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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玲副司长充分肯定了普查与收集工作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效，在四川省政府、农业农村厅对
“行动”的高度重视和省农科院以及省市县各级种子管理部门的组织管理下，“行动”成效显著。
她指出要抓住机遇，做好全面长远战略规划，在普查与收集工作的基础上，要把资源保护好利用好，
强化种质资源体系建设，通过创新种质资源管理体制机制，强化高水平种质资源的队伍建设，发掘
一批有价值的优异特异资源，紧紧把握种业发展的资源“芯片”，高水平高质量推进种质资源保护
与利用工作，加快实现我国从种质资源大国向种质资源强国迈进。

刘旭院士指出,在中央和地方各级领导高度重视下，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在新时代迎来了新的机
遇，进一步完善种质资源中长期规划，加强省级种质资源保护体系建设势在必行。我国目前保存农
作物种质资源 50 万份，计划通过“行动”完成抢救性收集资源 10 万份，征集各省（区、市）尚未
入国家库（圃）保存的种质资源 10 万份，引进国外种质资源 10 万份，力争到 2030 年实现我国种质
资源保存数量达到 80 万份的总体目标。刘旭院士高度评价了米易县种质资源普查工作，指出领导重
视、省市县三级联动，通过政策保障和宣传引领，把种质资源工作与乡村扶贫和农业产业化发展相
结合，取得了突出成效，值得学习借鉴。针对四川省种质资源工作，刘旭院士提出了具体建议。一
是做好顶层设计，种质资源的长期保存纳入国家长期库管理，中期保存依托省级中期库管理，同时
建立省级多点分散性综合种质资源保存圃，进一步完善四川省种质资源保存利用体系建设。二是要
充分发掘利用优异资源，合理布局，形成产业链，实现乡村振兴和产业扶贫。
李立会主任主持座谈会并强调，在普查与收集工作中，要明确调查收集材料的分布区域、当地
生态环境、农民种植保留原因；注意资源的安全性、数据的准确性、物种名称的科学性；对四川省
种质资源保护设施建设计划，建议以中期库为主，长期库为辅；分区域建综合圃，偏向于应用，注
重资源来源。另外李主任还就四川省在实际工作中涉及到的几个问题逐一进行了解答。
四川省农业农村厅机关党委书记肖小余、四川省攀枝花市副市长李仁杰、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副
院长杨武云、米易县县委常委罗文跃、四川省省市县种子管理部门领导和农科院相关研究所的专家
陪同参加了座谈会和现场调查活动。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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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天莲叶无穷碧

荷花莲子更诱人

打造“处州白莲”金名片，推动乡村振兴发展之路
“这里的莲花太美了，听说这里要办白莲节，我们专程从杭州赶过来赏莲。”7 月 28 日，丽水
市莲都区老竹畲族镇沙溪村的莲花池边，人头攒动，一年一度的处州白莲节正在这里举行。微风吹
过，清香阵阵，朵朵莲花姿态各异，煞是好看，来自杭州的夏懿一家踏上游步道在荷花丛中拍照留
念，还在朋友圈晒起莲花秀，邀请朋友一起去莲都感受白莲节的魅力。
“处州白莲”是处州（丽水莲都）地方老品种资源，莲子粒大而圆、饱满、色白、肉绵、味甘，有
补中之益气、安心养神、活络润肺、延年益寿等功效，是名贵的药材和高级营养补品，被专家认为
是最典型的“夏日食品”。它除烦热、清心火并能养心安神，是八月厨房的必备。据《处州府志》
记载：“自萧梁詹司马疏导水利，有濠河二处……，其壕阔处，半植荷芰，名荷塘……。”早在一
千四百多年前，处州已开始种植荷莲。南宋著名诗人范成大任处州郡守时，在府治内构筑"莲城堂"，
公余闲暇赏荷品莲。
处州白莲作为丽水一大传统特色地方品种，曾经几乎濒临灭
绝。由于城市东扩，处州白莲种植面积快速缩小，到 2008 年在
莲都只剩 300 多亩。为重振处州白莲产业，莲都区农业局在加大
种质资源保护力度的同时，更多的是通过农旅融合来谋划处州白
莲产业发展。据了解，自 2012 年以来，莲都区已连续举办了七
届处州白莲节，“处州白莲”品牌名声大振，俨然已经成为当地
百姓致富的一把金钥匙。据相关部门统计数据显示，目前莲都区种植处州白莲 4600 多亩，干莲子年
产量约 338 吨，销售额达 2369 万元。“现在，大家种莲的积极性可高啦！有的农户将土地流转给企
业种植白莲，然后又到自家地里打工，相当于拿到双份收入。”莲产业
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采摘期一般为 3 个月，采摘和加工期间，以 1 亩白
莲平均产量 60 公斤计，每加工 500 公斤需 15 工计算，4600 多亩处州白
莲种植、采摘、加工等环节共需约 82500 工，以每工 100 元计算，可为
周边农户增加收入约 825 万元。此外，莲都区还积极鼓励农业企业、合
作社等采取技术引进、合作加工等方式，开展处州白莲根、茎、叶、花、
芯等加工，延伸处州白莲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和综合效益。以处州
白莲为原料的系列产品不断得到开发，如莲子酒、莲子脆片、藕脆片、
荷叶茶莲子醋等系列产品。
莲都区政府在振兴处州白莲产业，打造“处州白莲”品牌的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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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将其作为全域旅游的一个链条来谋划。每年莲都区莲花盛开时都能吸引大量的游客和摄影爱好者
前来赏荷，据统计，莲花盛开期间工作日人流量为 300 多人次，周末人流量高达 1200 人次，旅游人
数的增加直接带动了周边农家乐发展。“夏季天气炎热，原本是我们餐饮民宿业的淡季，但是在白
莲节期间，很多游客过来体验荷花摄影、莲子采摘、抓田鱼等活动。现在我们这里的 15 个房间基本
上每天都是满的，我们也特意为游客准备了一些特色佳肴，比如莲子、莲花、莲叶、莲茎等，非常
受游客的欢迎。”丽水舍歌嘹亮精品民宿业主黄露慧说。
据不完全统计，每年处州白莲节期间接待游客数达 5 万~7 万人次，带来旅游收入约 600 万元，
莲都走出了一条以“处州白莲”知名地方老品种振兴乡
村发展之路，有效推动了老竹镇旅游、美丽乡村、民宿
经济、摄影以及白莲产业自身的发展，结合互联网的渠
道让莲都农旅深度融合，进一步推进养生莲都建设，打
造“处州白莲”金名片，打响“花园老竹”区域品牌，
提升“秀山丽水、养生莲都”的知名度、美誉度。
（浙江省种子管理总站

陈小央）

广东省农科院基因中心大力开展资源普查与收集工作
2018 年 5 月份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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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任带领下，
调查队员多次赴阳山县、罗定市和英德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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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获颇丰。
5 月 21-25 日，调查队在阳山县共走访了青莲镇、小江
镇、黎埠镇、江英镇、称架镇、黄坌镇和七拱镇共 7 个镇
26 个自然村，共收集了各类自留多年的农家地方种及古老
育成品种 152 份，其中，蔬菜 68 份，粮食作物 65 份，经济
作物 12 份，果树 7 份。具有当地特色的资源有民间培育成
的，单果可达 3 斤重的晶宝梨；分布于深山处的野生猕猴桃；
家家户户长期种植的耐旱玉米(俗称大暑麦)以及用于做爆
米花的小玉米；还有可加工成糍粑或小吃的阳山荞麦（俗称三角麦）；引种 50 年的大叶青茶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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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0-24 日，调查队在罗定市共走访了附城街道、分界镇、罗平镇、金鸡镇、䓣塘镇、泗纶镇、
连州镇、龙湾镇、加益镇和榃滨镇，共 10 个镇的 17 个村，收获了 129 份资源，其中，粮食作物 48
份，蔬菜 47 份，果树 2 份，经济作物 32 份。罗定市多为山区，农作物种质资源相当丰富，资源调
查队收集到了当地用于煲饭、煲粥和包粽子的黄粟和红粟；用于包粽子、煲粥和酿酒的红米、黑糯
米和白糯米等一批古老的地方农家种。此外在榃滨镇的一个柑橘园旁还寻到一处野生稻分布点，资
源调查队重新记录了该位点的分布情况。
此次调查过程中，资源调查队探访了抗日英
雄禤炳文老先生，并在他家中开展座谈和资源收
集。据了解，禤老现年 91 岁，家里存有由中共中
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胜利七十周年纪念章”及证书，年轻时为国家
抗日战争的胜利贡献力量的禤老晚年依旧保持着
传统的农耕生活，在得知我们的来意后，无私地
与我们分享自留多年的豆类资源，并协助我们进
行信息登记，禤老的无私奉献精神值得我们致敬，特别是禤老在物资生活富裕的今天依旧能保持艰
苦奋斗的精神更值得我们学习。
10 月 15-19 日，资源调查队在以红茶闻名的英德市走访了 7 个乡镇 19 个村，共获得了 153 份农
作物种质资源，其中，粮食作物类 44 份、蔬菜 75 份、果树 14 份、经济作物 20 份。具有当地特色
的资源，有来自瑶族且传承了上百年的苞米、白皮番薯、全株为紫色的指天椒以及瑶族特有的竹芋，
该竹芋的块茎一半生长于地下，一半长于地上，与竹子生长习性类似，异于普通芋头；九郎村的九
郎黄姜，亩产达 6000 多斤，每斤售价最高可达 18 元，为当地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主要源于其独
特的气候环境，赋予了该黄姜独特的风味；太平坪村独有的扁圆型，一个重达 32 斤的大南瓜；野生
于山上峭壁的石花茶、横石塘的野山茶，被当地农民移栽到山
下，并结合当地的制茶工艺制造出了各种甘醇的茶；家家户户
采挖晾晒成笋干、叶片可包粽子的麻竹笋；作为当地早餐必备
的擂茶粥中的擂茶。同时，调查队还在山上荒弃的果园发现一
颗老年桔树，周围其他柑橘类果树因黄龙病而死，唯独它没有
出现黄龙病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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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合阳县积极开展农作物种质资源征集保护工作
4 月 23 日全省培训会后，合阳县种子站按照全省工作部署，认真学习贯彻第三次全国农作物
种质资源普查与征集行动会议精神，从普查与征集工作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工作内容、时间要求、
经费来源、涉及部门单位、工作措施、工作难点等方面立即向县农科局进行专题汇报，县农科局把
此项工作纳入今年全局农业重点工作进行安排推进。
一、成立机构，制定方案。成立了局长任组长、主管副局长任副组长，果业局长、畜牧局副局
长、农技中心、种子站、各镇街负责人为成员的县级普查与
征集工作领导小组，以合农科发（2018）129 号文件下发至
各镇街和相关部门单位，明确了任务职责分工。制定了《合
阳县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征集行动实施方案》，以合政办
发（2018）85 号文件下发至各镇街、县政府各有关工作部门，
并要求各镇街成立相应普查工作小组，确定镇村联系负责人，
把普查与征集工作落实到镇村组，有力配合全县种质资源普
查工作开展。
二、开展普查，召开座谈会。通过走访有关老农技员、老种子人，了解不同年代品种。通过联
系县统计局、气象局、林业局、县志办、国土局、民政局、县档案局、水利局、教育局等有关部门，
按时完成三个不同年代普查表上报。从农科系统抽调葡萄、苹果、粮食、畜牧、农技、种子、小杂
粮、蔬菜、薯类、油菜、综合类专家 16 个，组建合阳县种子资源普查专家组，召开了全县种质资源
征集信息座谈会，掌握了近 40 个种质资源征集的目录和分布区域，摸清了底子，明确了征集方向。
三、 张贴通告，扩大宣传知晓率。利用微信群、掌上合阳、编制通告等形式，扩大宣传。在 12
个镇街、353 个行政村张贴通告，给全县 100 多家种子经营户下发了征集通知，及时报道工作动态。
四、细化征集方案，确保征集质量。制定了征集工作细则和下乡征集工作方案，明确了专家和人
员分工，对工作方法、工作纪律和安全事项提出具体要求。对征集工作按时间和地理位置进行划分，
确定了以作物生长成熟为征集主线、先北部山区再平原再河沟的征集线路，明确了调查方向。由站
长牵头，副站长带队，依托专家技术力量，组成 7 人征集工作队，深入农村、集会、上山、下乡寻
找到了软红糜子、老丝瓜、十条线脆瓜、三白西瓜和抗旱性状突出的小黑豆、白马牙玉米等地方品
种 34 份，野生品种 14 份，已征集邮寄 27 份，对野生及后期需征集品种进行了定位，待确认价值后
征集。通过深入种植田实地查看，查资料佐证，对所有征集品种进行编号、拍照整理、填写征集表
（陕西省合阳县种子站

与调查表，确保工作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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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旺苍县召开“全国第三次农作物普查与征集行动”培训会
6月22日，旺苍县召开了“全国第三次农作物普查与征集行动”培训会。此次培训会是继4月中
旬召开动员会后对该项工作进行再安排、再培训、再督导。县农业局种子站、经作站、茶叶中心、
农技站、畜牧业股，乡镇农业技术推广站、畜牧兽医站负责人及相关人员近100人参加会议。 会上，
县农业局种子站、经作站负责人对“全国第三次农作物普查与征集行动”的目的意义、目标任务、
普查范围、普查与征集措施进行了详细地讲解。县农业局副局长刘文义着重介绍了任务分工、普查
时间节点、普查期限。水磨乡、大两乡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就如何抓好落实作了表态发言。随后，
进行现场讨论、现场答疑。
最后，县农业局局长何茂华强调：一是要统一思想，增强农作物普查与征集工作的责任感和紧
迫感。二是严格按照全国第三次农作物普查与征集行动要求，加快普查与征集进度。三是认真做好
软件资料收集归档，数据上报。四是要注意安全，参与普查人员务必把安全放在首位，确保“全国
(四川省旺苍县农业局 黄秋香)

第三次农作物普查与征集行动”顺利完成。

福建省优异资源介绍—武平绿茶
福建省武平县地处武夷山脉最南端，位于闽、粤、赣三省交界处“闽西金三角”地带，是全国生
态旅游大县，空气清新纯净、四季气候宜人，武平绿茶，因产自中国福建武平县，故名武平绿茶，
是中国历史名茶。优越的原生态自然条件和传统制作工艺形成了其"香气高锐，滋味清爽，色绿形美
"的品质特征。是福建省茶叶优势产区之一，全省面积最大、产量最多、品种最优的炒青绿茶生产大
县，该县年产茶叶超过 2000 吨，产值超过亿元。
武平自古就产茶，具有悠久的栽茶、制茶、售茶历史，
至今仍分布大量的野生茶树，各地仍保留采摘野生茶叶制
茶的习惯。武平绿茶分梁野炒绿、梁野翠芽(扁形茶)、梁
野雪螺(螺形茶)等三个品种。其基本成分包括茶单宁、咖
啡因外，还富含钾、钙、镁、锰等 11 种矿物质元素。具
有抗衰老、抗菌、降血脂、瘦身减脂、防龋齿、清口臭、
防癌、以及美白及防紫外线和改善消化不良功效。2007 年被省政府列为福建十四大名茶之一，为中
国驰名商标和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品牌产品。 （福建省武平县种子管理站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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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夷山下守茶人
茶叶的起源中心在中国，全世界有六大茶类：红茶、绿茶、白茶、乌龙茶、黄茶、黑茶，而武
夷山为红茶和乌龙茶的发源地。武夷山地理气候条件独特，长期的自然杂交和人工选择产生了丰富
的茶树种质资源。如何守护好这些茶树种质资源、让它们造福子孙后代，成为了武夷山茶人们的头
等大事。罗盛财就是其中的一位热心人、痴迷者。
2018 年 7 月 18-19 日，“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福建省第四系统调查工
作队来到了武夷山开展种质资源实地调查，特此拜访了他，与罗老进行了充分的交流，并参观了罗
老自费建立、现在位于武夷山市兴田镇南源岭村的茶树资源圃，在罗老的大力协助下，调查队从中
收集了 20 余份国家圃尚未收集的珍贵茶树资源。
罗盛财，1944 年生，先后在武夷山市（原崇
安县）综合农场、武夷山市农业局等部门任职，长
期从事茶叶种质资源与遗传育种工作，曾建立了九
龙窠名丛圃和霞宾岩茶树种质资源圃，著有《武夷
岩茶名丛录》一书。从 20 世纪 70 年代起，他就与
武夷山的茶树资源结缘，先后收集并繁殖各种名丛
和单丛 1178 份，并对这些资源进行观察和鉴定，
从其无性系后代群体中筛选出了 70 余份主要名丛。
罗老还利用这些茶树资源开展了杂交育种工作，配
制杂交组合 10 余组。目前杂交后代正在观察中。
时至今日，年逾古稀的罗老依然在为武夷山的茶树资源忙碌奔波着。我们深深感受到了他对武
夷山茶叶的热爱，也祝愿他身体健康，将武夷山茶树资源以及他的宝贵经验传承给后人。他的心愿
就是希望有关部门能将这些茶树资源妥善保护并扩大繁殖，为子孙后代留下这笔宝贵的财富。“第
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有幸与罗老结缘，不仅是收集了武夷山茶树的珍贵资源，
更是收集到了罗老一颗热爱茶业的心。如果有更多的人像罗老那样深刻明白资源的重要性，那么我
国丰富的农作物种质资源将会被更好地保护和利用。
（福建省农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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