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很长一段时间，西红柿又酸又
硬没法儿生吃。但现在我买的西红
柿，又吃出了曾经的味儿。”不久前，
56 岁的石家庄市民王阿姨从一家
农场整箱订购西红柿，虽然价格略
贵一些，但她发现，又吃出原来的味
儿了。

好吃的西红柿并非只能通过小
众渠道、花较高的价格才能品尝到，
即便从菜市场或超市购买，很多人
反映西红柿的口感也变好了。

“现在炒西红柿鸡蛋，终于不用
放番茄酱了。”6 月 15 日，石家庄北
国超市怀特店，某省直单位的小李
选购了一大袋西红柿。

小李最爱吃的菜是西红柿炒
蛋，对西红柿浓稠的汤汁裹满鸡蛋
有种特别的“执念”。但很长一段时
间，因为“西红柿块儿炒不化，汤汁
像清水”，小李就通过添加番茄酱来

解决。不过，最近他发现，“虽然有
的西红柿吃起来还是有点酸，口味
上还有提升空间，但基本都能炒出
浓汤了。”

皮薄、沙瓤、酸甜多汁……西红
柿又变好吃了！这不仅是人们舌尖
能感受到的，专家的数据同样能够
证明。

“目前市面上已经能买到一些
比较优质的西红柿品种了。”6月18
日，在省农林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
所办公室，西红柿育种专家尹庆珍
研究员拿出了一沓采集数据，普罗
旺斯、原味一号、草莓番茄等市面上
颇为火爆的品种位列其中。

尹庆珍解释，西红柿好不好吃，
最直观的是看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和
糖酸比的高低。番茄果实中可溶性
固形物的含量，可以作为衡量品质
和成熟度的标志，可溶性固形物中

主要是糖分，在大果西红柿中一般
为三点多、四点多，优质的能达到六
点多，樱桃番茄一般高于大果番茄，
优质的能达到八点多。同时，西红
柿的糖酸比越高，口感越好。今年
测算的各种西红柿数据，很多糖酸
比能达到六点多、七点多，比如，有
的原味一号糖酸比为7.9，有的普罗
旺斯为6.8，在尹庆珍看来，“这些品
种的数据表现很不错了。”

西红柿为何变好吃了？
尹庆珍认为，这是品种更新、栽

培技术进步等综合效果的显现。
“从品种上来讲，市场得到消费

者认可的西红柿，基本都属于近年
来新培育的硬粉果西红柿品种。”尹
庆珍说，我国传统的最早本土西红
柿属于粉果西红柿，皮薄多汁，有沙
瓤，但因为质地较软，不利于长途运
输，产量也不高。随着上世纪八九

十年代开始南菜北运、北菜南运，鲜
食番茄杂交品种更注重了耐储运、
抗病性、抗虫害、抗逆性等方面的选
育，食用口感也随之降低。

如今，消费市场对品质口感方
面的要求不断提高，科研人员的关
注点也从之前的单一重视产量、抗
性、耐贮运等方面，转变为提升风
味、口感与抗性、产量相结合。“尤其
是‘十三五’期间，国家提出品质育
种，提升西红柿的风味和口感成为
当下育种研究的重点。”尹庆珍说。

“西红柿一度变得不好吃，与粗
放的灌溉和超量不合理施肥用药等
都有很大关系。”省农林科学院农业
资源环境研究所肥料技术室主任、
省肥料技术创新中心副主任王丽英
研究员认为，大量使用化肥，并且多
是氮磷钾等元素肥料，忽视了中微
量元素的补充，如此造成土壤营养

成分不平衡，有机质含量低，土壤次
生盐渍化，农作物单纯获得高产，口
感和营养成分却受到很大影响。

但近一两年来，这种情况在持
续扭转。

王丽英介绍，近年国家提倡的
“一节双减”，即节水、减肥、减药等
措施效果集中显现，对于提升西红
柿品质起到了关键作用。

仅拿“减肥”一项来说，近年来，
我省化肥使用量持续保持负增长，
畜禽粪污资源化率和秸秆综合利用
率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设施蔬菜
化肥减施增效“有机肥+配方肥”

“有机肥+水溶肥”技术模式在全省
的蔬菜主产区得到了推广应用。自
2017 年起，我省连续三年在藁城、
涿州、青县、永清等 10 个蔬菜水果
主产县（市、区）推动全县域有机肥
替代化肥项目。这些措施使土壤有
机质含量明显上升，土壤保水保肥
能力提高，2018年项目县示范区土
壤有机质平均提高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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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提示 ■记者观察

在这次采访中，一位大种植户告
诉记者，“无公害”认证停止后，认
证等级从“绿色”起步。虽然对自己
的产品很有信心，但这位种植户却没
有进行认证的动力，因为前两年他曾
将农产品摆上超市的绿色农产品货
架，销售并不理想。

但现实却是，随着消费升级，消
费者对高品质农产品的需求越来越
多，在一些微信团购渠道，一些主打

“绿色”或“有机”的西红柿，售价
是市场均价的两三倍，依然供不
应求。

为何优质农产品的关注度持续走
高，却在大众销售渠道上“优质优价
难两全”？

河北经贸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中
心教授马彦丽分析，从经济学理论角
度来讲，只要消费者能区分产品质量
的不同，价格机制就能够自动调节供
需，实现优质优价。但在商品属性分
类中，农产品属于典型的信用品，消
费者无法在购买时辨别质量的高低，
即使已经消费该产品，除非有明显伤
害发生，消费者还是难以辨别其质量
的优劣。例如，涉及食品安全的激
素、农药残留量，以及涉及健康的营
养成分含量等。通常，消费者只能按
照平均的质量分布给出支付价格，使
得优质产品难以售出高价格，高质量
产品被“逐出”市场。

如此便不难理解，现实中有的绿
色农产品由于价格偏高、市场不认
可，不得已降价甚至亏本销售的现
象，从而导致一些高质量产品的市场
缺失。而人们如今热衷于微信团购
等，某种程度上也是在通过熟人介绍
等人际关系纽带，强化产品信用。

农产品价格不但决定着农产品的
生产和消费，更是影响农业结构调
整、农民增收。对应消费多元化、多
层次需求，如何让高端农产品的价值
不只在微信团购等销售渠道上得到认
可，同时也能在大众化实体市场上得
到充分体现？

马彦丽认为，农产品优质优价的
核心是有效传递质量信息，如何减少
农产品信息不对称，增强有效信息供
给，这需要政府和企业的多重努力。

近年来我国食品质量认证体系不
断完善，管理结构日趋合理，此外，
还通过建立政府主导下的食品质量安
全可追溯体系来弥补食品市场监管失
灵缺陷，但目前来说，这些举措在有
效传递农产品安全质量信息方面仍存
在不足。

比如认证认可工作中政出多门、
多重标准、监督不力、有效性不强等
问题比较突出。此外，农业标准体系
的建设和发展缺乏系统性、协调性和
统一性；追溯体系也存在着面窄、线
断、成本高等问题。这些都在一定程
度加大了有效消费信息供给难度，弱
化了消费者对相关农产品认证的信
任度。

“一旦农产品取得了相关认证，
就相当于是认证机构给产品质量背
书，让有品质农产品需求的消费者肯
为这个认证多付钱，需要提高认证的
含金量和认证机构的公信力。”马彦
丽表示，这依赖于政府建立更加有效
的质量认证体系和可追溯体系，传递
出更加有公信力的农产品质量安全信
息，为消费者的购买行为提供参考。

同时，马彦丽建议，企业希望自
己的农产品实现优质优价，除了要积
极取得相关资质外，还要力求建立更
高的企业标准，并将相关信息有效传
递出去。“比如有的乳品企业，在满
足国家乳品相关质量标准之外，还制
定了高于国家标准，甚至高于一些发
达国家标准的企业标准，并通过投放
广告或鼓励消费者到企业参观等方
式，让消费者知晓，这就是在通过自
己的力量取信于民。”

在一些消费市场较为成熟的国家
和地区，存在着很多提供质量信息的
第三方社会组织，这些组织不仅提供
产品可能存在的安全性信息，而且在
更高标准上分析产品的质量状况。

“我国应加快发展这类社会组织，鼓
励专业公司、行业协会、科研院所等
提供专业化、个性化的产品质量信
息。”马彦丽表示。

文/河北日报记者 周聪聪

优质优价
如何两全

这个夏天，许多消费者反映，皮薄、
沙瓤、酸甜多汁的西红柿又回来了！

除了消费者舌尖上的感受，有专家
证实，目前市面上的西红柿，无论是口
感还是品种，的确有了新变化。

作为最常见的食材之一，西红柿在
水果摊是水果，在菜市场是蔬菜。可
是，曾几何时，因为没有了西红柿味儿，
在市场上渐渐失宠。

作为我省广泛种植的大菜种，西红
柿味儿重回舌尖，与哪些因素密切相
关？如何才能让更多的西红柿找回“老
味道”？

西红柿好吃了，“味道”有何不同？
□河北日报记者 周聪聪

6 月 18 日，在尹庆珍的办公室
里，记者见到了一份今年完成的河北
省农林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棚室番
茄全产业链绿色生产技术规程》。

“我们结合省农科院经作所、资
环所、植保所、旱作所自身技术创
新，将目前生产上最新应用和自研
即将推广的技术进行了全产业链规
范集成。”尹庆珍介绍。

这份技术规程，根据我省番茄
主要种植区域的不同，从产地环境、
品种选择、育苗、栽培、水肥、植保以
及采收与贮运等环节，详细阐述了
棚室番茄全产业链绿色生产技术要
点，关键技术达10多项。

目前，技术规程已经通过专家
组验收，认为“该项目整体达国内领
先水平，可作为河北省棚室番茄全
程绿色高效生产技术模式（3.0 版）
推广应用”，该技术规程即将依托各
级农技推广部门进行推广普及，而
这只是我省西红柿标准化种植众多
举措的一个缩影。

“现在再不是靠经验种地的年
代了，从选种子到水肥土，再到生物
防控、栽培技术，好吃的西红柿是科
学的标准化种植贯穿产前、产中、产
后全过程的结果，西红柿要想好吃
现在也得‘照书种’。”6月13日临近
中午，石家庄鹿泉区毛驴车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西红柿大棚，公司总经
理梁云凯一边说，一边拨开叶子，引
记者看植株根部的土壤。

记者看到，根部的土壤中半掩
着两根用于滴灌的黑色水管，土壤
呈疏松的颗粒状。“现在再也不是以
前的大水漫灌了，连苗期、结果期都
有不同的浇水量。”梁云凯说。

“水的管理是影响西红柿品质的
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石家庄市农林
科学研究院经济作物中心设施栽培
研究室主任师建华介绍，过量灌溉不
仅会使土壤孔隙中的氧含量变少，影
响根系吸收，直接影响营养运输和转
化，而且土壤含水量大也会使果实水
分吸入充足，口味变得寡淡，“水量精

准控制后，让西红柿处于不充分灌溉
的条件下，口味变得浓郁。”

浇灌方式在变，“庄稼一枝花，
全靠肥当家”的内涵同样在变。

“万物土中生，利用测土配方技
术，土壤营养元素均衡了，植物才能
吸收到，蔬菜营养才会全面，口感自
然好。”6月15日，一进正定塔元庄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的西红柿大棚，高
级农艺师赵栋便径直走到一排西红
柿苗下，抓起一把土给记者看，“这
是我们的核心技术，用微生物技术
发酵的有机基质。”

记者走访了多家西红柿种植基
地，“测土配方”和“有机肥”是大家
一再强调的重点。“我们会到各地采
购西红柿，只要是有机肥种出来的，
基本都好吃。”河北春和万物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为省内多家学校、企事
业单位食堂供应食材，该公司品牌
经理王舰这样概括自己总结出的

“西红柿采购窍门”。
“目前蔬菜种植注重应用测土

配方，根据土壤情况‘对症下肥’，肥
料主要包括水溶性化肥、有机肥和
生物菌肥，肥料的使用由原来的单
一、粗放向多样、精准转变。”王丽英
介绍，不同的水肥组合对果实的口
味和品质会产生明显的影响。过量
使用化肥以及元素补充单一，会造
成土壤营养成分不平衡，有机质大
量减少，农作物虽获得高产，但口感
和营养成分却受到很大影响。

伴随着标准化种植方式的推
广，农药和激素如今正在逐渐减少
甚至远去。

“你看，左图采用熊蜂授粉的西
红柿籽粒饱满、果形圆润；右图采用
激素蘸花方式种出来的西红柿果实
空洞、果形也略显方正……”6月18
日，在省农林科学院，旱作农业研究
所研究员王玉波向记者展示了这样
一张实验对比图。

“就算是只看图片，我们都能感
觉出来哪组西红柿好吃。”王玉波介
绍，在棚内温度持续低于13摄氏度

时，西红柿不产生花粉或花粉发育
不良影响授粉效果，这种情况在冬
季和早春很常见，曾经种植户会采
用激素蘸花来补救部分产量。

“激素蘸花不等同于作物授粉，
而是通过直接刺激子房膨大使其发
育成果实，但这里边是没有种子和
果汁的，因此也吃不出来那种籽粒
饱满和多汁的感觉。”王玉波说，最
近几年，激素蘸花的方式大多被熊
蜂授粉所取代，或采用番茄电动授
粉器授粉等方式。

类似的减药减激素操作还有
很多。

师建华介绍，西红柿长到一定
的高度就需要掐头，但研究发现，掐
头和病虫害发生以及灌溉都有相关
性。如此，在西红柿掐头时，就一定
要错开浇水时间。“健康的植株才能
孕育好吃的果实。”师建华解释，用
药本来就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用
药次数过多，容易诱发植株过度早
衰，而近年来，随着科学栽培手段的
普及，越来越多的植株拥有了自己
的免疫力，“没病自然也就不需要吃
药，果实自然也更加好吃。”

6月17日，记者来到邯郸市永
年区喆兴蔬菜合作社时，当地超
市连锁品牌美食林的采购人员正
忙着把一箱箱分拣好的西红柿装
上一辆大卡车，一车的采购量约
一万斤。

此时正值西红柿盛果期，种植
基地内200多个大棚一天的产量大
概有 3 万多斤，即便这么大的产
量，合作社理事长杨永刚丝毫不
愁卖。

“我们一般都是标准化种植，收
购商都知道品质有保障。”杨永刚
说，有经验的收购商几乎都已练就
了火眼金睛，打眼一看果型大小、颜
色亮度，都能看出八九不离十。

好的西红柿，收购商蜂拥而至，
可如果不好，“再便宜也不收。”一位
收购商曾告诉记者，去年，一个种植
户的西红柿，收购商都“看不上”，最
后不得已四处找媒体帮卖。

市场反馈虽然在给出教训，但
相比种植大户和龙头企业，一些小
规模的种植户对技术的操作和应用
能力还有待提升。

“专家真是我们的财神。”自从
去年联系上师建华对种植园的西红
柿进行技术指导，梁云凯种出的西
红柿口味有了很大的提升，“大家都
是种‘普罗旺斯’，但人们一吃觉得
我的比别人的好吃，我的一斤比别
人的贵五毛还是不够卖。”不仅如
此，今年春天，梁云凯的西红柿 210
项农残检测零检出。

“现在专家们一周来一次，我们
巴不得他们天天在这儿。”梁云凯一
直张罗着要给师建华在园区建一间
办公室，被婉拒了。

对于师建华来说，像梁云凯这
样“信科学、用科学”的种植户着实
难得。师建华坦言，很多地方，虽然
是连片种植，但实际是个人经营，碍
于经济实力、知识储备等原因，种植
户不能完全落实标准化生产，“我们
也不可能天天在那盯着，这种情况
下推广新技术很难。”

品质农业发展飞速，仍面临种
植分散化、技术差异化等问题，整体
向上、产业升级的后劲不足。

据了解，截至 2019 年底，我

省农民合作社达到 11.72 万家，辐
射带动了全省68%的农户，覆盖全
省94%的行政村。不过，有专家指
出，很多合作社内部的生产组织形
式相对松散，无法在农资的购买、
种植、技术服务、市场预期到最后
的市场销售等各方面实现统一管
理，而这种松散的生产组织模式成
为农产品进一步品质升级的“阿克
琉斯之踵”。

“其实在农村，相比找专家，小
种植户们碰到问题，还是更习惯找
本地的农资销售打听。”种西红柿
前，杨永刚曾做过销售化肥、农药等
农资的买卖，深谙农村的农资销售
之道。

在推广农资的过程中，卖方不
乏利润的考量，导致很多好的技术
和产品无法推广。“很多时候，好的
东西不挣钱，比方说一种好的有机
肥卖 300 元一袋，但只挣 20 元。不
好的只卖150元，倒能挣50元，很多
卖农资的就会推荐大家买不好的，
农户不懂，反而觉得这家卖得便宜，
人实诚。”杨永刚说。

不过，随着龙头企业和大种植
户带动效应的显现，很多小规模的
种植户如今对先进技术的理解和应
用开始有所提升。

邯郸市永年区农业农村局蔬菜
科科长罗春青说，当地种西红柿有
20 多年，种植户们习惯用鸡粪做
粪肥，“原来一来这片儿，到处都

是鸡粪味儿。”鸡粪要经过腐熟发
酵制成有机肥，腐熟程度把握不好
容易造成植株虫害，认识到这些，

“现在种植户们基本都是使用商品
有机肥，公路两侧再也不见堆鸡粪
的了。”

“让越来越多的西红柿能够找
回西红柿味儿，这需要更多种植户
对品质农业的认识，以及对新技术
和新品种的接受与应用，而这依赖
于更高层次的农业标准化、规模化
的实现。”师建华表示。

好吃的味道回来了

种法有了大不同

品质升级的“阿克琉斯之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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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蜂授粉和激素蘸花两种方式种植的西红柿对比图。

省农林科学院旱作农业研究所研究员王玉波供图

55月月2020日日，，河北省卢龙县蛤泊镇王深港村村民在村集河北省卢龙县蛤泊镇王深港村村民在村集
体的大棚内采摘水果西红柿体的大棚内采摘水果西红柿。。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摄杨世尧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