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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人爱吃辣。所以，又香又辣的“石柱红”辣椒，自然成
为了很多重庆人的最爱。

谭建兰说，“石柱红”辣椒无论是辣度还是香度，在全国众
多辣椒品种中，都处于领先。

很多好吃的重庆火锅，使用的都是“石柱红”辣椒。
如今，“石柱红”辣椒已经成为石柱县带动农户增收致富的

特色产业，不仅在国内畅销，还远销海外。
用谭建兰的话来说：“重庆火锅香到哪儿，‘石柱红’辣椒就

辣到哪儿！”
“春天一片白，夏天一片绿，秋天一片红。”这是石柱县的椒

农们对辣椒从育苗到收获最直观的描述。
在石柱县，四分之三的乡镇和街道在种植辣椒，三分之二

的农户从事着和辣椒相关的农活。去年，石柱县种植的30万
亩“石柱红”辣椒，又一次丰收：年产辣椒达到27万吨以上，产
值达到16.8亿元，椒农辣椒销售收入达到11.5亿元。因辣椒而
受益的农户近8万户。

如今，石柱县已经成功育成“石柱红”辣椒品种18个。因
为油分重、辣感高、香气浓、色泽鲜艳，香辣带劲的“石柱红”辣
椒在辣椒界中一直是“抢手货”。

谭建兰说，去年，辣椒市场出现下行趋势，有不少辣椒品种

开始降价销售。她没有因此慌乱，她找准“石柱红”辣椒的市场定
位，然后有针对性地跑市场，找销路。

“哪里的人爱吃辣，我就跑到哪里去。”
最后，“石柱红”辣椒稳住了价格，依然很抢手。
在谭建兰看来，地道的重庆火锅和“石柱红”辣椒是“绝配”。

“用了‘石柱红’辣椒的重庆火锅，会越吃越香。”谭建兰说，
不少人气高、口碑好的重庆火锅店，每天都要消费上百斤左右
的“石柱红”辣椒。

“石柱红”辣椒除了直接用于火锅店等餐饮以外，还被用于
深加工，制作成重庆火锅调料。

“我希望‘石柱红’辣椒能和重庆火锅一起，辣得更远。”谭
建兰说，今年两会上，自己讲了石柱辣椒的故事，上游新闻进行
了报道。远在日本开重庆火锅店的重庆小伙罗晓宇看到了新
闻，特意打听到了她的微信，向她预订了近千斤“石柱红”辣椒。

今年，谭建兰准备继续加大创新研发，提升“石柱红”辣椒
的品质。同时，谭建兰也正在想办法，希望能够进一步推广

“石柱红”辣椒。她还希望能研发出更多种类的“石柱红”辣椒
产品，特别是年轻人喜欢的产品。同时，她还要继续推广“谭
妹子”微信公众号，做大电商平台，让“石柱红”辣椒辣到更远
的地方。

2019年3月8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河南代表团审议时说，现代农村
是一片大有可为的土地、希望的田野。

之前，总书记在参加甘肃代表团审议时，对打赢脱贫攻坚战也提出了要求。
乡村振兴、脱贫攻坚，都离不开产业的支撑。
2018年3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到重庆代表团参加审议，与重庆代表团多

位代表互动时说到不少能帮农村脱贫致富的“重庆宝贝”。

说到巫山红叶，总书记微笑着说，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一部红遍全国的电影《等
到满山红叶时》，说的就是三峡红叶，景色很美！说到巫山脆李，总书记饶有兴趣
地问起“个头有多大？颜色是红色、青色还是黄色？”来自涪陵的代表发言时，总书
记回忆说，自己十几年前去过涪陵，记得涪陵榨菜。

除了总书记点到的这些“重庆宝贝”，重庆的宝贝还很多：荣昌的夏布、石柱的
辣椒、忠县的柑橘……

这些都是重庆实施乡村振兴、打好脱贫攻坚战，带动当地百姓致富的“产业宝
贝”。今年的全国两会上，这些“重庆宝贝”也“来”了：重庆代表团的全国人大代表
们围绕乡村振兴、脱贫攻坚、生态保护审议发言时，举了很多“重庆宝贝”的发展故
事，他们大多数已变成乡村振兴的“产业宝贝”，让乡亲们过上了好日子。

“重庆宝贝”究竟有些什么好故事，今天我们采访了部分代表，请他们来讲
一讲。

全国人大代表谭建兰：
重庆火锅香到哪儿“石柱红”就辣到哪儿

石柱红辣椒：我是辣椒，名字叫“石柱红”。我是石柱县注册的石柱辣椒集体商标，获
得了“无公害农产品认证”、“农产品地理标志”等众多荣誉哟。

我的家乡石柱县，位于重庆东部，地处北纬30度，境内海拔119—1934米，富含有机质
的土壤，是辣椒生长最好的地方。

我的特点是皮厚、色红、个匀、香辣，营养丰富，是很多重庆火锅的首选原料。每百克“石
柱红”辣椒维生素C含量高达198毫克，并富含维生素B、胡萝卜素以及钙、铁等矿物质。

总书记关心的“重庆宝贝”已成乡村振兴的“产业宝贝”

夏布中山装、夏布海棠花、夏布香囊……
荣昌区委书记曹清尧是荣昌夏布的“代言人”，几乎走到哪

里都不忘推广。“夏布这个产业实际是个跟农村、农民、农业有
很强关联性的产业，能够带动农民从事种麻、绩纱、编织、出口
销售。”曹清尧介绍，仅去年，就直接带动了200多名留守妇女
实现了居家就业梦。

一块看似寻常的夏布，有着上千年的悠久历史，既粗犷淳
朴，又细腻如丝。两次参加重庆代表团的记者会，曹清尧身上
都有夏布元素。

去年，曹清尧的胸前别了一朵夏布做的“海棠花”，还带来
了夏布香囊。

今年重庆代表团的记者会，曹清尧穿了一套中山装。
曹清尧还带来了夏布做的插花。他说，夏布做的花，不仅

美观，还不褪色。

“荣昌夏布也要行千里、致广大。”
曹清尧说，荣昌夏布要不断地走出去。目前，荣昌夏布登

上了央视纪录片《传承》、中国国际时装周，荣昌夏布做的折扇
也成为了首届智博会送给外宾的礼物。

目前，荣昌有夏布企业40余家，常年出口企业25家（2018
年出口1.05亿美元），配套微型企业、家庭生产作坊1000多户，
有2万余人从事夏布相关工作。

荣昌还正在重点打造夏布小镇。曹清尧说，未来将把夏布
制作的全过程展示给游客，还将制作相关文创产品，让夏布“有看
头还带得走”。

此外，还将引进一批夏布制造龙头企业，实现“强强联合”，
建立中国麻纺业创意中心、信息发布中心、数据中心和电商平
台，以创新带动夏布产业深度发展。“让更多的人吃上‘夏布’
饭，依托夏布实现脱贫致富。”

全国人大代表曹清尧：
荣昌正打造夏布小镇 让更多人吃上“夏布”饭

荣昌夏布：我叫夏布，家乡荣昌。
在我的家乡，我是三大传统特色产业之一，有上千年的生产历史，织造技艺为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
近年来，通过积极引进脱胶、印染技术，对我实施精加工后，我已“变身”为服装、床上

用品、布画、折扇、墙纸等20多个模样。

脆李成为带动村民脱贫致富的“金果子”

哲学家莱布尼茨说：“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
李春奎和巫山人在这句话中，找到了灵感。

往年，冬去春来，巫山红叶按生长规律自然凋谢。从去年
起，它将以另外一种方式，长存于人们生活中。

李春奎说，在巫山县小三峡核心地带，有一支特别的队伍，
队伍中既有扶贫人员、乡村妇女，也有返乡创业的年轻人。当
然，也包括他这个品牌推介人。

大家花了两年时间，选叶、清洗、晾晒、描画、压平……延伸
出一种红叶文创作品，即红叶叶雕。目前，这批叶雕样品已达
百幅，刻画出了鸳鸯、猕猴、农耕、巫山十二峰等场景。不过，不
褪色、不霉变的难题，正挑战着这支队伍。

李春奎说，一旦尝试成功，他将把红叶叶雕当作伴手礼，带
向全国各地，让更多人记住巫山红叶的美。

去年3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重庆代表团参加审议，
总书记微笑着说，三峡红叶，景色很美。

忆起当时情形，李春奎依然难掩激动之情。
那天，他向总书记汇报，巫山人正努力打造“北有香山红

叶、南有巫山红叶”的旅游品牌。
一年过去了，他说，这一目标更近了一步。
要想巫山红叶长得好，李春奎说，这得明白一个道理，那便

是，必须把长江生态环境保护好、修复好，比如坚持生态屏障区
植被恢复及石漠化治理。

去年，李春奎参与县林业局大小会议十余场，会上，大伙
一致认为，长江巫山段沿岸持续造林的计划不能断。经大伙
齐心协力，去年，巫山沿岸新增生态林和经济林总面积达20
余万亩。

其中，新增红枫、黄栌等红叶景观林4万亩。
如何更好实现林旅融合？如何打好“红叶牌”？
李春奎带队与西南大学、重庆林科院等技术团队联系，希

望在3至5年时间内，培育出2至3种增艳、抗病等特性的红叶
新品种。

很快，李春奎在与林业专家交流中，明确了一个目标——
延长巫山红叶观赏周期，打造四季有红独特景观，未来将呈现

“春秋赏红叶、夏赏红花，秋冬赏红叶红果”的盛景。
目前，巫山已规划建设50万亩彩叶林带，以红叶为主，以

红叶石楠、黄栌、红枫、红果冬青、红紫薇等60余个红叶红花红
果品种为辅；另规划建设3000多亩的巫山红叶博览园，计划引
种五大洲红叶品种等。

这些承载着希望和美好愿望的红花红果，将在不久后，一
同扮靓长江、大宁河两岸。

全国人大代表李春奎：
“南有巫山红叶”把红叶叶雕伴手礼带向全国

巫山红叶：我叫巫山红叶，生长在长江三峡巫山段沿岸。
我的形态不拘一格，包括手掌形、五星形、羽毛形、鸭掌形、针形等。每年，伴随家乡气

候、光照、昼夜温差的变化，我的色彩也在发生微妙变化，以火红色居多，同时包括酒红、铁
红、玫瑰红等多种色彩。如果你对我还不熟，可以看看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一部《等到满山
红叶时》的电影。我在长江三峡红叶中，被视为面积最大、种类最多、观赏周期最长、观赏
价值最高、景观结合最好、游览方式最灵活的一道独特景观。

受习近平总书记关注的巫山脆李，而今发展如何？
李春奎说，它已成为带动村民脱贫致富的“金果子”。
截至去年底，巫山县累计完成脆李栽植22.05万亩，挂果面

积达到10万亩，实现脆李产量8.5万吨、实现产值8.1亿元，惠
及5万个农户，脆李种植户户均收入达到1.62万元。

“近来有人问我，现在巫山脆李供不应求，打广告还有必要
吗？”

李春奎说，确实，这些年，不少水果老板在脆李成熟前一个
月，就安排拉货师傅住进当地小旅馆，等着抢货。有的淘宝店
长提前和物流公司谈好条件，在当地租下一间门面，一边接单，
一边派货。

巫山脆李的经销商也布满了北京、上海、成都、武汉等各
地。巫山脆李已帮助并带动巫山县9000余贫困户（5万余贫困
村民）脱贫致富。

“好酒也怕巷子深”。
去年，李春奎牵头，对巫山脆李的品牌拓展和宣传进行了

前所未有的尝试。
例如，首次成功举办重庆市水果采收（巫山脆李）农民运

动会、中国重庆·巫山脆李产业工作交流会；努力争取巫山脆
李入选央视“国家品牌计划——广告精准扶贫”项目，巫山脆
李品牌公益广告在中央电视台1、2、3、4、7、8、9、13频道持
续两个月滚动播放等。

去年，巫山县先后获得了“农业农村部授予巫山脆李品种
权证书、重庆市优势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中国特色农产品优
势区”等殊荣。巫山脆李品牌估值达到13.34亿元，荣居全国李
类果品2018年公共区域品牌价值榜首。

“争做中国南方第一脆李品牌。”李春奎说，这是巫山人的
脆李梦，梦很美，也不远。

巫山脆李：我的家乡地处三峡库区腹心地带，在云雨与连绵的群峰之间，有着这样一片湿度充足、日照充
分、平均气温21.3℃、无霜期达286天的肥沃土地。每年6至8月，这里犹如梦幻小岛般开花结果，漫山李花，引
人入胜。

这里便是我的产地，海拔400-800米之间的巫山县曲尺乡，也是为巫山县赢得“中国脆李之乡”“中华名果”
称号的好地方。得益于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和生态环境，我在这里茁壮长大，我长相端庄、脆嫩汁香，还富含多
种氨基酸，最大单果重58.9克。

全国人大代表刘家奇：
龙眼荔枝要“老树开新花结新果”

长江，在重庆涪陵区南沱镇拐了两道弯。睦和村就坐落在
江水环绕的小山坡上。

这个季节，站在睦和村的果园望去，满眼是黄灿灿的脐橙。
冬有脐橙，春有枇杷，夏有荔枝，秋有龙眼。村民卖果不出

村，价格也不赖。刘家奇说，去年12月，全村半个月售出脐橙
20多万斤，挣了上百万元。

在刘家奇看来，提高水果的果品质量是永远的工作重点。
在来北京参加全国两会之前，刘家奇在村里连续开了三场

果树春季管理技术培训会。
“目的就是提高村民种植水果的技术。”
刘家奇说，水果技术每年都要更新，否则就没了优势。村

里组织了涪陵区果品办的技术员，以及更远的农业专家来到田
间地头，给村民们讲述新的种植技术，哪个时候打枝、哪个时候
疏花疏果，都有新的要求。

四季观光果园睦和村，如今一年四季都吸引着大量游客来
采摘水果，每到“魅力涪陵·三峡库区龙眼文化节”等大型活动
时，游客大巴、私家车、水果批发商的货车挤满山上的停车场。

刘家奇介绍，村里目前已发展了40多家乡村农家乐。
水果不愁销了，刘家奇就在盘算着，如何把乡村旅游做大

做强。“我们计划组建一个村级的乡村旅游合作社，或者是旅游
发展公司。”

刘家奇向记者介绍起了思路，这既可以壮大村集体经济，还
能规范村民的服务水平，提高旅游质量，进一步带动增收致富。

去年全国两会上，刘家奇专门向总书记提到的新党员汪登
荣，如今已按期转正。在村里，汪登荣带来了新的销售模式：
2018年，汪登荣实行了线上线下外加采摘同步销售策略，已经进
驻淘宝企业店、涪陵同城、涪陵E生活、巴味渝珍等七八个平台。

刘家奇计划，今年将引进更多的电商到村里来。
“有汪登荣的经验，有我们优质的水果，我们的龙眼，肯定

会卖得更远。”
文/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刘波 陈翔 李琅 张瀚祥 罗永攀
图/上游新闻记者 邹飞

睦和村龙眼荔枝：我是一颗龙眼，来自重庆市涪陵区南沱镇睦和村，我的特点是皮薄
肉厚水分足，吃起来细腻香甜，非常爽口。

不信？不信你来试试。
在我们村里，除了我，还有枇杷、荔枝、脐橙等兄弟。我们几兄弟，在睦和村里组建成

了一个“四季观光果园”，我们这些水果兄弟，已经成为村里致富的源泉。

“我叫吴彦 ，是一名来自柑橘饮料生产企业的基层代表。
忠县是中国现代柑橘的发源地，这里还榨出了中国第一杯纯天
然鲜冷橙汁。”

在今年全国两会重庆代表团举行的一场专题记者会上，全
国人大代表、重庆派森百橙汁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彦 一开场，
便介绍起为忠县脱贫攻坚立下战功的柑橘。

一年来，只要媒体采访，时间允许，吴彦 都会与媒体记者
坐下来，好好聊聊家乡的故事。

“我是重庆人民选出来的全国人大代表，我有责任传播好
家乡人的声音，讲好乡村振兴的好故事。”

吴彦 说，忠县所在的三峡库区与美国佛罗里达州一样，是
国际柑橘界公认的最适宜加工柑橘的三大产区之一。二十年
来，这里的农户和本土企业靠着坚韧的个性让忠县的柑橘和橙
汁走向了全国、走出了国门。

“这一颗可口的柑橘和这一杯香甜的橙汁，值得被更多人
知道，也值得让更多人品尝到。”吴彦 说。

柑橘这份“甜蜜的事业”，不仅得靠嘴说，还得靠双手去做。
“二十年的发展，忠县的柑橘产业不再是传统的农业种植，

而是融入了科技的现代化农业生产。”

吴彦 说，以她所在的企业为例，企业通过自主研发，实现
了国内非浓缩冷鲜橙汁产业无菌大罐冷藏技术的首次产业化
应用，达到了节能降耗、提高土地资源利用率、提升产品品质的
目标。

去年一年，企业申报各项专利39件，专利数量较2017年增
长52%，已拥有的和正在申报中的专利总量达120件。

“要做好忠县柑橘的代言人，我认为更要保障好忠县柑橘
和橙汁产品的质量。”吴彦 说。

为了宣传好忠县柑橘产业，吴彦 积极投身到田园综合体
建设中，还筹备橘园迷你马拉松赛，希望吸引更多人来到忠县，
走进橘园。

吴彦 说，下个月，2019三峡橘乡·田园马拉松将在忠县
新立镇开跑，到时选手们将穿越万亩橘园、橘乡荷海、稻田湿
地、橘乡人家、智慧柑橘观光基地等，欣赏到以柑橘为特色的田
园风光。

2003年初，在美国留学多年的她放弃国外高薪工作回到
家乡忠县，选择了在农村开启柑橘事业。

吴彦 表示，农业的发展需要更多的优秀人才，希望未来
有更多的海归、年轻的大学生能够投身农业。

全国人大代表吴彦 ：
可口的柑橘 忠县人“甜蜜的事业”

忠县柑橘：身穿橙色外衣，头戴深绿色帽子，吃起来甜丝丝、凉飕飕的，你有猜到我是
什么吗？

没错，我就是来自忠县的柑橘。
我的家乡位于长江水道北岸，千年以前，我的祖宗就在这里发芽、开花、结果。如今，

老树开出了新花、结出了新果，我的兄弟姐妹也摇身一变成为橙汁，漂洋过海成为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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