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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鸿飞 刘国庆 付姣龙

唐朝诗人孟郊曾写道：“萱草生堂阶，游子
行天涯；慈母倚堂门，不见萱草花。 ”萱草，黄花
菜，是饱含着母亲的情怀。

7 月 6 日，笔者来到中国黄花菜之乡———
祁东县，在黄花菜的主产区官家嘴镇，漫山遍
野的黄花菜，随风摇曳、婀娜多姿。 看，新鲜的
黄花菜，多么美呀。她原来的名字叫做萱草、谖
草、忘忧草，三三两两的年轻姑娘散落在黄花
丛中，一双巧手采摘黄花，吟唱着幸福的歌谣，
歌声在花海中回荡。

黄花菜是祁东人民的骄傲。 2018 中国黄
花菜之乡·祁东黄花菜美食文化节于今年 6 月
6 日至 7 月 8 日在秀美如画、人杰地灵的“中
国黄花菜之乡”、“中国曲艺之乡”、黄花菜原产
地祁东县举办。

祁东县委副书记、县长胡果雄介绍，黄花
菜作为祁东传统特色农业产业，已有 500多年
种植历史。 全县现有种植面积 16.5万亩，产值
达 20亿元，产量和产值均占全国 70%以上，是
全国面积最大的黄花菜种植地。早在 2002年，
祁东就受邀主持编制《湖南黄花菜地方标准》，
县内企业拥有黄花菜相关专利 56 项， 省部级
以上科技成果 76 项。 每年向陕西、宁夏、山西
等省、 自治区发运黄花菜良种可种面积 3 万
亩，是全国黄花菜生产标准的发源地和种苗基
地。 2015年 8月，祁东黄花菜纳入国家地理标
志保护产品。

近年来，祁东县委、县政府通过一系列举
措引导发展黄花菜产业， 从产地环境保护、良
种繁育、标准化生产加工、电子商务、冷链物
流、产业联盟、品牌及美食文化、黄花菜农耕文
化主题乡村旅游等领域引领着产业方向，在全
国同类产业发展中一枝独秀、独占鳌头。

祁东县委书记杜登峰说，2016 年，该县成
功举办了首届中国·祁东黄花菜节， 成为有影
响力的地方农业产业节会。 今年，县里精心组
织策划举办 2018 中国黄花菜之乡·祁东黄花
菜美食文化节，弘扬“包容含蓄、顽强拼搏、与
人为善”的祁东黄花菜精神，宣传推介国家地
理标志保护产品、省十大公用区域品牌———祁
东黄花菜，做大做强做优黄花菜产业，不断提
升黄花菜的美誉度， 为该县巩固脱贫摘帽成
果，增加菜农收入贡献力量。

本次节会由湖南日报报业集团下属湖南
湘菜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大湘菜报主办，湖南省
衡缘物流有限公司等单位协办。 节会将围绕
“黄花盛宴·醉美祁东”这一主题，开展黄花菜
产品展示、厨艺比赛、祁东美食抖音小视频拍
摄大赛、美食文化宣传、参观黄花菜产业基地
和企业、黄花菜文化论坛、祁东黄花菜标准宴
研发制作和品鉴会、 颁奖晚会等多项大型活
动。

祁东美如画，黄花香天下。 节会活动的开
展， 从畅游花海到品味萱草佳肴，从线下切身
感受黄花菜之美到线上分享黄花菜之乐，八项
活动联动推出， 让游客全方位接触黄花菜、了
解黄花菜、爱上黄花菜，感受这片土地的独特
风采。

天赋祁东秀，地道黄花香

“我的童年时代是在乡下外婆家度过的，
外婆家自留地里的田边地角种有很多黄花，那
儿有我童年的足迹，记忆里有黄花菜的味道。
在我的记忆里，黄花易种植，耐瘠、耐旱，对土
壤要求不高，种下后偶尔施点农家肥，扯扯草，
很少看到它受到虫害，春季发芽，夏季开花，可

以连续采收多年。
春天，黄花和其他春草一样，从泥土中拱

出；夏天，它的叶子蓬勃生长，小小的花箭从绿
叶中钻出，上面缀满黄色的花蕾。渐渐地，众多
支花箭耸立在绿茵茵的黄花草之上。每年到了
黄花收获的季节，外婆都会拽着我的小手去摘
黄花……”这是祁东作者在散文《黄花菜》中的
一个片段。

据介绍，人们在长期的实践中发现，黄花
菜不仅可以食用，还有药用价值。 据《本草纲
目》记载，黄花菜具有凉血清肝、通乳、清热利
咽、清热解毒、利尿消肿的作用。现代医学研究
证明，黄花菜确实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含有丰
富的蛋白质、糖类、脂肪、无机盐、食物纤维、维
生素 C、多种微量元素、矿物质和丰富的人体
所需的多种氨基酸，它含的胡萝卜素、核黄素
和钙均高于其他蔬菜，并能显著降低血清胆固
醇的含量。

天赋祁东秀，地道黄花香。 祁东县地处湖
南省南部，湘江中游北岸，全县土地面积 1872
平方公里。 其中耕地面积 82.18 万亩，是典型
的农业大县。 由于受自然条件限制，产业发展
相对滞后，而黄花菜作为全县传统特色农业产
业，种植面积遍布全县 13个乡镇。

近年来，祁东县委、县政府结合县域特点
大力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作出以黄花菜为重点
产业的总体扶贫部署，切实瞄准黄花菜这一特
色资源，围绕“四跟四走”产业扶贫思路，深入
推进产业扶贫。 截至去年底，全县通过黄花菜
产业脱贫 44582 人， 占全县脱贫总人口

45.6%。
———坚持“产业扶持”全覆盖。 祁东县委、

县政府制订《祁东县黄花菜产业扶贫到村到户
三年规划》， 对全县所有贫困村因地制宜实施
黄花菜产业扶贫项目。 去年，全县安排扶贫资
金近 1.2 亿元， 全县近 20 个新型农业经营组
织参与黄花菜产业扶贫， 累计帮扶贫困户
4410户 15760人。

———坚持“技术指导”全覆盖。该县以黄花
菜加工龙头企业为依托，对贫困村黄花菜种植
贫困户，在黄花菜种植期间由公司派出技术人
员对其进行技术指导和建立信息平台，向贫困
农户发布农业信息，包括种植技术、病虫防治、
灾害预警等，设身处地为种植黄花菜贫困农户
进行全方位服务。 同时，整合“雨露计划”、“阳
光工程”等培训资源，以县职业中专为主阵地，
组织贫困农户开展黄花菜产业相关培训；组织
基层农技、农机、林业等站所专业技术人员与
贫困村结对子，对贫困村黄花菜种植基地开展
技术指导。

———坚持“基础设施”全覆盖。 祁东县委、
县政府整合全县涉农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以乡
镇为基本单元积极与国家投资项目进行对接，
全力推进黄花菜主产区乡镇基础设施建设。

莫道农家无宝玉
遍地黄花是金针

7 月初，河南驻马店市农副土特产品公司

负责人来到祁东黄土铺镇军民村， 订购 20 吨
黄花菜。 黄土铺镇军民村支书肖友明告诉笔
者， 全村 600 多户村民种植 4000 多亩黄花
菜，今年市场走俏，鲜菜价已从每公斤 5 元提
高到 7元，菜农人均收入达 8000元左右。

祁东县是省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黄花菜
作为该县传统特色农业产业， 遍布全县 13 个
乡镇，黄花菜菜农 30余万人，现已成为全国最
大黄花菜种植县。

祁东黄花菜产业规模大，基础夯实，县委、
县政府把发展黄花菜产业作为一项富民强县
的工程来抓，坚持“生态优先、产业联动、多元
发展、多方共赢”原则，着力构建农业与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在“产、供、销”上
逐步形成了“祁东黄花菜模式”。

———创新经营模式。 祁东县黄花菜“产 +
加 + 销”一体化项目，通过创建绿色、高效、标
准化生产基地、提升企业生产加工能力、淘汰
松散型传统作坊式加工等措施，完善销售渠道
建设，创品牌，做精品，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
品效益。

———创新技术攻关。 2011年，湖南新发食
品有限公司发明的全自动高效节能黄花菜杀
青烘干机，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 该县有关职
能部门及相关龙头企业研发了黄花菜专用有
机肥，在黄土铺、步云桥、白地市、石亭子等 6
个乡镇黄花菜主产区推广面积 6700亩， 取得
了良好效果。 2016年，该县黄花菜生物制剂杀
青保鲜技术被评为衡阳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创新产品研发。县内三家龙头加工企
业科研院所建立合作关系，共同研发黄花菜加
工新工艺、新产品。目前，该县已研发黄花菜专
用食材包和研发出即食休闲型、营养型、功能
性等三大类黄花菜系列产品 110 个，市场反响
良好，丰富了产品供应品种，提高了黄花菜产
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

该县通过“产 + 加 + 销一体化项目”的实
施，建立健全了利益链接机制，企业、合作组
织、农户三方利益得以均衡。项目实施以来，新
发食品、吉祥食品、有吉食品等龙头企业共引
进黄花菜全自动生产线 6 条， 改造生产线 5
条， 年加工能力由原来的 3 万吨提高到 8 万
吨，加工能力不足的问题得到逐步解决。 去年
7 月下旬，祁东出现连续阴雨天气，菜农无法
进行分散加工， 市场鲜菜价格每公斤降至 2.6
元，吉祥食品等龙头企业严格按照与菜农签订
的协议保底价每公斤 4 元收购，确保了菜农利
益。据统计，目前，全县 6家黄花产加工重点龙
头企业，带动农业合作组织达 200 余个，销售
收入突破 6 亿元， 各类产业化组织带动农户
3.5万户，户均增收 3050元。

同时，该县以创建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
全示范区为契机， 狠抓黄花菜质量安全问题。
由政府牵头、部门监管、企业负责，大力推行黄
花菜标准化生产， 严格农业化学投入品的使
用，杜绝非法添加和滥用食品添加剂，质量安
全监管取得显著成效， 产品质量有了保
障，价格提高 20%以上。 黄花菜鲜菜价格
由产业融合前每公斤 5 元提高到去年
的 7 元。 仅此一项， 全县菜农年增收
3.2亿元。

近年来， 该县还积极引导发展创
意农业、电商等新型业态。 成立县电商
协会， 目前已拥有湖南黄花菜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湖南新农人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枣园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农民伯伯等黄花
菜电商平台 16 个，年交易额达到 6.5 亿元，全
力打造黄花菜旅游产业。以特色产业带动乡村
旅游，目前，全县有“黄花菜采摘体验区”、产地
购买黄花菜、 黄花宴的休闲农庄和家庭农场
80 家，年接待人数达 10 万人次，营业收入达
亿元，带动了 5000农民就业增收。

同时，祁东县注重打造样板求
带动，持续完善利益链接机制。
该县按照“公司 + 合作社 +
基地 + 农户” 的管理模式，
以合作的形式把贫困农户
和公司联接起来，选择“合
作经营、托管代管、务工就
业、土地流转、股份经营”等
方式， 贫困户和经营主体之
间建立长期稳定的利益联接
方式。 去年，该县黄花菜龙头企
业已与贫困户 2660 人建立合作关
系， 确保利益分配， 保底分红 1000 元以
上。

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目前，湖南吉祥
食品有限公司正在规划筹建黄土铺特色农产
品加工示范园，集聚标准化生产、储藏、农资供
应服务、产品研发加工、精深加工、销售、餐饮、
休闲旅游、综合服务于一体，在优势区域开展
以黄花菜为主导产业的农业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

打造区域公用品牌。 2015年，祁东黄花菜
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打造“祁东黄花
菜”区域公用品牌，进一步提升祁东黄花菜品
质和品牌竞争力，不仅将黄花菜产业打造成特
色效益农业，而且打造成观光农业，带动旅游

业、运输业等产业发展，打造衡阳市过 100 亿
元黄花菜产业。 在促进黄花菜产业升级的同
时，还将示范带动酥脆枣、槟榔芋、西兰花等祁
东特色农产品的产业发展。

目前，该县已被评为全国 100 强、湖南省
5强“农村产业融合示范县”。 农村产业融合发
展对于促进全县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繁
荣意义巨大， 必将为全县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建设“五个祁东”提供重
要支撑。

打响黄花菜品牌
铸造祁东闪亮名片

“黄花菜，你是我儿时的记忆之花，永远开
在母亲深深浅浅的脚窝里；你是我心目中的生
命之花， 永远开在家乡人原汁原味的碗头之
上；黄花菜，你永远是我心中一角的风景！ ”

今年，祁东县委、县政府提出要全面振兴
黄花菜产业发展， 进一步做强祁东特色产业，
打响祁东黄花菜品牌，提升祁东对外形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祁东县黄花
菜种植面积 1.85万亩，总产量 1400吨。 ”祁东
县委副书记周志敏说， 进入 2000 年以后，全
县黄花菜总产值约 10 亿元， 占全县种植总产
值的 28.9%。 近两年，黄花菜鲜菜年产量为 40
万吨左右，干黄花菜产量在 4 万吨左右，总产
值在原基础上翻了一番， 品牌价值高达 25.66
亿元，已成为祁东县农村经济的支柱产业。

据介绍，祁东县优质黄花菜加工产品远销
澳大利亚、新加坡、日本等国和港澳台地区。近
两年通过“一带一路”口岸港口销往东南亚等
国家达 5000 余吨，黄花菜成为了全县出口创
汇的增长点之一。 2016年，全县黄花菜出口总
额达 968万美元。

“乡村振兴要靠产业， 产业发展要有特
色。 ”黄花菜产业正是祁东县特色产业的首选。
“祁东县作为衡阳市唯一一个省级扶贫开发重
点县，2017 年顺利实现‘脱贫摘帽’。 ”祁东县
县长胡果雄说，要巩固脱贫成果，必须依靠产
业发展来增强“内生力”。黄花菜产业作为该县
农业特色产业， 2016 年产值达 20 亿元，年增
长率 12.5%， 产业增加值占 GDP的 7.51%，是
菜农们实实在在的“聚宝盆”和“金饭碗”。“全
县各级各部门要切实做大做强黄花菜产业，在
黄花菜发展上下足一番‘绣花功’。 ”

———着力推动科学种植。要积极做好黄花
菜种植技术培训指导工作，延长采摘期，错峰
采摘，把黄花菜种植管理技术落实到村到户到
地块，科学施药防治病虫害，从源头上防止和
减少污染，切实提高群众科学种植水平。 扎实
推进示范基地创建工作，力争成功创建两个集
生产、旅游观光、体验采摘于一体的绿色、无公
害、有机黄花菜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确保基
地面积达 100亩以上，最大限度发挥示范引领
作用。

———全力推广绿色加工。要加大技术攻关
力度，大力推广绿色加工方式，除应用传统方
法加工黄花菜外，在杀青上，积极试点机械生
产线焖蒸技术、植物粉剂、蒸气发生器杀青方
法；在脱水和制作干菜上，大力倡导传统工艺
焖蒸后晒干、 现有生产企业机械生产线烘烤
干，积极试点新建烤房烘烤干。 积极试点精深
加工， 加强与中国农科院等科研机构合作，年
内实施黄花菜速冻冻藏试点，研发黄花菜深加
工产品，提升黄花菜产品附加值。

———大力实施品牌营销。 要继续利用国、
省、市举办的各种节会，大力宣传推介祁东黄
花菜。 坚持走品牌化营销道路，组建黄花菜等
级评定专班，将黄花菜进行分等级销售。 要加
快“祁东黄花菜”商标注册进度，将其作为祁东
黄花菜对外营销唯一品牌，统一包装、统一设
计、统一销售。坚持线上线下结合，拓宽销售渠
道，充分运用“互联网 +”手段，加强与有资质、
有实力、有信誉的电商公司合作，积极开拓电
商销售市场。

———强力推动质量提升。要加强对菜农宣
传教育，推动其形成主动抵制药菜意识。 切实
加大黄花菜质量安全综合整治力度，制定完善
监管制度，县食品药品工商质量监管局、县公
安局要组成专门班子，派出精干执法人员常驻
产区开展执法，打击各类非法添加行为。 在相
关龙头企业和加工基地设立监管岗位，对违法
使用添加剂加工黄花菜行为， 实行现场销毁、
顶格处罚等严厉惩罚措施，起到“打击一例，震
慑一方”的效果，坚决遏制黄花菜非法添加的
“歪风邪气”。真正把黄花菜打造成祁东闪亮的
新名片。

这正是：
祁东黄花分外香，四海宾朋来品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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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东黄花菜受到客户青睐。 王辉 摄

韵律。 彭礼 摄

用黄花菜制作的菜肴。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祁东县委宣传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