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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新冠肺炎防治期間，四川的農民給武漢捐贈了3噸

魚腥草，可是在武漢的醫護人員卻大多無法接受。的確，

魚腥草那一股腥腥的味道，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入藥或

許還可以，做菜就有點為人所難了。

除了雲南、貴州、四川、重慶等地方的人，鮮有人能接受

它的味道，但實際上魚腥草營養價值是很不錯的，不僅含有蛋白

質、脂肪和豐富的碳水化合物，同時還含有甲基正壬酮、羊脂

酸和月桂油烯等。

在藥用方面，魚腥草被製成水煎劑、粉劑、注射

劑，對肝臟出血有良好止血作用，對肺膿瘍，

癰癤等化膿性炎症有效。生嚼根莖，

還能緩解冠心病的心絞痛。

魚腥草可入藥亦可入菜
魚腥草可入藥亦可入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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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譚旻煦、丁樹勇
雲南硯山報道

「新的痺虱菜（當地人稱魚腥草為痺虱菜）上市

了，每斤的收購價達到5元（人民幣，下同），近

十年來都沒有賣到這麼高的價格呢。」前兩天，雲

南文山州硯山縣稼衣鎮新寨村委會拉白村楊開華給

記者發來一段視頻，高興地說道。今年由於乾旱影

響，加之魚腥草功效在新冠肺炎防治中被人們認

可，價格節節攀升，拉白村全村村民種植了1,000

多畝魚腥草，今年收穫頗豐，臉上都

掛着笑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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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具防疫功效 售價10年最高

有片睇

楊開華所在的拉白村一共有78戶，372
人，他印象當中，在他很小的時候村

裏就開始種植魚腥草。作為拉白村村民小
組組長的他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現在全
村種植的魚腥草面積達到了1,000畝，今年
價格賣得特別好，一市斤一直都沒低過2
元，三四月份之後，價格更是噌噌地往上
漲，差不多可以賣到5元，這個價格一直
從5月份持續到了現在。

一畝地收入可達3萬元
「今年我家種了30畝，這些天開始採收
出售了，價格每斤差不多維持在 5 元
錢。」楊開華笑說。他給記者算了一筆
賬，一畝地種植成本大約5,000元，其中包

括400斤種子的成本1,000元；
肥料成本 1,500 元左
右；需要覆蓋在
上面的桔梗桿約

1,000元；滴灌裝置500元可以用四年，每
年大概125元；還有電費300元。至於人工
成本，楊開華說大家基本上都是自己做，
平時就是除草之類的，採收的時候也基本
上自己做，如果請人做的話，人工大概
1,100元。
「從收成來看，一畝地大概可以收6,000
到7,000斤，按照現在的收購價格，一畝地
的魚腥草收入可以有3萬到3.5萬元，除去
成本純收入可達到2.5萬到3萬元。」
不過魚腥草也並不是每年都能種，土地

必須要輪作，比如今年採收了魚腥草之
後，就不能再接種。而農戶一般會選擇
種植薑、辣椒等作物，隔一年後才可再種
魚腥草。

寧種魚腥草 不用外出打工
在自家房屋門前，高自能和妻子正在給

已經採收和清洗過的魚腥草打包。「這一
袋能有400斤，裝好之後我把它送到村裏
的集中收購點就可以了，那裏有專門的代
辦統一收購，今天我家一共要送去兩
袋。」
高自能今年38歲，家裏有4口人，兩個

孩子一個10歲一個16歲還在上學，家裏去

年一共種了15畝魚腥草，今年四五月份的
時候開始採收出售，一開始一斤賣3.5元，
「當時我覺得這個價格已經很好了，但是
之後賣到了5塊」，高自能都有些後悔賣
早了。但是對於一斤大概成本1元錢來
算，種魚腥草還是賺了。
高自能說，家裏一直是種魚腥草，由於

這些年價格都比較好，家裏的收入靠這個
已經是綽綽有餘，所以自己從來也沒有外
出去打過工，家裏也種辣椒等。一畝辣椒
產量大約2,000到4,000斤，價格好的話一
斤可以賣3到4元，算下來最賺錢的還是魚
腥草。
對外銷售也基本上不用種植戶操心，一

年四季基本上都會有代辦到村裏收魚腥
草，這些人來自文山、昆明、廣西等地，
很多都是熟人，「他們說收多少，就是多
少了，合作了很多年，他們也不會坑我
們。」楊開華告訴記者。
據種植戶介紹，代辦大概會告訴村裏這

幾天需要多少貨，然後村裏會給各家各戶
大致分配一下，比如今天高自能家就分配
到2袋，其他家庭可能會明天或者後天負
責供貨，這樣既可保證貨源，也保障了村
裏各家各戶魚腥草的銷售。

今年魚腥草的價格為何會成
為十年來最高？當地主管部門

及種植戶表示，主要原因應是年初
起各地陸續出現的新冠疫情。市場
人士推測，在新冠疫情的防治中，
大家對於具有清熱解毒、增加抵抗
力等效力的中藥分外關注，魚腥草
的名氣也隨之變得更大，購買的人
多了起來，也成為推高價格的一個

原因。
硯山縣拉白村從1993年左右就有

人開始嘗試種植魚腥草，當時拿到
市場上可以賣到0.8元一斤，這個價
格已經超出了其他農作物的售價，
然後大家就紛紛跟種了起來，那
兩年最高的時候賣到1.5元。後來種
的人多了，又沒有人統一來收，價
格一下就跌到只有幾毛錢。種的人

又少了。
到了1997年，一名四川商人來
到村子裏說是讓大家種魚腥草，他
來收，還帶來了新的品種，大家就
又開始種起來。由於新的品種種出
來的魚腥草比原來粗，洗出來又白
又好看，市場上賣得很好，以前種
辣椒、玉米的都開始種起了魚腥
草。

拉白村曾成小康示範村
楊開華介紹，後來村裏還成立了

魚腥草種植協會，許多原來在外打
工的人都回來種魚腥草，收入還超
過了在外打工。發展到現在已經是
全村都種了。魚腥草還成為他們村
子裏致富的農產品，在2008年拉白
村就被評為小康示範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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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熱解毒效用推高近期價格

雲南省文山州硯山縣拉白村
◆人口數量： 78戶 352人
◆總耕地面積：2,081.8畝，人均5.9畝
◆主要作物： 魚腥草（主要作物）、

蔬菜、辣椒、姜、水稻
及玉米

◆種植面積： 魚腥草964畝 (2019年)
◆總產值： 681萬元人民幣

■涼拌魚腥草不是人人都能接受的菜餚。

■■魚腥草價格今年以來節魚腥草價格今年以來節
節攀升節攀升，，創下十年最高創下十年最高。。

■■雲南文山州硯山縣拉白村雲南文山州硯山縣拉白村7878戶全部種戶全部種
植魚腥草植魚腥草，，種植面積達到種植面積達到11,,000000畝畝。。 ■■賣得好價錢賣得好價錢，，種植戶笑逐顏開種植戶笑逐顏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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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懼疫情 貴州茅台半年多賺1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章蘿蘭上海報道）高
力國際近日在滬舉行新聞發布會，就上海商業
地產市場進行回顧與展望。據其統計，2020年
第二季度，上海寫字樓市場整體空置率達到
19.1%，平均租金環比下降4.6%至7. 94元（人
民幣，下同）/平方米/天，料年內租金或將繼
續下滑。
據悉，受全球疫情影響，租戶企業決策愈加

保守，多數租戶選擇推遲擴張，或將搬遷計劃
改為續租。高力國際華東區辦公樓服務執行董
事吳群指出，疫情企穩後，更多租戶手規劃
未來辦公解決方案，租戶辦公需求流動性的增
加，將伴隨寫字樓項目間更激烈的租戶爭奪。
吳群認為，由於上海辦公樓市場今明年供應

量將維持高位，租金將有進一步下行壓力。高
力國際的數據顯示，預計2020年上海寫字樓市

場新增供應或將達200萬平方米，部分原計劃
今年入市的新項目已推遲入市至2021年。
此外，得益於多種形式的消費刺激政策均取

得顯著效果，上海零售消費市場在第二季度快
速反彈。不過，高力國際認為，未來部分商業
項目的推遲入市，預計將給今年下半年到明年
的零售物業市場，帶來去化壓力，因此即便下
半年租戶擴租意願恢復，租金呈現下降趨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持續的新冠疫
情令初創企業愈發如履
薄冰，阿里巴巴香港創
業者基金執行董事周駱
美琪昨於視頻會議中透
露，各國封關措施各
異，令基金旗下部分創
企在東南亞和內地的融
資進度有所拖慢，需謹
慎理財以渡難關。不過
她強調，基金不會放慢
投資創企的步伐，遇到好的項目和
團隊仍舊鼎力支持，相信只要全球
疫情得以溫和受控，創投市場也漸
恢復活力。

受惠居家辦公成趨勢
周駱美琪稱，即使今年疫情令部

分交易出現延遲，基金都不會放慢
投資步伐，亦未見到申請公司有所
減少。她認為，疫情為一些初創企
業帶來了全新的發展機遇。全球居
家辦公帶動了專攻企業方案類創企
的轉型和技術升級，這類型的企業
會普遍受到創投市場青睞。此外，
涉及健康、環保的企業也會得到更
多關注。不過，旗下投資的旅遊業

及零售型創企受到最強衝擊，她解
釋，創企在經過多輪融資和引入大
股東後，已很難操作完成政府提供
「百分百擔保特惠貸款」中的要
求，基金另提供相應的低息貸款計
劃，並成立創業導師團，協助渡過
難關。
基金昨正式啟動 JUMPSTART-

ER 2021 環球創業比賽，今年
JUMPSTARTER 2021不會因為疫
情而放慢步伐，將以線上一對一的
方式進行200場初賽，當中最優秀
的20名將進入複賽，10名將會入圍
總決賽，角逐最高100萬美元的投
資額。比賽於即日起至10月19日
分三輪截止報名。

阿里：企業方案創企受青睞

■■ 阿里巴巴香港創業者阿里巴巴香港創業者
基金執行董事周駱美琪基金執行董事周駱美琪。。

高力：滬寫字樓租金將繼續下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章蘿蘭上海報道） 上
半年新冠疫情肆虐，但無損高端消費品的表
現。貴州茅台昨公布，上半年錄得淨利潤226
億元(人民幣，下同)，同比增長13%；期內營收
也有雙位數增長，升11%至456億元，主要由
於內地經濟復甦提振了對其超優質白酒產品國
酒的需求；由於經濟成長尚未回升到大疫情前
的水平，淨利及營收增速均比首季的16.7%及
12.8%收窄。
該公司指，主要指標保持雙位數增長，為完
成全年目標奠定基礎，同時完成基酒產量4.81
萬噸。不過，未來業績可能面臨四大風險，包
括宏觀經濟不確定性加大、疫情導致白酒消費
需求短期下滑、生態環境保護壓力仍較大，以

及知識產權保護風險。貴州茅台昨天升近3%。

A股成交縮 滬指微升
至於A股三大指數昨持續小幅攀升，滬綜指

收市報3,227點，漲22點或0.71%；深成指報
13,147 點，漲 170 點或 1.31%。兩市共成交
8,979.69億元，較前一交易日再縮量近300億
元，連續兩日落於萬億元以下。北向資金淨流
出2.01億元。
近來A股升勢大不如前，但不少機構仍堅定

看好牛市。中泰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認
為，這一輪牛市是結構性牛市，而且結構性牛
市還會持續下去。他稱，增量資金持續進入到
A股市場，就整個A股市場估值來講，雖並沒

處在歷史偏低位置，但基本上是中位數水平。
此外，27日晚間，中國證券業協會公布最新

IPO配售限制名單，因打新過程存違規行為，
52個賬戶被限制參與打新半年至1年不等，其
中巴克萊銀行是今年首家上榜的外資機構。
當日上海黃金交易所發布通知稱，受國際因

素影響，近期金銀價格波動較大，持倉水平較
高，市場風險明顯加劇，各會員單位需做好風
險應急預案，提示投資者做好風險防範工作，
提高風險意識，合理控制倉位，理性投資。上
金所強調，若黃金、白銀風險狀況進一步加
劇，交易所將根據市場情況採取適當的風險控
制措施，防範市場風險，維護市場穩定，保護
投資者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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