展的重点，面积‘井喷式’增长，全国青花椒
种植面积有望达到2000万亩。”

这无疑是江津的机遇。采访当日，肖国
林带着记者来到了位于龙华镇的花椒产业
研发中心。这里，智能实验玻璃温室、植物
生理生态实验室、土壤理化分析室、农业气
象灾害鉴定室等一应俱全，已引入中国农业
大学、西南大学、中国林科院、市农科院等6
个科研团队，开展调味品资源、富硒功能产
品、花椒深加工产品、花椒药用价值等专项
研发。

九叶青花椒，或许将从这里，迈上新的台
阶。

应对市场优化品种，“早熟九叶青”历经八年研发面世

先锋镇的这份成绩单里，有肖国林的贡
献与功劳。

1983年，先锋乡推广种植九叶青，负责这
一事务的，恰好是刚参加工作、只有20岁的
林业干部肖国林。

从1983年至今，肖国林一直致力于青花
椒品种培育，为九叶青花椒的品质、产量提升
奉献了青春。

“起初推广并不容易，从1983年至1998
年，我们也仅仅是做到了从零星种植到小规
模种植。”肖国林告诉记者。

1998年，先锋镇开始建设标准化花椒基
地，对九叶青品种的研究正式起步。

当时的青花椒，树高5-6米，再加上栽得
比较稀疏，一棵树就要占8-9平方米的土地，
亩产量自然不高。而且，由于树冠比较大，打
药、杀虫等都很不方便，采摘的时候更是困

难：要搭一把梯子，爬上去用剪刀把花椒一颗
颗地剪下来，又费时又费力，一天顶多采摘二
三十斤。并且，由于花椒树上的刺很多，村民
的双手经常被刮得鲜血直流。

肖国林说，花椒树太高，最大的弊端就是
不好采摘，徒增人工成本，同时也不好进行日
常管护。另外，由于树冠较大，主枝较多，造
成了互相挤占资源，光合作用不充分，也影响
了产量。

怎么办？矮化势在必行。
肖国林牵头负责这一技术工作。“刚开始

确实是绞尽了脑汁，不知道从何入手，后来还
是从村民那里得到了灵感。”他说。

原来，上世纪九十年代，江津区吴滩镇现
龙村一农户修建新房，建房过程中需要抬预
制板经过种有花椒的小路，花椒刺多影响通
行，这家农户就把挡路的花椒枝条砍掉。几

天后，活着的花椒树居然从砍断的地方长出
了芽，第二年还结起了花椒，结的花椒反而果
实更大，产量更高。

“于是，我们决定，第一年矮化三分之
一，第二年再矮化三分之一，最终将树高控
制在两米以内。”肖国林介绍，树变矮了，占
地面积也就小了，这样便可以加大种植密
度。

研究矮化的同时，肖国林还在市林业局
科技处的技术支持下，开展了九叶青正交试
验。“就是在不同的海拔、不同的地块、不同的
光照条件下，种植同一品种的九叶青花椒，看
哪一块地的产量最高，品质最好。”通过这个
试验，肖国林找到了影响花椒丰产和品质的
22个因素，包括海拔高度、土壤成分、光照时
长、移栽时间、整形修枝等——这一整套技术
规程，使九叶青花椒的丰产和品质提升有了

基础。
栽植花椒需要“三定”，即定主干、定主

枝、定塑形。定主干，是根据坡底或平地，确
定主干的高度；定主枝，定的是3-5根一级主
枝，所谓母肥儿壮，主枝多了，小枝就太纤细，
少了，保证不了产量；定塑形，就是定树冠的
形状，即在九、十月间将几根主枝压成伞状，
整个树冠呈扁平化分布，这样一来就能层次
分明、通风透光、光合作用强。

用传统的种植方法，“三定”需要3年时
间，为了缩短九叶青从栽植到投产的时间，肖
国林和相关人员研究后，将“三定”缩短到了1
年，加速其上市时间。

长期开展品种选育和高产栽培技术试
验，肖国林探索总结出一整套成熟的绿色花
椒标准化生产技术，他牵头发明的“一种花椒
树矮化丰产方法”，通过推行带枝采摘的方
式，不仅大幅降低了采摘环节的劳动强度，还
使产量提高了35%左右。2013年，这一发明
获得国家发明专利证书。

持续多年的品种培育研究，让江津青花椒不断改良

邹荣富是九叶青花椒最新的代表人物之
一。“如果说我有点什么成就，那也是前人栽
树后人乘凉的结果。”他口中的“前人”，指的
是先锋镇村民马昭君。

40多年前，正是马昭君的一次无心之举，
让江津青花椒由小规模散种向品种化、规模
化发展。

江津自古就有种植花椒的传统，据记载
元朝就有种植，至今已有六七百年历史。在
毛里求斯海岸，曾打捞出一艘300多年前沉
没的荷兰商船，船上发现了桶装花椒，至今仍
散发出香气，桶上依稀可见“巴蜀江洲府”字
样（江津古称江洲）。

但在很长时间里，江津花椒都是小打小
闹，不成规模。

“那时的花椒品种一般，产量相对较低，
也没有先进的种植技术，经济价值不高，并没
有大面积推广。”江津区农业农村委高级农艺
师苏家奎告诉记者。

转机发生在1978年的一天，马昭君的妻
弟廖德垚在云南兜售完柑橘苗后，带回了几
株竹叶椒苗子。

马昭君从妻弟那要来了5株苗子，自己种
了3株，拿了两株给姐夫。马昭君将云南竹叶
椒和四川攀枝花的青花椒经过半年多的嫁接、选
育，培育出了香味浓郁、麻度纯正、外形有9个菱

角叶子的青花椒，即后来俗称的九叶青花椒。
“一根树子结出了7-8公斤生花椒，我拿

到江津城区去卖，价格是5角钱/两。”马昭君
回忆说。

这个价格可了不得！当时的大米每斤
才管两角三分钱，猪肉的价格也只有每斤7
角钱——一斤青花椒可以换7斤猪肉回来，
马昭君家的稀奇事一传十、十传百。没多久，
亲朋好友、左邻右舍都知道了。

“当时有不少邻居来找我要花椒苗子，那
个时候我也没有多的，就把花椒果实给他们，
然后把里面的种子取出来，也不育苗，直接就
撒在地里。”马昭君说。

青花椒的效益，在当时一枝独秀。“不论
是品质还是亩产都很不错。”马昭君的这一探
索很快得到政府的关注。他们号召村民种
植，可没想到却遭到了抵制。村民们说，“祖
祖辈辈都在地里刨食，现在改种花椒，要是收
成、行情不好，谁来保证大家的口粮？”

群众不敢尝鲜，政府只好带头——1983
年，先锋区公所下辖的先锋乡，开始组织人员
在前院后坝种植九叶青花椒。九叶青的种
植，从村民的自发行为上升到政府有计划有
组织地推动。

至1990年，在先锋镇，九叶青花椒进入
小规模推广阶段。两年后，进入规模发展阶
段。截至目前，马昭君所在的先锋镇，种植九
叶青12.8万亩，享有“中国花椒之乡”“全国科
普示范基地”“九叶青花椒原产地保护”称号。

40多年前的无心之举，选育出造福一方的九叶青花椒

40多年前，江津村民将云南竹叶椒和四川攀枝花的青花椒嫁
接、选育，培育出了香味浓郁、麻度纯正的九叶青花椒。其后，九
叶青花椒经矮化丰产等培育，大幅降低了采摘环节的劳动强度，
同时提高了产量。近年来，九叶青花椒经过不断地嫁接、提纯、复
壮，终于培育出早熟九叶青（又名“天知椒”），亩产最高可达1500
公斤，香味有90多种。

下一步，我市将利用高黄酮、高酰胺、特香型等花椒特异性状
种质资源和特异性状功能基因，开展生物医药、香料化工专用花
椒良种定向育种，为青花椒产业从调味品产业向生物医药、香料
化工等领域拓展提供品种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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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津区石蟆
镇正林村，乡亲们
将 青 花 椒 打 包 装
箱。（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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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津九叶青何以成为
中国花椒“四大名旦”之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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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6 月 18 日，
江津区一花椒加工厂，工
人们正在对鲜青花椒作
冷冻保鲜处理。（资料图
片）

通讯员 聂堃 邓
永平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