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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一个产业优势了，通过与资源结合发展了一个新的产业，
让老百姓通过这个产业的发展提高了收入，改善了生活。周云
龙谈到农业农村部机构改革的步伐已经很快也很大，大家要做
好努力工作的准备。最后，周云龙谈到农业供给侧改革面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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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的品种培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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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必须从发掘优异资源入手才能解决关键问题，种子本身就是一个小的产业。通过普查收集资源，
筛选优异资源助推种子产业，不仅造福当地也服务全国。
调研组首先前往位于南郑县的汉中市农业科学研究所茶
树资源收集利用基地，实地考察茶树种质资源收集、保存和利
用情况。该基地共收集、分类、扩繁和异地保存了 408 份茶树
地方群体种资源，建成了陕西省面积最大、茶树资源最多、品
种最全的资源圃和母本园。刘旭院士高度评价了汉中市农业科
学研究所茶树资源收集工作，指出其为选育适宜秦巴山区茶树
新品种和促进我国北方茶产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品种资源基础，并对其资源保护与利用给予了指导
调研组之后前往位于西乡县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茶叶试验站，实地参观了实验站茶叶资源研究情况。
该试验站共收集茶树种质资源 126 份，引进国内茶树优良品种 132 份，筛选出优良单株 46 份。随后
调研组一行前往安康市紫阳县城关镇西门河村九组，西门河村地处大山深处的山顶，山路崎岖陡峭，
且有多处滑坡，在这人烟稀少的深山之中，作物地方品种却非常
丰富，有马铃薯、高粱、玉米、花生、黄瓜、食用豆、大蒜、李
等多种资源。其中的彩色马铃薯地方品种，在当地种植有百余年
的历史，其外观、风味、口感和加工等品质极佳，价格也是其他
马铃薯主栽品种的两倍以上。
考察结束后，周云龙副局长在安康市主持召开了陕西调研督
导种质资源普查工作反馈会。陕西省农业厅副厅长王韬、陕西省
种子管理站站长严勇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吉万全等对陕西省的作物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情况、
此次资源普查工作的部署情况与最新进展以及下一步工作安排等做了汇报。李立会主任对陕西省“行
动”工作给予高度肯定，认为领导重视，组织得力，成立了省级领导小组，安排了配套经费，各项
工作进展顺利。最后也对陕西省资源普查工作提出了几点建议。第一，普查与征集和调查与收集要
密切结合起来，人员互相交流，避免重复劳动。第二，普查过程中
的资源收集工作，还需要再加快。通过填普查表要收集 20-30 份资
源，普查与收集资源要同步进行，信息要共享。第三，系统调查与
收集方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方案要进一步细化。第四，省里重
视，组织得力，最后要能形成亮点，资源要为当地人民做贡献。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 胡小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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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城口县农作物种质资源专项调查
1、“长征路上奔小康”的革命老区—城口
城口地处秦巴山区腹地，群山环绕，是川陕革命老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第一个迎来中国工农
红军主力部队的老苏区。常住人口 19.3 万人，共有 13 个民族，其中汉族占总人口的 99.93%，少数
民族主要有土家族、苗族等。城口县属北亚热带山地气候，具有山区立体气候的特征，境内最高点
光头山，海拔 2685.7 米。城口县因独特的地理环境让其出现交通滞后、经济落后、产业落后、教育
业落后、医疗落后等诸多问题，同时也赋予了城口“国家首批生态原产地产品保护示范区”、“中国
生态气候明珠”、“大中华区最佳绿色生态旅游名县”、“中国天然富硒农产品之乡”等诸多国字美誉。
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大力度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贫困地区加快发展”，让革命老区
上演“新长征精神”。目前，城口正走在“长征路上奔小康”的大路上，有望走出一条乡村旅游与特
色产业发展结合，独具大巴山特色的发展之路。
2、调查的程序和方法
按照《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技术规范》，重庆市农业科学院组织由院特色
作物研究所、果树研究所、茶叶研究所、蔬菜花卉研究所、云南省草地动物科学研究院、西南大学
荣昌校区、重庆市畜科院草业研究所和重庆市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站等 8 家单位联合组成的农作物
种质资源调查队一行 36 人次，历时 15 天，用车 10 辆（车均行驶 2000 公里左右，人均每天步行 20000
步左右），在阴雨连绵、地质灾害频发的时期，调查队冒着生命危险
对城口全域 25 个乡镇的 77 村开展了农作物种质资源及野生植物资源
专项调查和收集。本次资源调查活动主要采用人物访谈、入户调查和
标本采集等调查方法，重点对三土作物（土资源：百年以上的土的古
老资源品种；土技术：百年土的种植模式；土方法：古老的烹饪方式）
进行了收集与记录。
3、调查县农作物种质资源概况
城口县地处秦岭大巴山区，属地理上的南北分界线，因山区地理阻隔等综合因素的影响，造就
其农作物种质资源极其丰富，尤其是可利用的野生资源。该县农作物种质资源主要分为杂粮、蔬菜、
果树、薯类、玉米、牧草、食用菌、小麦、烟草、水稻等，其中以玉米、红薯种植面积最大，主要
用于喂猪。马铃薯和杂粮类种植面积位居第二，主要用于食用。果树以野生居多，人工栽培面积不
大，蔬菜面积也较小，主要是因为城口山大坡陡，土地资源稀缺，农作物栽培只能以解决温饱的粮
食作物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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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采集的样本情况及部分特异资源
调查队共收集栽培 50 年以上的农作物种质资源 198 份，包括杂粮 118 份、蔬菜 21 份、果树 20
份、薯类 11 份、玉米 5 份、牧草 5 份、小麦 2 份、花椒 2 份、烟草 2 份、水稻 1 份，其他资源 8 份。
其中，具有产业化开发价值的特异性、独占性资源有以下 6 份。
（1）野生猕猴桃。城口野生猕猴桃资源极其丰富，每个乡镇都有分
布，果实早中晚熟、小中大野生猕猴桃资源都有。其中，在巴山镇发现了
约要 5 个人合围的野生猕猴桃树王，还有一株野生猕猴桃资源具有口感
好、果实大、抗病等优点，可直接进行产业化开发。
（2）火罐柿。秦巴山区的城口是野生火罐柿的起源地，但火罐柿在当地
一直未被产业化开发利用，我们在修齐镇的调查中发现了一种野生火罐柿，色
泽金黄、口感甜腻，形状细长，与市场常见的柿子区别很大，识别度极高。
（3）黑花芸豆。 “黑花芸豆”不但是当地的百年老种，
而且入口的饱满度极好（大子粒）、粉嫩绵软（淀粉含量高）、
香气浓郁（香味独特，没有豆腥味）、口感微甜（在成熟的豆类中并不常见）。最
难得的是该品种只有在海拔 1300m 以上的冷凉地区才能种植。也就是说，这是一
个外地难以复制，非常适合城口发展的高山特色作物品种。
（4）腌制麻雀豆。 芸豆，一般都被用作鲜食，很少用来“腌咸菜”，
城口修齐镇，有一种特殊的芸豆长久以来被人们作为腌制佳品，它就
是“麻雀豆”。麻雀豆腌制方法简单，口感香脆，但是在腌制品中却属
于珍稀品种。
（5）红小豆。在日常生活中，红
小豆一般常被用作豆馅、豆沙，在城口却一直被当地人用作煮饭、煲
汤等日常饮食，是当地饮食的主打菜品之一。红小豆“因为红所以红”，
我们熟知的红小豆一般都是红皮的，但这里的小豆的种皮颜色还有较
为少见的白色和绿色。
（6）土洋参。我们在北屏、明通、周溪等乡镇都发现了一种特殊的野
生豆类，明通乡的群众叫它“爬岩豆”，北屏乡的群众叫它“土洋参”。它有
13~15cm 长的荚果，子粒略小于黄豆，颜色黑亮，属野生豇豆。同时，它
还具有类似胡萝卜一样的块茎，当地人常常用它煮腊肉煲汤，这是一个在
食用豆类史中，极少见的食用块茎豆类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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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调查队对当地农作物种质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利用建议
立足城口资源禀赋和本次资源考察的实际情况，我们对城口“百年老土”和“野生资源”的开发建议
是：围绕旅游做文章，因地制宜发展适当规模的野生产业。
（1）打造野生产业综合体。打造“龙峡水库”野生猕猴桃产业带：对黄安坝旅游沿线中厚坪乡的
“龙峡水库”步行道周边布局大果型野生猕猴桃围栏，以国庆节期间可采摘为主，同时配有不同时期采
收的其他品种，增加黄安坝夏季旅游的可玩性与可消费性。深度挖掘野生块茎食用豇豆（土洋参）
的利用价值，研发标准化栽培技术，开发土洋参的食用方法。
（2）因地制宜打造“七彩巴山豆”美食产业。在旅游沿线因地制宜建立“七彩巴山豆”示范基地，
用本土美食方法开发健康即食产品和伴手礼；在高海拔区域发展适当规模的高山大芸豆种植业；建
立腌制麻雀豆地方标准，鼓励民间投资建厂。
（3）打造金色火罐柿产业片。城口的野生火罐柿采摘期一般在下霜以后，甚至可延长至春节前
后，能即摘即食。在黄安坝草场旅游沿线布局一片火罐柿种植基地，使游客既能赏雪，又能观景，
还能体验采摘的乐趣，给黄安坝的冬季增添一抹金色的风情。
（重庆市农业科学院 杨 明）

浙江遂昌：普查引来育种家
遂昌县被列入第三次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县后，即确定了 3 个相对偏远的乡镇作为重点普查对
象。其中金竹镇是中共遂昌县委旧址所在地，遂昌县山茶油最大基地，境
内海拔落差大，生物种类较丰富。2017 年普查收集的石榴种质资源获得
了浙江省农科院园艺所专家谢小波的青睐，并多次与金竹镇收集人电话了
解资源特性。2018 年 4 月 27 日谢小波博士亲自来到遂昌县金竹镇，实地
考察石榴种质资源性状和特征，并利用优质花粉对该种质资源进行了杂交
授粉，观察其利用价值。据谢博士介绍：一般南方的石榴因为湿度大、阳
光不充足等原因，品质都不太好，而该资源具有品质好，是较珍贵的育种
材料。
种质资源普查引来园艺专家育种，这在遂昌还是首次。
（浙江省遂昌县种子管理站
-5-

尹设飞）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广东省农科院基因中心在潮安区、揭西县开展资源普查与收集工作
2018 年 4 月 23-27 日，广东省农作物种质资源调查队（以下简称调查队）一行 15 人在省农科院
基因中心刘军副主任带领下，在潮州市潮安区开展农作物种质资源调查与收集工作。这是“第三次
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广东省种质资源系统调查项目 2018 年的第一次行动。
调查队跋山涉水，进村入户，共走访了凤凰镇、沙溪镇、文祠镇、
赤凤镇和万峰林场的 21 个自然村 45 户农户，共收集了各类农作物种质
资源 145 份，其中果树类 44 份，蔬菜 74 份，经济作物 19 份，粮食作
物 8 份。其中具有潮安地方特色的资源有野生艳山姜、畲族乌龙茶、野
生蕉、枇杷、大叶韭菜等。本次资源调查与收集工作也得到了潮州市潮
安区种子管理站陈锐坤和陈木钿的大力支持。
2018 年 6 月 4-8 日，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农作物种质资源调查队在院
基因中心刘军和林伟文副主任带领下，一行 13 人在揭阳市揭西县开展
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系统调查工作。
调查队在揭西县共走访了 13 个镇 28 个村，共收集了各类农
作物 158 份，其中粮食作物 91 份、蔬菜 34 份、果树 21 份、经济
作物 12 份。
揭西县 57%的人口属于客家山区，43%人口属于潮汕平原，在
客家与潮汕交融的揭西县，资源调查队收集到当地特色资源有山
区产业化种植且辛辣味浓郁的竹姜，曾常用于建筑上目前做菜用
的白麻、青麻和红麻，世代种植的花仁绿豆、红绿豆、小黑豆、印度豆等食用豆，用于制作当地特
色小吃包粄和面粄的白糯米和黑糯米。
本次资源调查与收集工作得到了揭西县农业局刘飞华副局长、温荣浩股长、曾菊娟科员和李锦新
农艺师的大力支持。同时，揭西县正大力开展创建文明城市建设，特别是随处可见的公共场合请讲
普查话的标语给我们的资源调查和收集带了
极大的便利。

（广东省农科院基因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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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信宜市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工作典型案例
农作物的每一新品种育出来都要有原始材料，这些原始材料学术上称作“种质资源”。为进一步
摸清信宜市农作物种质资源的家底，抢救性收集和保护珍稀、濒危作物野生种质资源和特色地方品
种，丰富国家种质遗传资源的多样性，为国家农作物育种产业发展提供新资源、新基因和新种质，
维护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资源环境，按照国家农业部的统一部署，本市农作物种质资源的普查与
收集行动于 2017 年 8 月已全面展开，已经定位了 99 个种质资源，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1、领导重视，成立机构，落实责任
2017 年 7 月成立项目领导小组，由农业局分管副局长任组长，另一名分管水果的副局长为副组
长，挑选粮食、蔬菜、果树、菜叶、花卉等专业的技术人员，特别是参加过 1981 年第二次全国农作
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的重点人员共 14 人为小组成员，领导小组下设综合协调组、普查组、样本采
集组及资料组四个业务组，分别负责协调、普查、采集和资料整理等工作。普查办公室设在种子管
理站，由种子管理站人员负责日常工作。
2、及早动员，早部署，抢抓普查时节
早在 2016 年 8 月，在项目资金未到位的情况下就启动了项目工作，先广泛释放出信息，发动全
市范围内的农技人员、老农以及自己或同事身边的亲戚、朋友,留意有价值的种质资源，一旦发现立
即报告市普查办，并给予一定的奖励。为了使项目顺利开展，吸取过去普查的宝贵经验，我们深入
挖掘上次参加过普查工作的人员。项目刚刚开始，贯彻省的会议精神后，即找到了一位参加过 1981
年第二次普查的未退休的钟桂林同志，由他介绍上次的做法、路线、成果等，有了上次的基础，我
们这次就有了指导思想、计划和路线，不会出现盲目普查的现象。
3、广泛调查访问，挖掘资源线索
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保护是一项面广渊源流长的工作，单靠
我们这一代人掌握的信息是极有限的，因此在项目一开始我们就召集了
本市上一辈子（六、七、八十年代在农业战线叱咤风云人物）老同志，
有老经作副局长、老植保站站长、老农科所所长、老粮产股副局长等知
名专家回局一起讨论讲述过去的种质资源分布情况，模清本市种质资源
本底，为今次普查与收集打下良好的基础。
4、查阅历史资料，确保普查数据精确
普查分三个时段，1956 年、1981 年和 2014 年，1956 年与 1981 年的资料已分别时隔 60 年与 35
年，保留下来的很少，不管是《市志》还是《县志》所记载的都是全社会的工业、农业、经济、文
化、教育、卫生、旅游等全方位的数据，对农业的描述很少、很肤浅，使普查工作一时陷入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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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经有关领导提示，找到一本《信宜县农业志》
（修订稿），这里详细记载了信宜从 1949 年以来农
作物品种、分布、面积、产量等，教育方向的资料，再从教育局翻查，这样才使普查工作顺利完成。
5、发动群众参与，选准普查向导
信宜市地处粤西山区，种质资源丰富。通过广泛宣传发动使更多的人知道了解种质资源保护的
重要性，借助当地的老农去发现挖掘宝贵资源，并通过他们为向导，深入田间地头，翻越深山野岭，
调查种质资源的分布和濒危状况，收集种子、种苗或技条样本实物送省农科院种质资源圃种植，每
份样本均写上标签，并相应做好《征集表》的填写和照片拍摄等工作。照片拍摄好后制作成图文组
合，同时对具有利用或研究价值的种质资源进行原地保护。至 2017 年 9 月止，共收集到本地细黄谷、
野生猕猴桃等资源 31 个样本，填写《征集表》31 份，拍摄照片 180 多幅，果苗(或枝条)、种子成活
率 100%。
6、克服重重困难，过关斩将，不辞劳苦，采集到全省唯一的极珍稀品种——兰花
兰花是世界珍稀农业植物，我国将它列入《国家重点保护农业野生植物》。
省农科院花卉专家一直想找都没有找到。2017 年 11 月我们经多方打听，得知位
于本市的大雾岭省级自然保护区有野生兰花，凭着对本专业的执着和责任感，
几经周折与保护区取得联系，得知大雾岭自然保护区有 2000 多种受保护的野生
植物，单兰科就有 72 种。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我们采集到多兰花、广东石兰豆和石仙桃三种珍贵
兰花，实现了省兰花专家的多年宿愿，为国家兰花种质资源增添了“三朵金花”。
7、加强部门协作，确保普查畅通
在资源普查与收集过程中，领导重视，部门配合。虽然项目经费拨到农业局账户，但局长指令，
种质资源普查经费单列专款专用，确保普查工作畅通。市志办、教育局、林业局以及农业局办公室
及其他股室等部门积极配合，通力合作，无偿提供资料、数据。日常下乡要车派车，要人给人。爬
山必要的劳保鞋服配备，专用设备及材料购买齐全，向农民购买资源、向导费开支等按规定应支即
支，不折不扣，工作人员下乡伙食保证。为了保护好收集回的地方品种种子能安全过冬，局长指示
专程驱车到 20 多公里外从农户手中购买大瓦缸回来装盛种子，完好保存，使次年开春能得以顺利种
植繁洐。
8、及时上报普查进度，积极向《简报》投稿
为使好经验、好做法、好人好事、典型案例能及时迅速在全国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中得以
交流推广，我们积极响应国家普查办的号召，认真撰写简报投稿。自项目开展以来，共向《第三次
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简报》投稿 3 次；向本地最大网络媒体《信宜玉都风情网》投
稿 1 次；在“广东种质资源普查”QQ 群发实时短信 50 多次。（ 广东省信宜市种子管理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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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宜市典型地方品种资源介绍
信宜因有复杂多变的山区气候条件，故农作物种质资源丰富，历史悠久。经查明我市有农作物
种质资源（不包括中药材）100 余种，目前已在保护的有 40 余种。现介绍几个典型地方老品种。
细黄谷
作物：水稻，禾本科、稻属
品种名称：细黄谷
来源及分布：信宜种植细黄谷有六、七十年的历史，过去生产队集体
时代全县各生产队都种植，后来逐渐被杂优取代，几乎绝迹，但信宜市洪冠镇中燕村就一直不间断
地有人种植，现在就主要分布在该村了，但种植面积不大，大约几十亩。
特征特性：谷粒细长，产量低，只有 200~300kg/亩米质极好，饭软可口，粥胶有米油，整精米
率 60%~65%，生长期长，约 130 天左右，早、晚造均可种植，是典型的常规稻。
冬豆
作物：豆，豆科、豌豆属
品种名称：冬豆，又叫豌豆、青豆
来源及分布：信宜的老地方品种，早在解放前就有种植，已有上百年
的历史。主要分布在信宜市径口、白石、钱排、合水、新堡等山区镇，种
植面积不大，多数种在田坎、旱地，或间种、套种其他作物。
特征特性：形状扁凹，小手指尾大，颜色青色，营养丰富，豆荚和豆苗的嫩叶富含维生素 C 和
能分解体内亚硝胺的酶，可以分解亚硝胺，具有抗癌抗癌的作用。籽粒含蛋白质 20%~24%，碳水化
合物 50%以上，还含有脂肪、多种维生素。所含的止权酸、赤霉素和植物凝素等物质，具有抗菌消
炎、增强新陈代谢的功能。中医认为，豌豆性味甘平，有补中益气、利小便、解疮毒的功效。中医
典籍《日用本草》中有豌豆“煮食下乳汁”的记载，因此，哺乳期的女性多吃点豌豆可增加奶量。
此外，豌豆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A 原，食用后，可在体内转化为维生素 A，有润肤的作用。
栽培要点：10 月下旬至 11 月上旬（即晚造收割后）播种，最好用地膜覆盖，促早出苗。1 米宽
的畦，每畦播种 2 行，行路 60~66cm，穴距为 13~17cm，每穴点播种子 3 粒，播深 3~4cm，每亩用
种量 5kg 左右。并在距播种穴两侧约 10cm 处开穴点施过磷酸钙，每亩 30~40kg。苗期，沿种植行条
施腐熟的有机肥，并结合培土，壅根防冻。开始抽蔓时，追施速效肥氮素化肥，每亩施尿素 5~10kg，
开始采收嫩荚后，需再施 1~2 次追肥，每亩施复合肥 10~20kg，始花期要及时拔除混杂苗。注意防治
白粉病、霜霉病、潜叶蝇和蚜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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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猕猴桃
作物：猕猴桃，猕猴桃科、猕猴桃属
品种名称：猕猴桃，别名：奇异果
原产于中国的猕猴桃共有 59 个种，其
中在生产上有较大栽培价值的有中华猕猴桃、美味猕猴桃、红心猕
猴桃等三个品种。
来源及分布：信宜地方野生品种，有几百年的历史，生长在海
拔 1000 米以上的深山野岭，分布在信宜市的前排、合水、新堡等镇。
特征特性：果形一般为椭圆状，早期外观呈绿褐色，成熟后呈红褐色，表皮覆盖浓密绒毛，可
食用，其内是呈亮绿色的果肉和一排黑色或者红色的种子。因猕猴喜食，故名猕猴桃，亦有说法是
因为果皮覆毛，貌似猕猴而得名，是一种品质鲜嫩、营养丰富、风味鲜美的水果。猕猴桃的质地柔
软，口感酸甜。味道被描述为草莓、香蕉、菠萝三者的混合。猕猴桃除含有猕猴桃碱、蛋白水解酶、
单宁果胶和糖类等有机物，以及钙、钾、硒、锌、锗等微量元素和人体所需 17 种氮基酸外，还含有
丰富的维生素 C、葡萄酸、果糖、柠檬酸、苹果酸、脂肪。

荔枝王（土名，暂未正式命名）
作物：荔枝，无患子科、荔枝属
品种名称：荔枝王
来源及分布：清朝末年（100 多年前）信宜市北界镇甘棠村白屋队一姓
白的农民从台湾引进。只分布在该村的白屋队，约有 200 多株。
特征特性：果卵园形，形果较大，重 80 克左右，长 3 一 4
厘米，果皮鳞斑突起较深，而且较疏、粗。果肉产鲜时半透明
凝脂状，较厚，水分多，味甜香美，但不耐储藏，成熟时果鲜
红色，美观，使人喜爱，种子较小全部被肉质假种皮包裹。春
季花期较早，夏季成熟比普通荔枝迟一个星期。功效：性热，
多食易上火，味甘、酸，性温，入心、脾肝径，开胃益脾，有
促进食欲之功效。所含丰富糖分具有补充能量，提神消疲等功效；所含丰富维生素 C 可促进微细血
管的血液循环，防止雀斑的发生，令皮肤更加光滑。
资源利用情况：荔枝王主要用来鲜食，由于品质好、果形大、数量少，目前供不应求。广东省
农科院果树所已列入研究开发利用对象，已多次到实地进行考察、取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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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斋菜
作物：蔬菜，败酱科，败酱属
品种名称：苦斋菜，别名：苦斋头、苦斋婆、败酱草、苦斋麻，
苦抓。
来源及分布：属信宜地方野菜，有几百年历史。分布在信宜市
的钱排、合水、新堡、平塘等客家人居住的镇，散生，面积约 500
亩，当地客家人经常采集作为上等佳浠，一道名菜。
特征特性：四季而生，闻之味苦，食之苦中带甜，凉性，多用于煲汤。味
道另类而有特色，和榴莲那样，起初因味道而排斥，品尝过后因味道而吸引。
功效：具有清热解毒，滋阴润燥，清肝明目，祛湿等药效。用途：可明显增强
食欲，用以炖猪肚既清暑祛湿，又能健脾养胃。苦斋菜所含的蛋白质、无机盐
及维生素易被机体生理活动所利用，具有抗肿瘤的成分。
资源利用情况：客家人采集种子自行少量种植，用于酒家制作一道名菜—
—苦斋菜。
（ 广东省信宜市种子管理站

陈 鸿）

创新宣传方式，促进第三次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顺利进行
自“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征集行动”启动以来，安州区在畅通信息渠道，提升群
众知晓率和参与度等方面积极探索，通过传统宣传模式和新媒体宣传渠道相结合的方式，迅速在全
区掀起行动热潮。传统宣传唱响行动主旋律。及时召开安州区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动员暨技术
培训会，制作宣传标语，发放知识卡片，并派出农业专家深入乡镇、村开展相关技术指导，准确传
递全国第三次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的目的意义、目标任务和方法措施，为查清我区农作
物种质资源家底，保护我区农作物种质资源多样性，推动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征集行动营造浓厚
氛围。新媒体宣传促进行动即时性和互动性。通过制作专题节目和滚动标语在安州新闻后黄金时段
循环播放和利用电视、手机新闻、QQ、微信等新媒体公布种质资源征集热线，以“农民伯伯请注意：
你的农作物是濒临灭绝农作物种质资源吗”为题制作手机新闻在今日安州平台推送，实行有奖征集
等方式，提升群众参与积极性和覆盖面，增强“全国第三次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群众
积极性和互动性。

(四川省安州区种子管理站 徐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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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老品种重焕生机
——浙江省开化县启动地方种质资源保护工作
日前，在浙江省开化县地方种质资源保护基地----开化县芹阳办事处龙潭村蟠桃山自然村，村民
们开始播种当地的地方种质资源——蟠姜。蟠姜是蟠桃山生姜的俗称，以产地而得名。蟠桃山海拔
310 米，气候湿润，夏季凉爽，没有强光照射，适宜生姜生长。更为重要的是，蟠桃山为砂壤性土质，
有机物含量较多，这种类型土壤种植出的生姜，外形丰满，口
感香脆，辛辣适中、筋少肉嫩，是清表、解毒、去寒湿的良药。
蟠姜不仅在开化十分有名，在市场上众多生姜品种中也独树一
帜。
《中国医学大辞典》对蟠姜评价很高，认为“开化产蟠姜，
无论外形及质地，均列全国姜之前茅，是食用及医药上的珍
品”
。另外，
《开化县志》亦有蟠姜等开化本地特产的相关记载。
“近年来受外埠生姜影响，以及多数蟠桃山村民下山居住，蟠姜种植量从鼎盛时期的 100 余亩
锐减到不足 10 亩。为充分挖掘蟠姜资源，今年在县农业局、县供销社和芹阳办事处的关心支持下，
以家庭农场为实施单位，在蟠桃山村规划筹建了蟠姜种质资源保护基地。”村支书方东富介绍，“今
年首期建立了蟠姜种植基地 6 亩，统一制种育种、统一连片耕作、统一种植时间、统一配方施肥、
统一技术管理和统一栽培措施。下一步，将扩大蟠姜种植面积，提高蟠姜种植技术，研究蟠姜深加
工工艺，加大宣传，拓展销售渠道，充分挖掘蟠姜资源。”
开化县农业局种子技术推广站相关技术人员介绍，对珍稀、濒危原生作物及野生种质资源进行
扩大或恢复种植等，是抢救性保护的重要措施。2017 年开化县启动第三次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
集行动，发现了一大批古老的地方品种，除了蟠姜外，还有马金塘坞六月豆、音坑萝卜、齐溪岭里
大蒜等，都是开化极具地方特色的农作物种质资
源。接下来，将对更多优质、珍稀地方农作物种
质资源进行保护。

（ 浙江省开化县农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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