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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佳 唐辉
这里是“华夏同始祖，天下共连山”的炎

帝故里，神秘莫测；
这里留下了诸葛亮、李白、石达开等历

代文贤武杰许多珍贵的遗迹，古色古香；
这里还是共和国第一大将粟裕的家乡，

钟灵毓秀；
这里是湘西南边陲上一方神奇的土

地———怀化市会同县。
不久前，这里又一次添彩，会同魔芋入

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结束了该县没有
国家地标产品的历史。一个小小的“土疙瘩”
让这里再次绽放出迷人的光芒———

它究竟有何神奇之处？

历史悠久 神话佐证

来会同做客，魔芋豆腐是你必吃的一道
佳肴。 将采挖的魔芋清洗干净，用稻草烧成
的灰溶于水过滤，再用粗糙石头、青砖或竹
篾把魔芋磨成浆，等浆液自然凝固后加水用
大火烧煮 4 小时，便制成魔芋豆腐。或清炒、
或红烧、或放入火锅烹煮，爽滑 Q 弹的口感
回旋在唇齿之间，满满的青春能量。

会同栽培魔芋历史悠久。 据古籍《本草
图经》（1020 年－1101 年编撰）记载，湖南
西部等地就有魔芋生长。 清《乾隆会同县志》
卷一舆地表物产中载为“芋”。而会同人爱吃
魔芋豆腐，相传是炎帝和夫人麻婆娘娘的功
劳。

古传， 炎帝和麻婆娘娘繁衍生息在会
同，遍寻能让人吃的各种食物。 一天，夫妻俩
乘着白鹤来到连山的老虎垭， 发现老、 弱、
病、妇、幼倒在地上，口吐白沫，浑身抽搐。麻
婆娘娘叫来土地询问，才知百姓因食用黑果
中毒所致。 这黑果是恶魔所撒，叫“鬼芋”，必
须加一种药煮熟煮透才能吃，但药方在恶魔
手中。 麻婆娘娘赶往西天大战恶魔，抓住并
焚烧，终于拿到药方。 于是麻婆娘娘找来稻
草扎成恶魔的样子烧成灰，泡成碱水，制作
成魔芋豆腐。百姓食用后，不再发涩麻口，且
味美无比。 后来，麻婆娘娘便把制作魔芋豆

腐时加草木灰的秘方无私传给世人。
从此，为纪念炎帝和麻婆娘娘，会同人

每年在农闲时节制作魔芋豆腐食用，并祭祀
炎帝夫妇。 后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
展，食物日益丰富，魔芋豆腐逐渐被其他食
物从祭品中替换，但会同魔芋豆腐始终是会
同人一道美味菜肴并流传至今。

生态、技术 缺一不可

在会同海拔 200-1000 米的山地上，茂
密的林木之下就是漫山遍野的魔芋。 挖开厚
厚的泥土，颜色光鲜、叶柄脱落处光滑、球茎
呈椭圆或圆球状的会同魔芋看起来并不特
别。

“我们的魔芋成熟早，出苗和收获比其
他地区要早一个月，球茎膨大率高，它所含
的葡甘聚糖比其他产地的要高，富含钾、磷、
硼等元素，制成魔芋干也极少流失，比较耐
储存。 ”会同县食品药品工商质量监督管理
局党组书记、局长王道惠告诉我们。

独特的自然环境和种植技术是其制胜
的法宝。

东枕雪峰山脉，南倚云贵高原的会同属
于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性气候， 雨水充沛，日
照充足，温差大，有利于块茎糖分和可溶性
物质积累。 境内质地肥沃的黑沙土、黄泥土
深厚，林下落叶堆积，便于块茎从土壤中吸
收大量的钾、磷、硼等微量元素。 会同水资源
丰富，大小河流沟渠 100 余条，水质中富含
钙、锌、钾等元素，呈树枝状分布，为魔芋块
茎膨大提供了有利条件。

此外，会同境内森林资源丰富，被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誉为一块“神奇的绿洲”，素有

“广木之乡”、“南竹之乡”、“木本油料之乡”
的美称，是忌晒喜阴的会同魔芋荫蔽的最佳
场所。

在选好的地块平整和追施基肥后，亩用
生石灰 50~100 公斤进行消毒，再将提前晾
晒、消菌的种子在地温回升到 15℃时下种，

通过合理密植、科学间套以及日常管理后再
进行适时采收。 种植农户们积累了大量生产
经验，也形成了《会同魔芋栽培技术规范》。
针对会同魔芋块茎膨大系数高、成熟早和喜
阴的生物特性，在种植技术上，会同芋农还
探索出了杉木林套种、油茶林套种、农作物
套种和大田种植等不同情境下的种植技术。

一方水土，一套技术，造就了会同魔芋
的独一无二。

产业助力 “聚宝”脱贫

“小魔芋， 大魔力！ ”2017 年 11 月 22
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家毫在
会同调研脱贫攻坚工作时，对该县培育发展
魔芋产业带动贫困户增收脱贫取得的成效
给予充分肯定。 近四年来，会同县通过魔芋
产业已带动贫困户 2519 户 8570 人脱贫。

“土疙瘩”是怎么成为“聚宝盆”的？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 随着改革开放纵

深推进， 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向沿海发达地
区，会同外出务工者把魔芋豆腐当作必不可
少的家常菜随身带出，并深受都市人和其他
地区务工者喜爱，进而促进了魔芋的大规模
种植。到 20 世纪末，会同县魔芋种植面积已
达 2 万余亩。 为解决优质魔芋种芋供应，扩
大规模生产， 会同县开始优化魔芋品种，经
多次选育改良，成功选育出了适合规模种植
品种———会同魔芋。

由于会同魔芋产量高、所含营养元素丰
富、经济价值高、成为农民致富脱贫的重要
经济来源。 进入新世纪，特别是党的十八大
以来，会同县把魔芋种植、加工作为经济增
长、脱贫攻坚的特色支柱产业来抓，将魔芋
产业纳入“十三五”规划，在征地建设、技术

培训、信息化平台建设、科研成果转化等方
面给予支持，并分别按每亩 1500 元、800 元
的标准，对发展魔芋种植的贫困户和非贫困
户进行奖补。

同时，还出台了《湖南省会同县魔芋产
业发展规划(2014-2018)》，对会同魔芋的发
展主体、服务体系、产业扶持政策、考核奖励
办法等进行总体规划和具体明确。 按照“公
司 + 合作社(扶贫村)+ 扶贫户”的产业经营
模式，全面推行标准化种植，形成了健全的
种芋供应、生产开发、产业服务和流通服务
一体化的产业链条。

截至目前， 全县 18 个乡镇种植魔芋达
3.5 万余亩，带动周边市县种植达 5 万亩，年
产会同魔芋原料 6 万吨。 湖南博嘉魔力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等龙头企业和绿盈、群益等魔
芋专业合作社纷纷崛起，先后开发出“雪魔
芋”“魔芋粉”“魔芋面” 等特色会同魔芋产
品，年产值达 2 亿元，产品远销河南、山东、
四川、湖北、浙江、上海、广东和深圳等地，出
口到柬埔寨、日本、韩国等国家，会同魔芋
米、魔芋固体饮料、魔芋膳食代餐粉等新产
品正在研发中。

未来，会同县还将制定发布《会同魔芋
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管理办法》《会同魔芋地
理标志产品保护专用标志使用资格评审管
理办法》，大力实施“会同魔芋”品牌战略，制
定和完善发展规划，增强品牌的带动力和影
响力， 不断提高市场占有率和经济效益，促
进农民脱贫增收致富和县域经济持续健康
发展。

“立足魔芋资源，做实打响‘会同魔芋’
品牌，使之成为会同特色农业的一张闪亮名
片，从而走出一条因地制宜的脱贫路。 ”怀化
市政协副主席、会同县委书记杨陵俐说。

千年“土疙瘩” 林下“聚宝盆”
———会同魔芋入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侗族文明的“活化石”
沿沪昆高铁往西，湖南的最后一站便是

侗族的聚居地、湖南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国
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新晃。因秦汉时
期属夜郎国治地， 唐宋两朝曾置夜郎县，这
里又被称为夜郎国。 新晃侗藏红米是这里
继新晃黄牛肉、新晃龙脑后第三个被列入国
家地理标志保护的产品。

它与侗族人有什么关系？
经历了野生稻———高秆红米稻———矮

秆红米稻的水稻驯化过程的新晃侗藏红米
是侗族人农耕文明的见证人。

侗族素来以大米为主食， 但偏爱糯稻，
种植以带糯性的水稻居多。 1987 年，文物考
古部门在新晃氵舞水河沿岸的大湾罗打岩坡
新石器遗址、新晃大洞坪贝丘遗址文化层中
发现了原始稻谷颗粒和稻灰， 证明至少在
8000 年前新晃先民就将野生稻转化为栽培
稻，开始水稻种植，进入了农耕时代。由于侗
族只有语言传承，没有文字记载，直到明清
时期，随着汉文化的传入，才相继有了《晃州
厅志》等地方史志。据清嘉庆年间编纂的《晃
州厅志》，其《物产卷·谷之属》载有：“郡境稻
名不一，粘者为糯，不粘者为粳”，“糯之种则
有扫箕糯、光头糯、牛皮糯、红糯、白糯、种禾
糯诸名”的记载。其中，“红糯”就是现在的新
晃侗藏红米。

2013 年 8 月， 经中国农业遗产专家及
农业部的考察，认定“新晃侗藏红米”为“世
界原始稻作文化的活化石”，并在 2014 年 6
月与西湖龙井茶同批列入“中国重要农业文

化遗产”名录。
新晃侗藏红米还是侗族人精神的寄托。
相传很久以前， 一个小孩被山鬼掠走，

人们急忙燃起火把追赶。 山鬼怕火，抱着小
孩匆忙逃走。 山鬼快到藏身山洞时，一只飞
天红鸟衔着一穗稻谷丢下来， 小孩一把接

住，那山鬼突然浑身一颤，急忙丢下小孩躲
进洞里。人们看到小孩手里拿着的是一穗红
谷，方才知道山鬼不但怕火，也怕红色，红谷
是上天神灵的赐予。 从此，侗家先民视红谷
为神稻， 将其作为巫傩活动中镇邪驱鬼、佑
护平安不可或缺的物品。 现今，新晃侗乡仍
传承着用 7 粒红米以象征北斗七星，缝入红
布包挂在小孩脖子上镇魔驱邪，并求天神庇
佑的民俗。

还有随耕随歌的薅秧锣鼓、验看稻禾成
熟状况的六月六尝新节……新晃侗藏红米
与巫傩文化、祭祀文化、生育文化、歌舞文
化、 节庆文化等侗民俗文化有着密切的联
系。

得天独厚的“吉祥物”
世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曾赞誉新晃

侗藏红米为“中国的吉祥红米”；结婚、乔迁
等喜事， 抑或逢年过节等盛大节日来临之
时，侗族人也喜欢将新晃侗藏红米做成红米
粑、红米粥、红米甜酒、红米泡酒等食品来图

个吉祥。
这个红而不艳、清秀细长、含有浓郁的

豆味清香的“吉祥物”是一种罕见的籼粳糯
复合型红米。 经北京理化分析中心检测，侗
藏红米含有丰富的硒、铁、锌、钙、镁等微量
元素、 丰富的植物性蛋白质及植物性脂肪
外， 还富含 B1、B2、B6 等多种维生素和 18
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综合营养价值远胜过
泰国香米。

这得益于新晃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
森林覆盖率达 69.09%，获评“全国生态

示范县”、“全国绿化模范县” 的新晃四季分
明。 新晃侗藏红米的生长期，正是四季分明
中光照最强，有利于碳水化合物的合成的时
节。 加之新晃独特的三山夹两水、南北纵切
呈“W”形的地势，吸引着亚热带季风湿润气
流的纵深推进。 而星罗棋布的水库，以及群
山之间有零星小盆地发育的生态环境，又形
成了独特的山地小气候，白天炎热，夜晚凉
爽，对新晃侗藏红米的蛋白质、直链淀粉等
的形成存在较大的影响。 再加上新晃以红
壤、黄壤为主，水田的土壤有机质含量较高，
并拥有全国最大的硅酸盐钾矿床等特有的
矿藏资源，为侗藏红米提供了丰富的微量元
素。

山涧的清清溪水灌溉稻田，随溪水而来

的小鱼生长于软软稻田，后来又在稻田择时
放小鸭。 鱼(鸭)在稻田里一边吃草、一边吃
害虫，鱼(鸭)粪还可肥田，等到秋天，能同时
收获稻鱼鸭。 这种山上封山育林，山下引水
灌溉，林稻相间，水旱轮作的种植系统与养
鱼养鸭系统的有机结合，无形中建立了一套
良性循环的农业生态体系，也保证了新晃侗
藏红米绿色天然的特质。2015 年 2 月，新晃
侗藏红米获国家农业部颁发的“无公害农产
品证书”。

原生态的特色品牌
如何将侗藏红米打造成优质农产品品

牌？ 新晃自有妙招。
过去，由于认识不足、政策缺失、农村劳

动力锐减， 加之受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冲击，
化肥、农药等现代农业技术的大量使用等因
素影响，新晃侗藏红米种植系统的传承与发
展面临了很大挑战。

近 5 年， 为了新晃侗藏红米产业的发
展，新晃侗族自治县县委、县政府相继出台
了《关于加强对新晃侗藏红米保护工作的实
施意见》以及一系列产业保护政策，建立了
产业发展保护机制。2015 年 8 月，新晃侗藏
红米种植区的发展被纳入新晃“十三五”规
划重大建设项目，成为宣传新晃，促进村民
增收的重要名片。

此外，县、乡政府以及农业部门还积极
引导新晃侗藏红米稻种植专业合作社发展，
2014 年 9 月， 该合作社成功创建国家农民
合作社，成为全国第一家以红米为主体进行
种植开发的国家级农民示范社。2016 年，新
晃侗藏红米销售产值首次突破 1000 万元。
2017 年 8 月，新的生产线到位，新晃侗藏红
米一直靠在外地加工的历史划上了句号。

如今，新晃侗藏红米已成为全国唯一同
获“国家遗产”和“国家地标”产品，并且为

“全国百个合作社百个品牌” 特色的国家品
牌保健大米。形成了集产业服务、生产开发、
种子供应和流通服务一体化的产业体系，
2017 年种植面积达到 3000 亩， 年产新晃
侗藏红米 500 余吨， 创产值 2000 余万元，
产品远销北京、上海、广州、西安等大中城
市，并出口到东南亚、香港等地区。

推广种植新晃侗藏红米 1 万亩，实现年
产新晃侗藏红米 5000�吨， 实现销售收入
1.4 亿元；开发新晃侗藏红米甜酒、新晃侗
藏红米粽子、新晃侗藏红米粑、新晃侗藏红
米汁等农业休闲产品；秋收时节定期举办新
晃侗藏红米采收节庆活动；在平溪河流域建
设一座集种植、生产、加工、销售和旅游观
光、休闲体验、教育展示于一体的现代化新
晃侗藏红米产业园———这是属于新晃侗藏
红米的未来。

———新晃侗藏红米成功迈入地标产品保护方阵

镶在夜郎国里的“红宝石”
周 佳 赵小玲

一粒米能干什么？
它能记录一个民族。
一粒米有什么用？
它能力扛发展的大旗。
在怀化新晃，有一种古老而稀有的“神

米”，它不仅是一种美食，更是当地侗族人
崇尚自然的精神支柱。 它如一颗“红宝石”，
闪耀在侗家人的历史长河里，绵延数千年，
也让新晃这个曾经的国家级贫困县展现出
勃勃生机和无限潜力。

它叫新晃侗藏红米，“新晃三宝”之一。

侗族母女在品尝新晃侗藏红米甜酒。

新晃侗藏红米饭

（本文图片由新晃侗族自治县食品
药品工商质量监督管理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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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同县高椅乡翁江村村长曾维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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