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面积 52万亩，鲜果产量 58万吨，产值 110
亿元，全县农民光柠檬人均纯收入超3000元。”

“规模和产量均占全国的80%以上，约占世界
的10%，‘买全国 卖全国’，还出口美国、俄罗斯、阿
联酋、新加坡等30多个国家，位列全球前五位。”

“品牌价值超 175亿元，是全省乃至全国柑
橘产业的一面旗帜。”

……
9月17日，首届世界柠檬产业大会在资阳开

幕，安岳柠檬承载着一份“川果”的底气和骄傲，
种种辉煌成绩展现在全球人面前。

“由少到多，由弱到强，安岳柠檬从蹒跚学
步开始，一路坚定前行，从零经济价值到百亿产
业，没有安岳人民及安岳县委县政府的 力坚
守就没有今天。”谈及辉煌，安岳柠檬产业局局
长田再泽感慨万分。

田再泽的话道出了一个事实：一路走来，安
岳柠檬发展历经了太多不平凡的岁月。

撑开历史的褶皱，时光回溯到上个世纪 60
年代中期。

得知安岳有柠檬后，国务院派出当时全国
最好的香精香料专家到安岳调研。

由此，有了一台最简陋的磨油设备，安岳柠
檬的逐梦之路也从这里蹒跚起步。

很快，靠着这台设备，安岳柠檬首次实现了
经济价值，磨的油卖出1000多元钱，在当时是一
笔不小的收入。

尝到甜头，安岳政府扩大了柠檬榨汁磨油
生产线，建立柠檬芳香油加工厂。

见此，当时一些有远见的公社，极力推动农
户调剂出部分土地、田坎种植柠檬。

艰难推行下，安岳柠檬总算有了上千亩的
规模，柠檬鲜果和芳香油的产量跃居全国第一。

而安岳柠檬真正规模发展，是1985年以后。
当时，国家统计各地特色水果资源，安岳柠

檬的良好发展引起了高度重视。第二年，安岳获
批全国唯一的柠檬商品生产基地县，争取到一
大笔产业发展资金。

由此，安岳柠檬迎来里程碑式的跃升，登上
了国家的历史舞台，成为了川果的代表，也背负
起了扬名川果的使命。

国家大力扶持，安岳县委、县政府决心将柠
檬作为全县主导产业打造，两座现代加工厂同
时开建，鼓励农民“甩开膀子干”。

安岳农民们种植热情空前高涨，柠檬种植
规模便冲到了3万亩。“安岳柠檬”初长成。

福兮祸所伏。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到新千
年，安岳柠檬大丰收，但由于内销不畅，导致大
量的柠檬卖不出去，安岳柠檬产业两度遭遇何
去何从的困惑。

“柠檬是独具竞争优势的水果，承载着‘川果
’的使命”，安岳县县长贾发扬说，安岳一直咬定
柠檬产业不放松，哪怕安岳柠檬曾经岌岌可危，
政府不仅没有放弃，而是两度出面力挽狂澜。

20世纪80年代末，在第一次危机后，安岳政
府意识到外销的重要性，派出当地农业局干部
用麻袋装、箩筐背，到北京、上海等地为安岳柠
檬打开了一条生路。

20世纪 90年代末，安岳柠檬第二次滞销危
机爆发，为恢复生产信心，安岳政府一方面协调
金融机构给予扶持，一方面先后出台《加快安岳
柠檬种植发展》等系列政策文件，强势推动恢复
柠檬生产：

安岳坚持基地、品质、市场、流通、品牌等产
业发展方向不动摇，鼓励干部带头种和社会资
本参与，由农民散种改业主集中种，给各乡镇下
达指标，成立柠檬产业局，配备柠檬专职副县
长、技术员，每年投入资金1500万元以上……集
中一切力量推动。

强力推动之下，安岳柠檬“复活”了：每年种
植规模递增拓展，到2008年，全县柠檬种植规模
达到20多万亩，加工业继续发展壮大。安岳柠檬
逐渐成长为全县支柱产业。

2013年之后，安岳政府提出，柠檬从规模扩
张向品质提升转变，实施品种优化、产品质量提
升、绿色发展、品牌营销、产业融合“五大工程”，
逐步接轨国际标准，融入国际市场，全面开启

“中国柠檬之都”建设，打造中国柠檬生产、加
工、营销、研发、文化五个“第一中心”。

近年来，转型升级后的安岳柠檬全面开花：
规模迅速突破50万亩；

成功创建国家级柠檬出口质量安全示范区；
音乐专辑《柠檬花开》、电影《柠檬》全国发

行，在旅游卫视推出50集大型科普电视片《柠檬
来了》；三集大型纪录片《遇见·行走的柠檬》在
央视播出。

获得中国柠檬之乡、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
保护产品、中国驰名商标、国际农业博览会金
奖、中国优质柑橘金奖杯、中华名果等一系列荣
誉称号；

到2018年，安岳已建成中国柠檬生产中心，
基本建成加工、研发、营销和文化中心……

近百年坚守，一代又一代的接力，安岳人将
“柠檬文章”越做越精彩。

如今，安岳柠檬这一川果金字招牌早已冠
甲神州大地。

逐“檬” 力坚守“安岳柠檬”甲神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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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世明：
为“柠”而生以“柠”为命

在花果村四川鑫柠乐果业有限公司的厂房
里，几乎每天都能看到一个清瘦的老人，挪着缓
缓的步子，偶尔看看冻库，偶尔望望选果车间，
累了就到办公室坐会儿，“这是他的命。”

老人叫邹世明，是安岳柠檬引种人邹海凡
的隔房侄子，父辈都是做园艺的。当年他家从邹
海凡家分得了5株柠檬。

因为邹家和安岳柠檬的缘分，邹世明一直都
有一份使命感。1967年，邹世明子承父业，加入集
体农场，成为一名柠檬种植技术员。1988年，因懂
柠檬保鲜技术，帮北京拓销的干部押送柠檬去了
北京，他一方面更加肯定柠檬的价值，另一方面
开始思考如何把安岳柠檬卖得更多更远。

二十多年后，邹世明注册了柠檬销售公司并
取名思源，一为纪念伯父邹海凡引回安岳柠檬，二
是公司位于柠檬的发源地，三是因柠檬而致富。

现在，思源公司已经更名为鑫柠乐，占地面
积从 4 亩扩展到 14 亩，产值比最初提高了 10
倍，成了当地的柠檬龙头企业之一。

邹世明说：“柠檬已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
每天不看柠檬，不说柠檬，就觉得缺点什么。”

华通柠檬：
与安岳柠檬共成长

华通柠檬是安岳柠檬经历第二次低谷后，
在政府的鼓励下成长起来的全产业链企业，见
证了安岳柠檬在逆境中如何转危为安、发展壮
大的历史。

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下，华通柠檬依托安岳
柠檬，从销售到精深加工，一路成长为农业产业
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国内柠檬行业巨头。

2015 年，华通柠檬经历过重组的阵痛期，
开始把产业重点切换到加工上来。目前，公司自
有品牌已经入驻四川特产店、家乐福以及有品
质的四川区伊藤商超。同时还为百草味、良品铺
子、三只松鼠等一线品牌做代工。

“以前柠檬出口都是找中间商，做转口贸
易。”该公司总经理李峻峰说，国外的客户一般
都被贸易商掌握，很难直接接触客源。

为此，华通柠檬花重金聘请国际贸易管理
人才。2018年 11月 27日，第一批自营出口安岳
柠檬从泸州港口出发，驶向新加坡。

实现首单自营出口后，华通柠檬已经将主
要精力由内销转至出口。李峻峰说：“现在平均
每天有 2个集装箱货柜发往国外，从去年 10月
到现在已累计完成自营出口近 2万吨，主要销
往俄罗斯、西亚、东南亚等地。”

田再泽：
没有政府力推
就没有安岳柠檬百亿产业

田再泽，现任安岳柠檬产业局局长。安岳的
柠檬史，全都装在他脑子里，他可以如数家珍地
跟人讲上几天几夜。也正因如此，每一个重要的
柠檬活动，都需要他出席。

“我和柠檬的缘分是注定的。”田再泽说，上
大学时专业学果树，毕业后就分到了柠檬生产
领导小组办公室。

后因发展通贤柚，作为技术专家被调到了
通贤乡，将通贤柚发展到8万亩左右，一株可以
收入上万元。

几年后，安岳县成立柠檬产业局，他又被县
委县政府委以重任，抓柠檬发展。

“我和安岳柠檬产生工作交集，今年刚好30
年。”田再泽说，自己和安岳柠檬的缘分由来已久。

“没有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就没有安岳
柠檬的百年，就没有今天的百亿产业。”田再泽
说。 （本版图片由安岳县新闻中心提供）

檬人檬事 >>

不负百年不负“檬”

安岳：与“柠”相约 擦亮川果金字招牌
□ 汤斌 黄晓庆

中国柠檬看四川，四川柠檬看安岳。
安岳，千年佛都，百年柠香，安居于山岳之上，

挺立于成渝腹心。
日前，首届世界柠檬产业大会在安岳召开，来

自全世界各个柠檬主产区的官员、专家、企业人士
等数千人，共同交流柠檬种植经验、产业现状和发
展前景。

“这是一次高规格、高标准、世界性的柠檬产
业盛会，必将成为安岳柠檬产业发展史上的一座
丰碑，标志着安岳柠檬正以开放的姿态，阔步走出
中国、迈向世界。”9月17日，在世界柠檬产业发展
峰会暨中国柠檬蓝皮书发布会上，安岳县委书记
彭洪掷地有声地向全世界发出持续擦亮川果金字
招牌的强音。

这既是对安岳坚定发展柠檬的肯定，又再次
点燃了158万安岳儿女新的逐“檬”热情。

这次大会，像一块大红的幔布，拉开了一出横
跨百年的产业大戏。

这一出戏，历经岁月，起承转合，演绎的是安
岳人如何独具慧眼，让柠檬从无到有，从1株枝条
到百亿产业，从小乡村走向大世界的川果初心。

这一出戏，激荡百年，跌宕起伏，照见的是安
岳县如何 力坚守，把柠檬从观赏植物变成百万
安岳人的支柱产业，实现产业富民强县梦，实现擦
亮川果金字招牌梦。

金灿灿的柠檬，金灿灿的梦。

走进安岳，便是走进柠檬的世界。
全球，有美国加州、阿根廷图库曼、法国芒

顿、意大利阿玛菲、安岳 5大柠檬主产区。安岳，
52万亩柠檬种植面积约占全球的1/10。

这里的地，是柠檬的专场：柠檬种植面积高
达全县耕地的1/3；

这里的人，与柠檬都有着解不开的缘：158
万人中33万人种柠檬；

这里的文化，浸透了柠檬的芳香：吃柠檬
宴、品柠檬茶、喝柠檬酒、唱柠檬歌、建柠檬街、
造柠檬景……

金秋九月，柠檬黄了。放眼安岳大地，满眼
青山满目柠檬，又一季“黄金果”开始从这里热
销全国及海外30多个国家。

在安岳，柠檬早已演绎成了一道产业盛景，
筑起安岳人民的致富梦。

而这场梦的由来，要从柠檬的起源说起，要
从一个独具慧眼的安岳人说起。

柠檬，源自喜马拉雅山南麓东部地区。400年
前，大英博物馆从中国引入，作为珍稀植物进行观
赏栽培，是富贵人家庄园里的“宠儿”。后来，英国
医生林德，用柠檬治愈了航海过程中最易发生的
坏血病，柠檬作为极具药用价值的水果开始风靡，
在英、法、美、前苏联等国上层人士中流行起来。

1926年，加拿大医学博士丁克森从美国漂
洋过海，引种尤力克柠檬，在华西坝成都华西医
科大学进行观赏培植。

柠檬，就这样以“贵族”的身份“荣归故里”。
那时，华西医科大学很多学生和老师，只把

柠檬当做一种新奇的植物，只有当时还是华西
学子的邹海帆，敏锐地发现柠檬可能有更大的
价值。

1929年，邹海帆将柠檬枝条带回老家安岳
县龙西花果村，嫁接在院子里的一株酸柚上，并
试种成功。

从此，柠檬在安岳落地生根。它有了新的名
字，安岳柠檬；它有了新的归属，四川水果。

从花开到挂果，从一株到几十株。安岳柠
檬，在邹海帆的院子里日渐繁茂，像一息静待

“燎原”的产业“星火”，等待一场春风的唤醒。
直到 20多年后，驻安岳前苏联专家惊喜地

发现安岳非常适合栽种柠檬，建议大量种植与
其交换工业产品。

那时以粮为纲，安岳艰难地挤出一两百亩粮
食地，发展了龙西公社和城南公社两处国营农场种
柠檬。还没等柠檬挂果，前苏联专家们便撤走了。

这是安岳人在柠檬方面的首次商品化探索。
虽然没有成行，但安岳柠檬的产业之路就此萌芽。

“让柠檬的世界，变世界的柠檬”。
这是本次首届世界柠檬产业大会举行的目

的之一，也是近年158万安岳儿女守好擦亮川果
金字招牌的逐“檬”新宣言。

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后，安岳全面贯彻落实
四川省委、资阳市委决策精神，奋力建设成渝中
部开放发展前沿区，而实施产业强县首当其冲。

“全球化视野、全产业链思路发展柠檬，确
立‘12433’的发展路径，努力把安岳建成‘科技
研发全国领先、柠檬品质世界一流、产业链条健
全完善’的世界级柠檬基地，世界柠檬产业优势
发展区。”安岳县委书记彭洪说，柠檬是安岳的
百年产业，是川果的金字招牌，更是安岳走向世
界的桥梁和纽带，新使命下，安岳再度出发，提
出高质量打造“中国柠檬之都”。

“1”：创建好 2019年获批的“国家级现代农
业（柠檬）产业园”，打造安岳柠檬高质量发展的
示范标杆。“2”：建设中国（宝森）柠檬文化旅游
特色小镇和龙台国家级柠檬加工物流特色小

镇。“4”：建设安岳柠檬良种苗木繁育基地、标准
化种植基地、加工生产基地、文创旅游基地。

“3”：建设中国柠檬产业科技研发中心、中国柠
檬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中国柠檬交易市场
及电商物流中心。“3”：健全安岳柠檬技术服务
体系、质量安全体系、品牌保护推广体系。

到 2030年，带动周边地区发展标准化柠檬
产业基地100万亩，实现产值300亿元。

逐“檬”路上，安岳不仅有雄心，更有行动，
田野里、工厂间的改变便是最生动的注脚。

深秋艳阳天，坐标，安岳龙台镇花果村。
百年之后，在邹海帆后人的带领下，记者第

一次踏上安岳柠檬的发祥地。院坝坐落在浅坡
之下，院子和邹海凡种下的柠檬却早已消失，但
周围被柠檬基地及柠檬工厂紧紧包围着。

距离院子几百米处，是全县第一个柠檬磨
油加工厂，现在，当地村民祝晓军接手后办起了
柠檬类食品、日用品加工厂，开发产品20余种。

再远处，便是邹海帆侄子邹世明一家创下的

企业——四川省鑫柠乐果业，也是安岳柠檬的重
点龙头企业之一。总经理蒋雄告诉记者，他们做
种植、仓储、进出口贸易等，每年近2000万斤柠檬
销往21个大中城市、俄罗斯、中东、东南亚等。“全
村1800亩土地全种柠檬，24个加工企业，全村年
产值1个多亿。”村党支部书记唐彪说，柠檬是“黄
金果”，带动了全村及全安岳人增收致富。

出花果村往西，在安岳县工业园区，华通柠
檬蜂蜜柠檬茶生产线、鲜果生产车间、柠檬冻干
制品等多条生产线正高速运转。尝一口刚生产
出的柠檬即食片，Q弹清新，酸甜可口。总经理
李俊峰告诉记者：“我们是集柠檬种植、研发、加
工、销售于一体的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
业，是我国柠檬深加工行业最大、产业链最齐全
的企业之一。”

而位于龙台镇西南方向的文化镇燕桥村，
多产业融合、多业态联动、多元素文化的中国
（宝森）柠檬文化旅游特色小镇模型初现。

数千亩柠檬基地碧绿成海，数十栋康养房

鳞次栉比，柠檬元素的儿童乐园里孩子欢声笑
语，以及建成世界柠檬品种博览园、安岳柠檬体
验馆和展示馆……宝森柠檬小镇项目负责人邓
帅告诉记者：“开业以来，已累计接待游客 80余
万人次，不仅带动了本地经济发展，也带来了极
大的社会效益。”

在逐梦世界的路上，安岳的行动远不止于
此。安岳，正沿着“12433”的安岳柠檬版图前进。

横跨百年，冲破群山，安岳柠檬从小枝条到
大产业，从观赏植物到“富民黄金果”，从小山村
走向全球，践行着擦亮川果金字招牌的使命。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安岳人把一抹风流自
赏的金黄，塑就为一座独秀百果的产业王国，向
世界亮出了“中国柠檬之都”的瑰丽名片。

昔日安岳柠檬，不负百年，不负川果初心。
今日安岳柠檬，蓄势待发，如艨艟巨舰，正

乘着首届世界柠檬产业大会的金风驶向更宽阔
的大海。

逐“檬”世界，无问西东。

“檬”誓 不忘初心 剑指世界再出发

安岳柠檬

“檬”芽 独具慧眼 一根枝条栽下产业“星火”
魅力柠海

柠檬加工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