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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0多歲的張長有

祖輩都居住在陝西省

延安市寶塔區姚店鎮尹屯

村。“人們常說延安人民

用一碗小米飯養育了中國

革命，這話一點不假。”

穀子又稱粟，去殼後便是

小米，在延安已經有7千

年的種植歷史了。延安人

離不開小米，幾天不食小

米，就像吃飯沒鹽一樣無

味。“也不是誇口，我們

這裏光熱資源充足，晝夜

溫差大，生產的小米色澤

金黃，顆粒渾圓，晶瑩明亮，不僅好看、好

吃，營養價值還很高。”

自從穀子進入成熟期，張長有夫婦幾乎

都是迎着日出背着袋子上山。“俗話說：人

勤地出寶。今年風調雨順，迎來了一個好收

成，所以我們就更得勤快點。”由於受自然

條件影響，延安大部分穀子都是隨山勢種

植。跟隨張長有夫婦拾級而上，身旁縱橫交

錯的溝壑裏，一攏攏高粱和穀子此起彼伏，

宛如一個個飄逸在黃土地上的金色“中國

結”。前方的山坳中豁然出現一片開闊地，

滿眼金黃。“這是我們新開墾的一片穀地，

去年小米賣出了高價，所以今年我一口氣種

了10畝。”

10畝年收最少3萬多元
說話間，張長有夫婦扎進田間忙了起

來，手起剪落，少時便裝滿了一大袋。摸着

鼓鼓囊囊的穀穗袋，張長有滿是風霜的臉上

綻開憨厚的笑容。“小米真是老天賜給我們

延安人的‘寶貝’，它抗旱能力超群，不怕

貧瘠不怕酸鹼，特別好伺弄。就像這塊地，

開春播上種子，出苗後就撒手交給黃土地

了。”張長有表示，都說一方水土養一方

糧，只有延安黃土地上長出的小米，才會有

那種獨特的味道。“我們尹屯村四周都是山

峁，最適合種植小米，幾乎全村以此為

生。” 張長有說，即便是多年前小米價格

落到谷底，就是虧本種，鄉親們也沒放棄。

而對於今年的收成，張長有非常滿意。“我

和老伴一人一天收一畝，就是800多斤穀

穗，能賣3千多元（人民幣，下同）。10畝

小米今年最少掙3萬多元，真是遇上好日子

了。”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陝北黃土高原最吸

引人的莫過於信天游（陝北民歌的一種形

式），那種溝壑間“但聞歌聲不見佳人”的

意境淳樸又浪漫。在採訪

中，香港文匯報記者感受

最多的卻是這裏的笑聲，

穀田間時隱時現的笑聲和

笑臉，透出陝北人特有的

厚實和爽朗，也演繹出一

曲特別的信天游。

看着自家穀地裏長出

的那些讓人驚訝的巨穗，

尹屯村村民杜修有笑得合

不攏嘴。這種“巨無霸”

穀穗較常見的穀穗大出近

半截，飽滿的穀粒緊緊簇

擁在一起，單薄的穀稈挺

着身子努力地支撐着，生怕一不小心便會被

穗頭壓折了腰。“我今年已經73歲了，第

一次見到長得這麼好的穀子，感謝我們的馮

小紅書記。” 杜修有說，今年尹屯村種植

了晉穀21號和長生07號兩個新品種，效果

非常好，長勢喜人。“平均畝產淨小米600

多斤，這也創下了我們小米種植的歷史最

高。”

“公司+合作社”模式 高於市價15%收購
杜修有口中的馮小紅是延安市寶塔區商

務局駐姚店鎮尹屯村第一書記兼工作隊隊

長，最近幾天，他也是忙得不亦樂乎，除了

要盯豐收，同時還要收集各種數據，謀劃來

年村裏的小米種植。接受採訪時，馮小紅表

示，當年駐村之初，就發現這片土地的優越

性，隨後經過調研和咨詢專家，最終確定為

這裏的小米產業更新換代，同時實行標準化

種植、擴大面積。從最初的120畝到300

畝，到如今的600畝，馮小紅從選種、種植

等方面聯合多家單位共同發力，既從源頭保

證了小米的質量，又保證了小米的銷售和農

民的收入。“如今村裏的小米非常搶手，許

多親朋好友都說喝出了兒時的味道。下一步

周邊的村子也會一起種。”

馮小紅臉上也滿是笑容，除了因為豐收

的喜悅，還有就是欣慰。“我們的小米純手

工無任何添加，不僅打出了品牌，同時村民

收入也是節節攀高。”馮小紅說，只要堅持

規範化種植，小米會讓尹屯村的日子越過越

好。

尹屯村合作企業延安峁圪垯公司副總南

世傑也被這裏的笑臉和歡樂所感染。“為了

今年的豐收，我們通過‘公司+合作社’模

式，和村民簽署‘高於市場價15%收購’的

保底協議，我們對尹屯村小米的市場前景充

滿信心。”

當中國各地都開始大規模農業機

械化種植之時，延安市的穀子種植和

收割卻大多依然採用傳統的手工方

式。尹屯村黨支部書記曹金瑞表示，

因為黃土高原獨特的地理條件，目前

村裏無法實現機械化種植。“或許在

別人看來這是一種落後，但從某方面

來講，卻也保證了我們小米綠色天

然，無絲毫污染的品質。”

陝北黃土高原由黃土塬、梁、峁、

溝等基本地貌類型構成，是億萬年來經

過流水切割和土壤侵蝕而形成的，從空

中看溝壑縱橫，甚至有點支離破碎。

“我們村四面環山，耕地不是在溝底就

是在台階上，機械根本無法進入田間地

頭。”曹金瑞說，幸好穀子適應能力極

強，只要有陽光，哪怕缺水少肥它也能

頑強生長。“越是在山地坡地，光照時

間越長，穀子的質量越好。”

近幾年來，在駐村幹部和企業的

幫扶下，尹屯村從27個小米品種中，

經過反覆試驗選定了質量最好、產量

較高的品種，鼓勵村民大規模標準化

種植。曹金瑞認為，村裏一直採用手

工種植和收割穀子，從效率和成本來

看目前沒啥影響，沒了機械的尾氣和

燃油，反而無意中形成一種綠色品

牌。“我們的黃土地保持着億萬年前

形成時的樣貌和成分，所以長出的穀

子也是最原始的味道。”

企業收購脫粒保證品質
從收割到運輸，尹屯村基本上都

保持着手工操作，這也最大程度地保

證穀穗的完整。曹金瑞說，以前村民

收割完拿回家自己脫粒，但由於方法

不對，不僅造成了小米的浪費，還導

致小米部分營養流失了。而現在農戶

只需要將穀穗完整收割下來，交給收

購的企業就行。企業有專業的脫粒設

備，能更好地保證小米的品質。

曹金瑞同時指出，無公害原生態

是尹屯村小米最大的特色，經過幾年

的實踐，相比其他農作物來說，種植

小米的投入產出比目前來看是最高

的。“我們村人均收入已從2017年的

5千多元（人民幣，下同），提高到

如今8千多元。”

除了“小米加步槍”的威名，延安小米

富含的成分和營養價值也備受推崇。

“延安小米蛋白質含量高達13%，含人

體必需的8種氨基酸和多種維生素，

特別是富含人體既不能合成亦不可缺

少的賴氨酸和蛋氨酸。”為了在保留

小米營養的基礎上能讓延安小米更好

看、更好吃，同時創造出更高的價值，

延安峁圪垯公司引入現代化的設備和技

術，在深加工方面進行了不斷嘗試，推

出一系列小米產品，市場反響熱烈。據

介紹，延安峁圪垯土特產品公司在延安

已有兩千畝的小米種植基地，未來將擴

展到1萬畝以上。

推文創產品及研學項目
峁圪垯公司直營店裏，小米鍋巴、小米

酥、小米雜糧麻花等深加工產品琳琅滿目。特

別是新款小米鍋巴，採用完整顆粒小米製作，

一圈圈簇擁排列成行，米粒

立體感十足。一口下去，

小米的油香瞬間瀰漫開

來，酥脆的質感亦不會

感到絲毫硌牙，完全顛

覆了人們對鍋巴和小米

的概念。該公司副總南

世傑表示，通過深加工，

小米價值得到極大提升，從

而讓種植戶受益。

“在過去物資匱乏的年

代，延安小米一直是當地孕

婦和嬰兒的主要口糧，堪比

現在的很多高檔奶粉。”據他介紹，小米營

養豐富，雖不及珍饈貴，但是最養人。

針對大眾對健康食品的需求，公司專門

成立文創公司，設計了寶寶米、月子米等特

色產品，受到顧客廣泛好評。同時，為了讓

延安的孩子從小了解小米，該公司還打造了

小米研學項目，讓孩子們在遊戲中感知“粒

粒皆辛苦”的道理。

南世傑表示，延安小米不僅是一種食

材，也是延安的符號和情懷。“我們力爭讓

每一粒小米都能保持原汁原味，讓大家對延

安的印象不變味，情懷不變味。”

■延安峁圪垯垯公司展示的小米產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陽波攝

■■延安延安峁峁圪圪垯垯公公
司副總南世傑司副總南世傑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李陽波記者李陽波攝攝

有人說，延安有三種色

彩，融進血液的鮮亮紅色、滲

入骨髓的厚重黃色，還有根植

於心的那一抹希望的綠色。深

秋，或許是最能體現黃土高原

底色的季節。滾滾的黃河水伴

隨着瑟瑟的秋風，一夜之間便

將這片大地染成一片金黃。距

離延安城區10公里的尹屯村，

此時正是收穀子的時節。金黃

的穀子地裏，成人般高低的穀

稈迎風挺着碩大的穀穗，發出

歡快的沙沙聲，奏出一曲奇妙

的田野交響樂。穀浪翻滾間，

閃現着一張張寫滿豐收喜悅的

笑臉，瞬間把這場音樂會推向

高潮。“豐收了，你聞，這風

裏、這土裏都是米香。”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李陽波、張仕珍

陝西延安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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峁圪垯公司峁圪垯公司

現有榖子專業基

地2千畝，未來計

劃打造1萬畝專業

基地

深加工變鍋巴 口感酥脆受捧

地形崎嶇難機耕
手工操作無污染

延安延安

榖子種植歷史7千

多年、現有 27 個

品種、種植面積

超30萬畝

全系列完

■■今年穀子迎來好收成今年穀子迎來好收成，，張長張長
有夫婦笑得合不攏嘴有夫婦笑得合不攏嘴。。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陽波香港文匯報記者李陽波攝攝

■馮小紅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陽波攝

■■延安滿山遍野都是金色的穀地延安滿山遍野都是金色的穀地。。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陽波香港文匯報記者李陽波 攝攝

■小米鍋巴。 受訪者供圖

■■小米酥小米酥。。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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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屯村示意圖

尹屯村

西安市西安市

延安市延安市

陜西省陜西省

香港文匯報製圖

尹屯村尹屯村

現 有 榖 子 種 植 600

畝、目前畝產小米600

多斤、一畝地收入 3

千元（人民幣，下

同）左右、人均年入

逾8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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