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铜岭脚是宁海县茶院乡的一个
村庄，只有百来户人家。村庄不大，
但名声却不小，有宁海“番薯面加工
第一村”之称，番薯面成为当地的一
大特色产业。小小番薯为村庄添彩，
也给村民创造了源源不断的收入。

轧粉、沉淀、过滤⋯⋯经过一道
道工序，番薯被加工成了直径 60 厘
米的圆形饼块，一块有 20 多公斤
重。等饼块冷却后，再用机器制作成
番薯面。

蒋伟国在村里经营着一家小型
番薯面加工厂，说起这一行，他头头
是道。蒋伟国告诉笔者，他一年到头
都在忙着加工番薯面，一天可以加
工 350 公斤到 400 公斤，冬季尤为忙
碌。产品主要销往超市和菜市场，平
均价格为 40 元/公斤。加工番薯面
的机器是蒋伟国自己研制的，这家
小小的工厂已通过了 SC 生产认证。

据统计，铜岭脚村的番薯面年
产量在 150 吨左右，占到整个宁海
县番薯面年产量的四分之一。目
前，村里共有两家工厂通过了 SC
生产认证。

宁海县农业技术推广站相关人
士介绍，该县现有番薯种植面积 1
万亩左右，种植区域包括茶院、力
洋、岔路、前童等乡镇，番薯平均亩
产 2250 公斤，加工产品主要有番薯
粉、番薯面及一部分番薯酒。

近年来，随着优质、高产番薯
品种的引进和先进种植、生产技术
的推广，加之由番薯原料制作的
面、粉、麻糍等产品在宁波、杭
州、上海等地拓展市场，番薯及其
制品产业已成为宁海农户增收致富
的一大特色产业。

作为一种旱粮，番薯不占用水
田，种植适应性广，是一种低成本

高效益的重要粮食作物，尤其适宜
在低山缓坡种植。

在茶院乡道士桥村，宁波道合
农林科技有限公司在油茶树下套种
了 30 亩 番 薯 ， 取 得 了 不 错 的 收
益。该公司总经理杨贤挺说，番薯
打碎后加工成淀粉，年产量有 2 万
多公斤。

奉化大堰山清水秀，土壤的
pH 值呈偏碱性，特别适合番薯种
植和生长，该镇农户种植番薯，亩
收入最高的可达 1.5 万元。竹林村
僻居奉化西南一隅，与新昌交界，
该村有劳动力的家庭都在种植番
薯，番薯是当地村民的一大收入来
源。每年进入 10 月，家家户户晾
晒的番薯面，成为当地一道独特的
景观。

叶士海是大堰的一名番薯栽培
“土”专家，潜心研究番薯种植技
术 40 多年。近年来，他向当地农
户传授番薯高产种植技术，使大部
分农户种植的番薯增产一倍以上。
他还走出大堰，把番薯种植技术传
播到宁海的一些乡镇。叶士海表
示，番薯储藏相对简单，阴凉地方
就可以堆放，对山区农户来说，种
植番薯是一条不错的增收路子。

在余姚四明山、大岚、梁弄等
乡镇，每到金秋季节，家家户户制
作四明山区特有的传统风味食品番
薯枣及番薯粉丝。村里的开阔场地
和村民家的庭院里，晾晒着晶莹剔
透的粉丝。从赠送亲朋好友到打开
市场，番薯粉丝这一传统土特产成
了香饽饽，卖出了好价钱。前来四
明山区游玩的客人尽兴而归时，总
会带些手工制作的番薯制品回家，
仅番薯枣一项，每年就能为当地农
户带来上百万元的收入。

番薯加工
开辟一条增收门路

旱粮 （包括大小麦、玉米、番
薯、马铃薯等） 是粮食的重要组成
部分，也是深受城乡居民喜爱的农
产品，对于稳定发展粮食生产，丰
富城乡居民食物结构，促进农民增
收、山区经济发展和生态建设具有
十分重要的作用。

我省水田少，而山地、园地、
低丘缓坡等旱地资源丰富，旱粮生
产发展潜力较大，也有利于农业节
水。2013 年，省政府办公厅出台意
见，提出要加快发展旱粮生产。围
绕保障粮食安全，顺应粮食产业发
展趋势和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变化，
以市场为导向，以稳粮增效为目
标，立足挖掘粮食生产潜力、发展
旱粮产业、增加农民收入；以利用
冬闲田和低丘缓坡、园地、山地等

旱地为重点，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强化科技支撑，加强基础设施建
设，优化公共服务，大力培育现代
农业经营主体，创新经营机制，加
快推进旱粮规模化、标准化、生态
化生产和产业化经营，不断提高旱
粮生产水平和综合效益。

省政府办公厅出台的这份意见
同时指出：各地要从当地土地及水
资源、农业产业基础和旱粮作物特
性出发，坚持因地制宜、不与水稻
争地的原则，认真调查分析旱粮生
产现状和潜力，制订旱粮生产发展
规划和年度实施计划，科学布局旱
粮生产，积极发展适宜种植、富有
特色和优势的旱粮作物，努力培育
区域化、规模化、特色化的旱粮产
业带。 （孙吉晶 整理）

我省旱粮生产发展潜力大

从一年一季到一年两季从一年一季到一年两季，，从以加工淀粉为主向鲜食拓展从以加工淀粉为主向鲜食拓展————

拉长番薯产业链拉长番薯产业链 助农户增收致富助农户增收致富
记者 孙吉晶 通讯员 王旭伟 毛节常

晾晒番薯面。 （孙吉晶 摄）

我市宁海、余姚、奉化、象山等地的一些山区乡镇，村民保持
着种植番薯的传统。过去，采收上来的番薯以加工淀粉为主，制作
成番薯粉丝、番薯面，一些农户还有用番薯制作烧酒的习惯，以提
高番薯的附加值。

番薯营养丰富，富含膳食纤维和有益元素，具有较高的医疗保
健价值，在市场上颇受欢迎。这两年，以鲜食为主的小番薯应运而
生，走上市民的餐桌。

从过去一年种一季到如今一年种植两季，从以加工淀粉为主向
鲜食拓展，番薯这一传统农业产品正在实现华丽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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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公斤左右，市场上每公斤可卖
6 元至 10 元。第一季采收后，8 月份
再种第二季，10 月份又可以采收。
两季收下来，经济效益十分可观。

宁波市农艺学会秘书长、高级
农艺师王旭伟表示，小香薯能提早
产收，得益于我市农业技术推广项
目的支持。今年我市共引进鲜食小
香薯、叶用保健菜薯等 11 只番薯新
品种，其中包括西瓜红、江头白、鸭
蛋黄等一些特色地方品种。

小香薯以鲜食为主，迎合了现

代人的消费需求，市场前景可期。我
市农业农村部门也把“迷你番薯春
秋两季栽培高效种植模式”列为全
市重点推广的新型农作制度 60 个
案例之一。该模式采用市场适销对
路的迷你番薯品种，通过春季保温
育苗，将扦插期提早到 4 月初，在第
一季收获结束后立即剪苗扦插第二
季，亩产值在万元以上，社会效益和
经济效益显著，适宜宁海、奉化等低
丘缓坡山地（园地）及部分滨海旱地
特色农场应用推广。

采收鲜食小香薯。 （毛节常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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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番薯常年种植面积六七万
亩。传统种植模式下，番薯一般四五
月份种下，十月份收获，一年只种一
季。

7 月下旬，在奉化区大堰镇沙
柯村金缘生态番薯示范基地，今年
第一批小香薯采收了。看到番薯提
前采收，村里的一些老农感慨：“开
挖番薯，从来没有这么早！”

据了解，此次试验改变了原有
的栽培模式，采用二季栽培方法。在
烈日炎炎的 7 月，小香薯提前上市，
这在全市也是首次。

近年来，由于山区青壮年人口

不断流出，导致番薯种植面积下降，
但市场对健康粗粮食品的热捧度却
在上升。为此，改变传统的番薯种植
模式势在必行。

去年，大堰镇政府引进企业，采
用农业以工业化管理模式，在该镇
沙柯村建立番薯示范基地，打造特
色优质番薯产业。

叶士海作为技术顾问，参与了
新栽培方法的试验。他告诉笔者，小
香薯肉质细腻，甜而不干，且营养丰
富，比普通红薯更具食用功效，在市
场上十分受欢迎。令人欣喜的是，今
年小香薯获得丰收，第一季亩产量

迎合需求
试种鲜食小香薯

番薯原产于中美洲，是世界上重
要的粮食、饲料、工业原料和生物能源
作物，国内湖北、河南、广西、贵州山区
广泛种植。目前，浙江省番薯全年种植
面积约75万亩，主要分布在丘陵山区
半山区及沿海滩涂区域。去年，全省番
薯折干后总产量近30万吨。

业内人士指出，搞好番薯等旱
粮生产，是新形势下粮食面积扩增
的重要方向，对改善城乡居民膳食
结构、推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具有
重要意义。

近年来，我省番薯病虫害现象
严重，造成宁海、象山及台州等沿海
地区番薯茎腐病发生，产量锐减。宁
波市农科院优质特色薯类新品种选
育及应用推广项目组，利用组培和
大棚网室条件提纯复壮番薯原有品
种，同时选育适合本地栽种的淀粉
专用型品种，生产脱毒薯，利用本地
育苗基地生产健康种苗，以减缓种
性退化。“通过控制种苗源头，选育
抗病品种，提高健康番薯种苗覆盖
面，是提升番薯产业的根本出路。”
市农科院生态所高级农艺师王芳如
是说。

宁波道合农林科技有限公司在
宁海梅林街道仇家村建立了番薯脱
毒种苗培育基地。据杨贤挺介绍，番
薯脱毒种苗培育已有三四年时间，年
培育脱毒番薯苗 200万株，主要供应
宁海、象山及台州等周边地区。目前，
番薯脱毒种苗培育基地已被列为宁
海县农村农业局“十四五”种苗规划

基地，拥有浙薯 13、浙薯 33、心香、西
瓜红、渝薯 17、徐薯 18 和薯绿 1 号等
10多个番薯品种。基地还得到国家番
薯研究中心和省、市农科院的技术支
持，开展番薯病毒防治试验。

为做大番薯产业，去年，茶院乡
成校联合宁海县农业技术推广站、
道合农场，选取了 12 亩试验田，开
展浙薯 13 番薯种植试验。通过实地
种植，提高农民的番薯种植技术，帮
助农民增收、农业增效。“不做试验
不知道，差几天种植，产量差距那么
大。”农户俞志良看到试验结果后十
分惊讶。测产试验的实施，为番薯种
植户增添了信心。今年，茶院乡成校
以番薯的鲜食、菜用、深加工等产业
链为导向，计划在许家山村、铜岭脚
村开办番薯种植技术培训班，进一
步提升农户种植水平。

“尽管今年基地遭受了‘烟花’
台 风 影 响 ，但 还 是 取 得 了 宝 贵 经
验。”金缘生态番薯示范基地负责人
金亦君信心满满地说，团队将规范
种植技术，全面实施数字标准化管
理，打造高质量的番薯精品基地。

市农业农村局相关人士表示，
要进一步加强旱粮新品种、新技术
的试验、示范和推广力度，广泛开展
旱粮优质特色新品种引种和配套高
效栽培技术研究，薯类重点推广浙
薯 13、心香等品种，以及“迷你番薯
春秋两季栽培高效种植模式”，建立
绿色高效示范基地，不断提高产业
高质量发展水平。

攻克难题
番薯产业提档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