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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宁海岔路镇大溪王村的一小
块田地里，4 月份种植的岔路早
豆长势旺盛，再过一个月就可以采
摘了。

岔路早豆为本地优良大豆品
种，在岔路、前童一带有数百年的
栽培历史。与其他豆类相比，岔路
早豆产量较低，不适合鲜食，近年
已逐步退出“江湖”。“在我的印象
中，早豆已有十多年没人种了。”
正在地头忙碌的大溪王村村民王家
配感慨地说。

然而，岔路早豆香气足，是制
作豆制品的上等原料。可以说，

“前童三宝”豆腐、香干、油豆腐
得以声名远播，岔路早豆功不可
没。

去年 3月，宁海被列入第三次
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
动系统调查县。由省农科院 5位专
家组成的调查队入驻当地，共收集
到蔬菜、油类、瓜果等 100份传统
特色品种，岔路早豆就是其中之
一。

普查发现，当地农户自己留存
的岔路早豆种子只有0.25公斤。为
了留住“老底子”的味道，宁海今
年开展了抢救性试种。宁海县种子
公司经理乐焕东告诉记者，第一批
种子采收后，9月份要再次进行秋
繁，岔路早豆的种植面积将逐步扩
大。

地方优质品种
正在消退消失

和岔路早豆命运相似，我市一
些地方优质品种正面临消退甚至消
失。

宁波地处东海之滨，四季分
明，雨量充沛，非常适合蔬菜、瓜
果等农作物生长。在经历千百年的
农事积累之后，形成了许多特色鲜
明的地方良种，如宁波藤茄、夜开
花、小白西瓜、邱隘黄叶雪里蕻、
余姚缩头种榨菜、奉化芋艿、慈溪
大白蚕豆等，一些品种深受百姓喜
爱。

然而，随着商业育种的开展，
新优杂交品种的推广普及以及种植
经营模式的集约化、规模化、专业
化，我市地方优良品种和地方种质
资源正被不断淘汰。

在地处山区的杖锡一带，有一
种花旗芋艿，用盐烤制后又香又
糯，凉了则变得滑韧而富有弹性，
口感非常好。这些年来，持续旱地
连作使杖锡花旗芋艿难逃病毒的侵
害，这一当地农民曾经的“致富
果”如今面临绝种的危险。

几年前，农工民主党宁波市委
员会在一份“关于宁波蔬菜种质资
源保护工作的建设”提案中指出，
我市有丰富的蔬菜种质资源，并具
有鲜明的地方特色。近年来，随着
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农
用土地面积日益缩小，少数地方特
色品种正在逐渐退出种植领域，亟
须采取措施予以保护。

蔬菜产业是我市农业重点产
业，其总产量和总产值均居我市经
济作物首位。据不完全统计，全市
蔬菜瓜果播种面积 140 万亩左右，
其中蔬菜约120万亩、瓜果类约20
万亩，约占全市农作物总播种面积
的三分之一。但是，在蔬菜种子市
场化、蔬菜生产商品化、蔬菜育种

目标单一化的大趋势下，许多地方
种质资源正在淘汰和流失，蔬菜种
质资源的遗传多样性大大减少。

业内人士认为，地方蔬菜品种
退化，客观上是因为气候改变、耕
作制度变化，一些老品种不能适应
播种期、生育期的改变而被自然淘
汰。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人为因素
也不容忽视。一方面，地方蔬菜资
源缺乏完整的收集保存和改良体
系。另一方面，本地蔬菜品种以农
民自留种为主，因缺乏育种知识，
留种过程中出现品种退化。此外，
目前我市农民以种植外地和新品种
蔬菜为主，传统种质资源得不到定
期繁育复壮，导致本地特色种质资
源急剧减少。

“农作物种质资源是育种必不
可少的繁殖材料，也是农业生产力
发展的基础性和战略性资源。”市
种子管理站站长张继群表示，切实
保护现有种质资源的遗传多样性，
既是造福子孙后代的民生工程，也
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必须加
强这方面的工作。

多方普查收集
找寻“失落的种子”

谁拥有资源，谁就拥有了未
来，种植业亦是如此。

在去年启动的第三次全国农作
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中，我
市宁海、奉化两地被列入系统调查
农业县（市）。余姚、慈溪、象山也投
入人力、物力，开展农作物种质资源
普查。5 个区县 （市） 共收集到种
质资源 152 份，涉及蔬菜、瓜果、
粮食、茶叶、中药材等五大类。

奉化区有着丰富的农作物地方
品种资源。以省农科院陈合云副研
究员为队长的 6位专家，经过两个
月的野外辛勤作业，累计收集到
91 份种质资源材料，将每一个老
品种都记录在案。奉化区种子管理
站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是时隔 60
年后，奉化又一次系统性的农作物
种质资源调查。1958 年，奉化与
宁波一家单位合作进行过农作物品
种资源调查，当时共收录了 11 类
189个品种。

事实上，从“十二五”以来，
我市就开始全面推进农作物种质资
源普查。小白西瓜曾是宁波非常有
名的地方品种，品质好，抗性强，
因生育期较长已退出市场多年。为
找回这一宝贵的地方资源，市农科
院蔬菜研究所科研人员在小白西瓜

的原产地鄞州区东吴镇遍访老农
民，历时三年，终于在大山深处的
一个小村庄里找到了“失落的种
子”。

据统计，2012 年至今，我市
已收集地方蔬菜种质资源 176 份，
其 中 瓜 类 75 份 （包 括 南 瓜 、 葫
芦、甜瓜、西瓜、丝瓜、冬瓜），
芥菜类 34 份，根菜类 25 份，绿叶
菜类 5 份，葱蒜类 1 份，茄果类 1
份。在各地普查的基础上，经过筛
选，共推荐了 34 个农作物种质资
源报省里评审，其中蔬菜种质资源
18 个。从种质资源类型分析，瓜
类、芥菜类、白菜类、根菜类是宁
波地方蔬菜种质资源的主力军。

我市各级种子管理部门也在积
极行动，进一步收集农家蔬菜品
种，重点区域是目前农家品种种植
较多的山区和半山区。对收集来的
种质资源，进行综合性状考查、评
价，建立数据库，对其种子进行繁
殖提纯复壮或入库保存。对一些还
在大面积种植又具有地方特色的种
质资源，则争取财政支持，鼓励种
子企业进行产业化开发。如慈溪大
白蚕豆，在投入 20 万元用于品种
提纯复壮和高产示范后，目前种植
面积已达到 1000 亩，年可生产种
子 10 万 公 斤 ， 除 了 供 应 当 地 农
户，还远销福建等地。

保护是为了更好地传承。近年
来，科研人员重点开展了地方种质
资源优异基因的挖掘和创新利用。
利用宁波藤茄选育出甬茄 1号、甬
茄 3号茄子新品种，利用宁波夜开
花选育出甬瓠 1 号、甬瓠 2 号瓠瓜
新品种，利用宁波小白瓜、竹筒菜
瓜、海东青选育出甬越 1号、甬甜
22 号甜瓜新品种。目前，我市选
育的各类蔬菜优良新品种已有 12
个，其中 9个品种通过了浙江省非
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市农科院选
育 的 杂 交 薄 皮 甜 瓜 品 种 甬 甜 8
号，就是由宁波本地种质资源小白
瓜和温州地方种质资源白啄瓜杂交
选育而成。目前，甬甜 8号已从宁
波走向全省和江苏、江西等地，进
行示范推广。

种质退化严重
保护任重道远

市农科院蔬菜研究所所长黄芸
萍认为，地方种质资源由于历史悠
久且经多代留种，同名异种或同种
异名现象严重，原有种性也出现了
不同程度的退化。为此，在对地方

种质资源进行普查收集的基础上，
重点要做好资源的鉴定保护。

不可否认，目前各地种质资源
研究工作存在重收集、轻利用的积
弊，种质资源的鉴定评价以及创新
利用等后期工作相对薄弱。一方面
由于财力、物力、人力有限，缺乏
对种质资源的系统鉴定和准确评
价；另一方面，优异性状基因的深
度挖掘以及高效聚合利用仍相当滞
后，种质资源的利用效率总体不
高。

作为一项长期的、持续的基础
性研究工作，地方种质资源的收集
保护与利用工作必须加强政策引
导，确保资金的持续投入，培养专
门的研究人才。

去年 3月，宁波市地方农作物
种质资源保护圃与新品种引进展示
中心项目在奉化松岙镇动工。项目
建成后，通过异地保存的方法，计
划每年收集宁波地方农作物种质资
源材料 100份，选育、引进展示农
作物新品种约 200个，示范推广农
作物新品种约 30 个，品种包括西
瓜、甜瓜、叶菜、茄果类、水生植
物、水稻等。目前，该展示中心已
完成生产用房、辅助生产用房及农
用地沟、渠、路等主要建设内容，
预计今年底基本完成项目建设任
务。

张继群告诉记者，该展示中心
是我省首个具有农作物种质资源保
护和新品种引进展示功能的基地，
将在加强地方特色农作物种质资源
保护、选育适合宁波人口味的农作
物新品种、加快优质高产新品种的
推广应用、加速推进我省优质地方
品种保护和新品种推广应用、推进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方面发挥
积极作用。

题图：岔路早豆是制作“前童
三宝”的上等原料。

（孙吉晶 摄）

面对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和种子市场化、生产商品化趋势的双重夹
击，我市不少地方特色品种正逐步退出种植领域，甚至处于消亡灭绝的境地，种质
资源的遗传多样性大大减少——

抢救地方良种：留住老底子的味道
图 示

种质资源调查人员正在进行野外作业。 （孙吉晶 摄）

种质资源，是农作物新品种选
育的重要物质基础。对种质资源中
一些优异性状基因的发掘和利用，
可以大幅度提高作物产量，增强作
物抗病耐逆性，改良作物品质。一
个突破性品种的育成，往往来自一
个特异性状基因的利用，一个好的
基因可以改变一个产业。

我国地方种质资源十分丰富，

目前已经征集了 5万余份，居世界
第三位。

地方种质资源的保护与利用，
不但可以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还能产生明显的生态效
益。利用优异种质和野生种质育成
的新品种，往往具有高产、优质、
抗病虫和适应不良环境条件的特
性，能大大减少农药、化肥和灌溉

用水量。不仅可降低生产成本，减
少对土壤、大气和水源的污染，还
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提高食品安
全，保障人体健康，其生态社会效
益不可估量。

加强地方种质资源的收集保护
和利用工作，是“功在当代，利在
千秋”的重要举措。

（孙吉晶 整理）

我国已征集地方种质资源5万余份

宁波藤茄、余姚榨菜、小白西
瓜、慈溪大白蚕豆、宁波绿带（豇

豆）、奉化芋艿头、大桥草籽种、姜山
草籽种、尖头种本草（蔺草）、宁波金

柑、象山乌紫杨梅、余姚白杨梅、慈
溪冬麦。 （孙吉晶 整理）

市级首批重点保护种质资源名录

韩立萍 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