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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待游客，联系客商，整理厂房……这几
天，黔城镇茶溪村村民郭昌远忙得像个陀螺。
“冰糖橙马上就要上市了，很多游客想着来我
们这边采摘、游玩。 忙啊！ ”

作为当地的种植大户， 郭昌远可谓是小
有名气。 20 世纪初，郭昌远承包了茶溪村的
柑橘园艺场，做起了柑橘种植。 10多年来，为

扩大冰糖橙的种植规模， 郭昌远联合本村及
周边农户， 先后组织成立了洪江市冰糖橙协
会、昌远果业有限责任公司，采取“公司 + 协
会 +基地 +农户” 的模式， 通过统一技术栽
培、统一生产资料、统一标准生产、统一打造
品牌、统一产品销售，共同发展冰糖橙产业，
使成百上千的柑橘种植户走上了富裕之路。
他个人的冰糖橙栽培面积也由 500 亩扩大到
3000 多亩， 年销售收入可达三四百万元，成
为洪江市冰糖橙标准化种植领军人物和名副
其实的“柑橘大王”。

围绕柑橘产业做文章， 追求产业升级大
发展，洪江市委、市政府不遗余力。

2016 年，洪江市以郭昌远的园艺场基地
为主会场，成功举办了“中国·洪江市 2016 年
首届柑橘花节”和农产品推介会，让黔阳冰糖
橙的声誉进一步远播， 也带动了该村乡村旅
游的发展。

“春天赏花、秋天摘橘。 越来越多的人爱
上了茶溪村。 ”郭昌远指着风景如画的柑橘林
告诉我们，立足黔阳冰糖橙基地，他们正在建
设现代农业产业园和综合观光农业园， 发展
乡村旅游，带动村民致富。“你看，漂亮吧！”郭
昌远指着修葺一新的休闲凉亭、 观景台等骄
傲地说。

产业的升级，离不开销售渠道的多样化。
近年来，洪江市大力发展“互联网 +”模式，力
争让黔阳冰糖橙走出去。 通过发展电子商务
平台、订单销售、“企业 +合作社 +农民”等多
样化营销方式方法，洪江市的电子商务、物流
业全面开花。 同时， 洪江市还通过农博会参

展、柑橘花节、柑橘采收节、电视电台、报刊、
网络等宣传方式， 提高黔阳冰糖橙品牌知名
度，拓展产品市场。市长张龚担任黔阳冰糖橙
品牌形象代言人， 在各大媒体和电商平台进
行广泛宣传。

今年，洪江市更是铆足了劲，大力推进以
黔阳冰糖橙为代表的农产品品牌建设工作。
《关于加快农产品品牌建设的意见》《洪江市
农产品品牌创建管理办法》《洪江市区域公用
品牌使用管理办法》 等系列规章制度相继出
台， 为黔阳冰糖橙等优质农产品的品牌建设
和升级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该市致力于塑造
好“黔阳牌”农产品品牌整体形象，将黔阳冰
糖橙等农产品品牌打造成为全国知名的农产
品品牌。

品牌建设在路上。目前，洪江市正在建设
以黔阳冰糖橙为主的产业扶贫标准园项目，
总投资达 3.9亿元。11月 23至 25日，该市还
将举办 2017 中国洪江黔阳冰糖橙节暨农特
产品投资洽购会， 以进一步提高和拓展黔阳
冰糖橙等名优特农产品的宣传力度和销售渠
道，夯实品牌建设基础。

“多管齐下，实现柑橘产业的产量、质量、
经济总量‘三量’齐升。 ”洪江市委书记向守清
说，黔阳冰糖橙的发展，又迎来了新一轮的春
天。“黔阳冰糖橙既然是原产地的橙子，就要
成为一个有梦想、有前途的橙子。 ”向守清满
怀信心地说，力争到 2020 年，全市柑橘产业
总产值 24.7 亿元，上缴税收 1.35 亿元，加工
企业实现利润 1.5 亿元， 农民通过发展柑橘
产业可增收 4.5亿元，人均增收 2250元。

这样一个有着故事的橙子， 温暖了洪江
市的山乡大地，温暖着乡民的甜美梦想。 期待
下一个春天，柑橘花开时，小“橙”的大梦愈加
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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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琴 周圣华 刘辉霞 李虹轩

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

初冬时节，走进冰糖橙原产地———洪江市，只见雪峰山下，沅水河畔，

漫山遍野的冰糖橙缀满枝头，沁人心脾的清香弥漫山间。 小“橙”吟唱，百

姓欢颜，成为时下洪江市一道最美的风景。

小小一颗橙，成就大梦想。 近年来，作为冰糖橙原产地的洪江市，大力

发展冰糖橙产业。 目前，全市冰糖橙栽培面积 20.3 万亩，年产量 41 万

吨，年总产值 9.84 亿元。 “黔阳”冰糖橙已成为该市推动农业现代化的主
导产业和助力脱贫攻坚的致富产业。

洪江市，即原黔阳县，是一个生态优美、资
源丰富的地方。 这里人杰地灵、物华天宝，被誉
为“物种变异的天堂”，黔阳冰糖橙便是明证！

据史料记载，14 至 18 世纪的明代， 黔阳
柑橘已是美名远播，明《湖广志》记载：“沅州出
枣柿，黔阳出橙柿”。 清《三长物斋丛书》记载：
“橘出武陵，今黔阳有之”。 1874 年（清同治十
三年）《黔阳县志》卷六“市镇考”中有“柑橘、
枣、栗之品实繁味别，亦他邑不能及，故人争趋
焉”的记述。 1936年的《湖南各县物产概况》记
载：“黔阳橙子品极佳美”。

11月 1日，明媚的阳光暖暖地洒在山乡大
地。 洪江市龙田乡长碛村的柑橘林里，橘绿橙
黄，丰收在望。“你看，这就是冰糖橙变异最初
的母本树。 ”77岁的村民段维宏指着一株在枯
死的老树上新发的冰糖橙树告诉笔者：“冰糖
橙由我们村的段幼旬发现。 现在，当年的实生
苗就剩下这一株了。 ”

时间倒回 1935年，长碛村村民段幼旬上山
砍柴，发现并挖回了一株茁壮的野生柑橘树（冰
糖橙原始母株），该树长大结果后，果实虽小味道
却极好。于是，段幼旬对树进行压条繁殖，第二年
树上结满了柑橘。 段幼旬将这些柑橘拿到市场
上出售，谁知因为果实小而无人问津。一气之下，
段幼旬砍倒了这棵树。 段幼旬的侄子段天朗品
尝果实后，觉得就这样将树砍掉了可惜，便将两
株压条苗栽在自家屋边， 从而保留了这一珍贵
种质资源。 随后这棵树长出的柑橘果质脆嫩，味
甘如冰糖，当地群众称为“冰糖苞”。

上世纪 60 年代，原黔阳县（现洪江市）农
业局等部门开始对外推广“冰糖苞”。 1965 年
11月，“冰糖苞” 果实参加黔阳地区柑橘鉴评，
获总分第一名；1966 年，“冰糖苞”果实参加湖
南省柑橘鉴评，同样获得第一名。 此后，原黔阳
县科技人员在湖南省农大园艺系、湖南省农科
所园艺所等科研单位的指导下，对“冰糖苞”果
实进行优选培育。 1976年，原黔阳县终于育成
了冰糖橙，定名为：“黔阳冰糖橙”。

定名之后，黔阳冰糖橙便走上了快速发展
的道路。 1977年 1月，黔阳冰糖橙在全国柑橘
选育种鉴评会上被评为第一名，1978 年又获
全国科学大会选种成果奖。 1985年，黔阳冰糖
橙获全国优质农产品金杯奖，并获得农业部颁
发的优质农产品证书。 1988年，黔阳冰糖橙获
湖南省科技成果推广科技进步二等奖。 1997
年至 1999 年， 黔阳冰糖橙成为唯一连续三年
获湖南省优质水果金奖的产品。 黔阳冰糖橙先
后被载入《中国名特优柑橘及其栽培》《中国土
特产品年鉴 2000-2001》《湖南省优质农产品
集锦》等书目的重要版面和章节。

进入 21 世纪， 黔阳冰糖橙的知名度和美
誉度进一步提升。 2006年，洪江市及黔阳冰糖
橙荣获中国果品流通协会“中国优质柑橘基地
重点县市”、“建国六十周年果品产业发展特别
贡献奖”、“中华名果”等荣誉称号；2007 年，黔
阳冰糖橙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2009 年，
洪江市被中国果品流通协会评为“中国冰糖橙
第一市 (县)”；2009—2016 年， 黔阳冰糖橙在
部、省、市农博会上展出的各类水果产品中独
树一帜， 连续八年荣获金奖；2017 年 2 月，黔

阳冰糖橙荣获首届湖南十大农业(区域公用)品
牌称号，同年 9 月，又被评为中国百强农产品
区域公用品牌。

声名远播的黔阳冰糖橙，更是吸引了众多
专家、学者的目光。 曾在黔阳生活、工作 37 年
之久的杂交水稻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
十分重视黔阳冰糖橙的选育和开发。 2005年，
袁隆平为洪江市题词“中国冰糖橙之乡”。 今年
9 月 20 日，由农业部主办的“我为特色农产品
代言公益活动”现场，袁隆平更是为黔阳冰糖
橙代言，向全世界推介黔阳冰糖橙。

历经 50 余年的发展，这一个被誉为“橙之
极品”的小小冰糖橙，因为味美，名誉加身。

历经 50 余年的努力，这个橙子，从历史烟
云里走来，在山林里温暖飘香，在食客的舌尖
绽放甜蜜，让人无法忘记那一抹沁甜。

物华天宝美黔阳，选育出“橙之极品”有 故 事

11 月 1 日一大早，黔阳冰糖橙专业合作
社理事长王强的电话就响个不停。“这不，冰
糖橙月底就要上市了，北京、上海、长沙等地
的老客户们纷纷给我打电话呢， 都忙着提前
订货呢。 ”王强满脸笑容地告诉我们，近一段
时间雨水少，光照足，今年的冰糖橙甜着呢，
看来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

在王强的带领下， 我们来到洪江市冰糖
橙的主产区———岩垅乡谷雨村， 只见温暖的
阳光下，满山的冰糖橙压满了枝头，忙碌的村
民们正在柑橘林里进行管护， 这一季的收成
都在枝头上。

“从上世纪 70 年代开始，黔阳冰糖橙的
栽培面积就迅速扩大。 ”洪江市农业局局长杨
贤德介绍，至 90 年代初，洪江市冰糖橙的栽
种面积已发展到 6.3万亩。为了让靠山吃山的
乡民借助橙子走上发家致富路，近年来，洪江
市不断推广标准化生产技术， 积极引进和培
育新型经营主体，拓展营销方式方法，加大品
牌创建和宣传推介力度等， 以此来拓展冰糖
橙产业规模。 截至 2016年，黔阳冰糖橙栽培
面积 20.3 万亩，年产量突破 41 万吨，占全市
柑橘总量的 64%，实现利润 1.82亿元。

标准化生产是实现冰糖橙产业良性发展
的有效途径。近年来，洪江市在冰糖橙产业发
展中，大力推广“三挂一种”、病虫害统防统
治、营养诊断施肥等技术，全面应用生态栽培
模式，严格按照《洪江市柑橘 A 级绿色食品
生产资料汇编》技术标准生产，使得冰糖橙产
品品质和产量都得到有效提升。

“我们的冰糖橙种植都是统一技术标准，
果子自然是绿色环保。 ”王强指着柑橘林里随
处可见的太阳能扇吸式捕虫器告诉我们，黔
阳冰糖橙的畅销有诀窍， 因为从农资采购到
施肥、除草等管护，他们都是在农业部门的指
导下严格按标准实施的，尤其提倡生草栽培、
人工除草、物理防虫、施有机肥等生态种植技

术，尽量不用或少用化学肥料和农药，确保了
果品是纯生态无污染的优质农产品。目前，黔
城、岩垅、江市、安江、沙湾等乡镇的冰糖橙种
植，标准化生产比例达到 80%以上。

柑橘良种繁育体系的建设， 奠定了黔阳
冰糖橙产业持续发展的基础。 2009 年底，洪
江市柑橘无病毒良种苗木繁育中心建成并投
入使用， 繁育中心严格按照农业行业标准
NY/973《柑橘无病毒苗木繁育规范》建设育
苗，为湖南省二级柑橘苗圃，具有年产无病毒
柑橘容器苗 20万株生产能力。“这意味着洪
江市境内的冰糖橙种植已全部实现无病毒栽
培。 ”洪江市农业局副局长周婕说。

走品牌兴橘之路，让黔阳橙子走出去，成
为近年来洪江市委、市政府工作的重点。2017
年，洪江市委、市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快全市
现代农业发展的决定》，每年安排 1000 万元
用于黔阳冰糖橙建设， 重点打造黔阳冰糖橙
品牌；同时，积极争取农业项目，整合各部门
涉农项目，引导社会资本，全力发展支持柑橘
产业基础设施建设。 据洪江市农业局提供的
数据显示，截至 2016 年底，洪江市共培育柑
橘生产加工龙头企业 4 家， 培育柑橘产业相

关农民专业合作社 80 余家。 目前，该市与北
京汉基投资集团签订投资 8 亿元的柑橘深加
工项目，正在稳步推进中。

“我们合作社有 158 名社员，冰糖橙种植
面积达 5000多亩。 可以说，整个岩垅乡的村
民们一家的收入都在橘园这个‘绿色银行’
里。 ”王强说，在政府的引导下，越来越多的合
作社带领广大村民走冰糖橙产业化发展之
路，让冰糖橙成为当地村民的致富果。

“上学堂、娶新娘、盖楼房，日子过得好顺
畅，全靠这山上的橘子树来帮忙。 ”在柑橘林
里，村民申昌和的笑容格外灿烂。

黔阳冰糖橙基地

▲冰糖橙果实商品化处理。

果实科学采收。

冰糖橙丰收。 （本版图片均由洪江市农业局提供）

▲

黔阳冰糖橙礼品包装。

有 努 力 山林大地广栽橙，致富之果满洪江

产业升级大发展，品牌建设在路上有 追 求

▲

黔阳冰糖橙获评国家地理标志
保护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