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巍巍武陵雪峰， 悠悠沅江舞水，
中方似一颗璀璨的绿色明珠镶嵌在
灵动的山水之间，这片古老而年轻的
土地， 在诉说着舞水文化的沧桑历
史，正迸发出绿色生态的青春活力。

这里，千年古村与生态新城交
相辉映，在时空的长河里 ，流淌着
源远流长的故事。 旧驿古道掠过唐
风宋影， 荆坪傩戏尤闻古音绕梁，
潘氏宗祠坚守士人风骨，吊脚群楼
守望渡口沧桑，将舞水文化娓娓道
来。 憨厚淳朴、勤劳智慧的人们用
细竹篾编成的精致斗笠畅销国内
外，“中国斗笠之乡”美名远扬。 绰
约多姿、 仪态万千的生态县城，绿
地率达 45%，坡屋顶、蘑菇裙、青瓦
灰墙，融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为一
体的建筑符号雕刻在城市的各个
角落，楼依山建，路绕坡行，在参差
错落中求和谐，在蜿蜒曲折中寻意
境，泼洒出一幅“城在山中、河在城
中、楼在绿中、人在景中”的水墨写
意画卷，一座“宜居、宜学、宜游、宜
业”的山水园林新城迈着轻盈的步
伐，正在舒展妙曼身姿。 这里，旖旎
风光与丰富资源相得益彰，在喧嚣
的尘世中， 保留着逸居田园的幽
静。 在桐木葡萄沟的葡萄架下，采
摘珍珠般晶莹剔透的葡萄，品尝浓
郁醇厚的中国野红葡萄酒，体验一
次轻松闲适的葡萄酒庄之旅，感受
一份农家小院的生态采摘之乐。 入
康龙的密林山涧，沐浴一缕从枝叶
间倾泻而下的阳光，深吸几口纯净

清新的空气， 在天人合一的境界，
彻底放松自己。 驻望黄溪瀑布群寻
找叠翠清潭，神游仙人谷探幽缥缈
秘境，跋涉五龙溪国家级水利风景
区感悟自然清新。 一步一景、如诗
如画的中方，让人嫉妒造物主的过
分垂怜，却又流涟忘返。 怡人的自
然条件、独特的生态环境孕育了纯
正中国血统的湘珍珠刺葡萄，多达
十余种野生刺葡萄汁多香浓，风味
独特，是世界上唯一既能鲜食兼可
酿酒的野生刺葡萄。 这一自然的恩
赐，让中方获得了 “中国南方葡萄
沟”的美名。 徜徉蒲海，目光随着山
体起伏，成片的葡萄园翻滚着紫绿
的波浪荡漾眼帘，串串珍珠玛瑙似
得葡萄映射着华贵的灵光，激荡您
味蕾的无限遐想 ，微风拂来 ，空气
中酸酸甜甜的葡萄清香弥漫，不由
的让人心旷神怡，韵味深远。 这里，
发展机遇与创造活力竞相迸发，在
发展的征途上，演绎着科学跨越的
奇迹。 紧抓 “中部崛起 、湘西大开
发、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
坚”三大机遇，围绕“构筑文化旅游
高地 、建设山水园林新城 ”战略目
标 ，大力实施 “旺市融城 、强工促
农 、兴旅活商 、生态立县 ”发展战
略， 在滚滚向前的时代大潮中，先
后七年跻身“全省县域经济发展先
进县”行列，连续两次被评为“全国
平安建设先进县”， 展现出光明灿
烂的发展前景。

山水中方，园林新城，热忱欢迎
您的到来， 来感受她那如诗的文化
之美！如画的自然之美！如歌的创新
之美！ (作者系中共中方县委书记）

中方欢迎您

中方湘珍珠 浪漫蒲海行

走进中国南方葡萄沟
杨捷灵 申爱源 陈铁长 王誉香

张霞

葡萄沟一隅

环境优美的农家乐、葡萄藤下的晚餐、休闲垂钓

丰收的喜悦

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巡礼

走进中方，沿 209 国道一路南行，
进入桐木镇境内， 漫山遍野的“湘珍
珠”葡萄园抢入眼帘，只见绿叶迎风翻
飞，掀起了阵阵“蒲海绿浪”，纯净的空
气中散发着果实的甘甜清香， 葱翠的
藤架下忙碌着果农的辛勤身影， 这里
正演绎着“中国南方葡萄沟”的美丽神
话：

“湘珍珠”百年刺葡萄藤获封大世
界基尼斯纪录，“湘珍珠” 葡萄获得国
家绿色食品 A 级产品认证， 成为国家
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荣获湖南省著名
商标……接踵而至的一项项重量级荣
誉逐渐让中方刺葡萄走出深山， 闻名
遐迩。 如今的中方，曾经名不见经传的
小小刺葡萄终于长成了大产业,在广大
种植户的迫切要求下，今年 9 月，该县
还将举办“中国·怀化（中方）首届刺
葡萄节”，以“中方‘湘珍珠’ 浪漫蒲海
行”为主题，推动葡萄产业多元发展，
彻底打响中方刺葡萄的品牌。

这里， 让我们带着对农民勤劳致
富的尊敬，带着对葡萄沟美景的憧憬，
一同“走进南方葡萄沟”，去体会湘珍
珠的甘甜，去感受蒲海行的浪漫。

南国“湘珍珠”走出深山沟

“湘珍珠”葡萄最初源于山间坡头
的野生刺葡萄系列，早在 400 多年前，
现在的桐木镇大松坡村密冲组、 宋信
村尹公冲组、 上丰坡村一带都有移入

自家栽种的历史， 现在大松坡蒲海水
库边， 仍有一株清代光绪年间种植的
百年长寿老藤， 藤蔓宛若数条蛟龙缠
绕盘旋而上， 虽历百年风霜仍葱茏翠
绿，每到秋天，硕果累累挂满枝头。

据了解，“湘珍珠” 葡萄的名称源
于一个民间传说。 相传明朝末年有位
地方小吏，为加官进爵，不远万里来到
湘西怀化，觅得一盘葡萄，敬献皇帝。
皇帝一看，葡萄粒粒晶莹剔透，形同黑
珍珠一般，一尝一股甘甜沁人心脾，不
由脱口而出：“葡萄珍珠， 真乃世上妙
品”。 这位地方小吏由此得赏绸缎百

匹。 这就是当地口口相传的“一盘葡萄
换得一百匹绸缎”的传说。 自此，当地
人特意将此葡萄称为“珍珠葡萄”，因
地处湘西，又名“湘珍珠”，一直沿用至
今。80年代初，农民将野生刺藤牵于茶
树上开始粗放种植，并于安江、洪江等
地出售，换取食盐之类的生活物资，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初部分农民开始在
田间、山头开始正规栽种，直到 90 年
代末， 在农业部门的进一步指导和推
动下，“湘珍珠” 刺葡萄开始大面积的
种植和推广。

作为我国刺葡萄的核心产区，目
前中方县“湘珍珠”葡萄主要分布在桐
木镇、牌楼镇、泸阳镇、花桥镇、下坪
乡、蒿吉坪瑶族乡等地，全县种植面积
达 4.15万亩，年产量 8.2万吨，年产值
突破 3.8亿元，为果农直接增收近 1 亿
元。 这其中又以桐木镇面积最大、产量
最多、产值最高，占据中方半壁江山，
全镇农户家家种植葡萄， 面积近 2 万
亩，碧叶连天，一望无际，宛如葡萄的
海洋，故称为“蒲海”（葡萄，我国古代
曾叫“蒲陶”、“蒲萄”、“蒲姚”、“葡桃”
等，“蒲” 是中国对本土葡萄品种的特
有称谓），每年可创收 2 亿余元，葡萄
种植收入已成为当地农民的主要经济
来源，占年人均纯收入的 70%以上，成
了当地群众致富奔小康的支柱产业，
桐木镇还成了远近闻名的“南方吐鲁
番”，被誉为“中国南方最美葡萄沟”。

科技标准化铺出致富路

“已经卖到 12 块钱一公斤，连树
上的葡萄都已经被预订完了。 ”9 月 8
日， 在桐木镇大松坡村的刺葡萄标准

化示范园， 村支书唐克勇一边忙着打
理果园一边兴奋地说。

据悉， 为推进湘珍珠葡萄的品质
改良， 中方县在湘珍珠葡萄的核心
区———桐木镇大松坡村大力推行标准
化生产，推行“十、百、千”计划以来，十
名市县农业专家重点培养百名葡萄标
准化种植示范户， 百名示范户全力带
动周边千名农户学习抓好测土配方施
肥、病虫害防治、水果套袋等标准化种
植技术， 从而使全村逐步整体实现标
准化生产，促使“湘珍珠”葡萄品质得
到全面提升，价格也一路飚升。

从山坡零星扦插到大田连片栽
种， 从粗放式传统种植到标准化精耕
细作， 从自产自销小农经济到基地化
集约式经营……为了完成葡萄产业的
华丽转身， 中方县采取了一系列有力
措施来激发资源优势孕育强势产业。
以“科技引领、核心示范、全县推进、辐
射带动”为思路，通过聘请权威专家深
入田间地头培训指导， 农业部门免费
上门赠送有机肥料， 气象部门实时监
测预报天气， 党员干部定期进村入户
走访， 成立发展专业合作社统一品牌
统一品质统一销售等形式， 保证葡萄
优质， 解决农民的生产、 销售后顾之
忧，让他们尝到标准化生产的甜头，并
以大松坡村为点，以桐木镇为面，在全
县形成连片的标准化生产示范园区，
强力推进刺葡萄产业发展。

野生刺葡萄酿出野红酒

“来， 尝一尝我家酿造的‘白兰
地’，自己摸索出来的方法，但是口感
不比外国的差！ ”在桐木镇楠木铺村村
支书杨圣良家晚餐时， 热情的他端出
了一大瓶自己用“湘珍珠”酿制的白葡
萄酒，邀请客人们品尝。 杨支书神秘地
同笔者说，他有一套独特的酿造方法，
能让紫色的葡萄酿出来变成透明的酒
水， 口感和味道比红葡萄酒还要好很
多。

据了解， 当地群众自酿葡萄酒历
史由来已久， 通常用于招待亲朋好友
和自饮， 这也是桐木百姓健康长寿的
秘密之一。 近年来，随着“湘珍珠”鲜果
销售市场规模的逐渐扩大， 以及参加
食品博览会、 科技博览会和农博会取
得的一些良好效果，中方县委、县政府
为切实提高刺葡萄的附加值， 扭转过
往单一销售鲜果的产业格局， 深入发
掘“湘珍珠”深加工背后的巨大潜力，
该县将开发刺葡萄酒业提上经济发展
日程，由政府整合投资 500 万元，设计
年加工葡萄酒能力 300 吨的湘珍珠酒
庄，还收购酿酒刺葡萄 60 吨。 同时为

酿造出高品味，高质量的高档商品酒，
该县针对刺葡萄低纬度、 高糖度等特
点，抛出年薪 20 万元重金聘请了优秀
酿酒师进行技术攻坚和酿酒试验，在
酿酒师的指导下， 酿出了与美国酿造
的黑品诺高档葡萄酒品味相似的酒
品，得到了国际知名专家肯尼·富森的
充分肯定， 引起了国内外葡萄酒企业
的关注。 今年 6 月该县成功与美国月
色美地红酒与烈酒国际贸易集团公司
正式签订雪峰月色刺葡萄酒庄建设项
目合同，投资总额达 2000万美元。

为进一步提高湘珍珠葡萄的果品
附加值，该县在桐木、泸阳、花桥、蒿吉
坪四个乡镇选择了 11 个点对湘珍珠
葡萄 7 种不同品系开展酿酒葡萄栽培
试验， 成功研究出湘珍珠葡萄酒的生
产工艺， 开发了特制干红、 珍藏级干
红、顶级干红、橡木桶窖藏干红等不同
类型的湘珍珠葡萄酒， 产品经怀化市
商品质量检验监督所检测， 所有指标
符合国家葡萄酒技术标准， 目前正在
办理 QS认证，产品有望在年内上市销
售。 并计划到 2020 年新增葡萄基地
3.3 万亩，葡萄酒厂 2 座，每座酒厂年
产量提高到 2 千吨， 建设酒庄 10 座，
还注册了“野红”葡萄酒商标，力争在
国际高端红酒市场打出“野红”的品牌
与概念，促进葡萄产业的全面升华、升
级和升值。 同时，该县还将依托葡萄与

葡萄酒产业的集群效应， 大力发展酒
瓶、制盖、木塞、印刷、包装等配套企
业，全面提高产业的整体配套能力。

南方葡萄沟带出观光游

“多亏了政府打造葡萄沟项目，游
客多了， 像我这样的残疾人在家门口
也能挣钱了。 ”高昌礼说道。 年过六旬
的高昌礼是大松坡村村民， 在一次农
机事故中右腿致残， 但病痛并没有击
垮这个坚强的湘西汉子， 不能再做重
活的他跟老伴儿建起了十多亩的葡萄

园，采取“猪—沼—果”立体种养模式，
又依托绿色生态的畜果资源在自家庭
院里开办了独具特色的“葡萄架下农
家乐”，发展起了休闲旅游产业，每年
纯收入达到 20万元。

如今， 像高昌礼这样在自己家里
搞“葡萄架下农家乐”的村民在桐木已
达到 10 余户， 葡萄产业的多元发展，
让农民有了越来越多的增收渠道。

为进一步延伸刺葡萄产业链条，
今年以来， 该县将桐木葡萄沟作为一
个高端休闲农业、旅游度假、养生旅居
的景区来进行打造， 投入项目资金
4000 余万元， 用于葡萄沟的品种改
良、道路整平硬化、修建环湖公路、观
赏长廊和登山游道等， 并初步包装规
划了紫秋葡海、葡海拾趣、松林听绿等
10大景点， 还积极引导农户将屋前屋
后的葡萄架支高， 在葡萄架下开辟出
了一个个自然的休闲娱乐场地， 借此
大力推广“葡萄架下的农家乐”等农业
休闲旅游项目， 力求将桐木镇打造成
“中国南方最美葡萄沟”， 成为热门的
旅游目的地。 同时，该县还将于 9 月
中旬举办“中国·怀化（中方）首届刺葡
萄节”，通过节会拉动产业发展，并将
通过策划举办中国刺葡萄产业发展研
讨会、 千人游园采摘葡萄、 吃葡萄大
赛、葡萄酒自酿酒大赛、“环蒲海”山地
自行车邀请赛等一系列活动， 挖掘推

广葡萄产业和葡萄酒文化， 使葡萄与
葡萄酒产业与文化旅游服务业得到快
速的融合和发展， 形成独具魅力的农
业观光旅游体系，全面推广中方“湘珍
珠”品牌，成为造福一方百姓的支柱产
业。

中方湘珍珠，浪漫蒲海行。 如今的
中方，全县 28 万人民正以饱满的热情
共同打造“中国南方最美葡萄沟”，共
同期待着八方宾朋的到来， 共同期盼
葡萄产业的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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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海全景

（本版图片由中方县委宣传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