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沙水村

桃花销售 大致价格表

1米左右手扎手捧花：30~50元
1.5~1.8米：80~200元一年花

珠江时报联系人：记者梁心18923134567

自驾车买花可搜索：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沙水村沙水文化室

2~2.5米：200~600元
2.5~3米：600~2000元
3~3.5米：2000元以上

两年花

3.5~4米以上：2500元以上三年或三年以上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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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市不开咯！小老哥去路边摆卖桃花嘛？”“你们都来田里买就最好啦！”1月13日中午，记者准备离开狮山镇沙水村桃花田
时，听到一位看花人和沙水村永锋经济社村民何伟江的对话。这是从早上采访到中午，记者见到的唯一一位看花人。这段对话，
将村民的心声表露无遗。

350亩桃花田，约7万株桃花，安静地“待字田中”。往年此时已卖出大半，而今年受疫情影响，广佛花市不开，港澳台以及新
加坡等地物流受阻，这里的桃花至今仍难觅“良缘”。

狮山沙水7万株桃花“待字田中”
花市不开、物流受阻……当地桃花销售陷入困境，盼市民前来选购

“好一朵迎春花/人人都爱

它/好一朵迎春花/迎来大地放

光华”……13日清晨，伴着知名

粤曲《迎春花》，狮山镇沙水村沙

水经济社村民区锦志正在不紧

不慢地绑花。抱拢、收紧、抽绳、

上捆，娴熟的动作本应有熙熙攘

攘的买花人来欣赏，此时却只有

记者独赏，竟感觉有些心酸，不

知是《迎春花》曲子太热闹，还是

区锦志的背影太冷清。

“我是锦上添花的锦！”连介

绍个名字，区锦志都能与桃花联

系在一起。从1982年开始种桃

花，39年的朝夕相处，桃花情缘

已刻在这位 70岁老人的名字

里。没错，《松岗沙水村志》记载，

沙水村1980年开始种植桃花，

曾有“千亩桃花基地”的美誉。

当时，每年春节前夕，来自

广佛乃至珠三角、港澳、新加坡

等地的俊男靓女，都会云集沙水

及周边乡间的田头地尾。手举

桃花的、实地端详桃花的、把桃

花装上车的、购花后付款的……

如此情景，不逊于《清明上河图》

的繁忙场面。

2000年，当时的松岗镇举

办了“千禧年松岗镇桃花节”，大

大提高了周边乡村种植和盛产

桃花的知名度。之后，得到政府

的大力扶持，沙水、石泉、龙头的

桃花种植面积不断扩大，成为广

东省最大的连片种植桃花基地。

2002年12月，当时的南

海市政府为沙水村颁发了“桃花

品牌村”牌匾，这块牌匾至今还

在《松岗沙水村志》中闪烁着耀

眼的光芒。当年，种植桃花最多

的一户达1700多株，年销售收

入10万元，一般的桃花种植户

年均收入也达8000元以上。

然而，刚刚过去的 2020
年，沙水村108户全部种植桃

花，年均收入仍然只有约8000
元，再加上每股1500元的分红

所得，每一户的年均总收入只有

1万元左右，而种植桃花是绝大

部分村民的主要经济来源。

2019年，区锦志的桃花因

开得太早，根本卖不出去，全年

劳动只赚了几千元。没卖出去

的桃花，只能从分叉处锯断，扔

掉开花部分，让花根重新长，待

来年“再战”。2020年，区锦志

通过“打叶”或“摘叶”严格控制

花期，一棵不剩全卖光了，赚了

1.5万元左右。

或许有人会问，2021年疫

情影响花市不开早已吹风，沙水

桃花为何不早日寻找商机，走包

销之路？“何尝没想过？可桃花

底价难统一，同样尺寸都很难定

价，最主要是看应不应节。”沙水

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经联社社长冯伯全回应道，桃花

“应节”指大年二十三至大年三

十期间刚好含苞待放，大年初一

至初十恰巧开得最灿烂，这样就

能卖出好价钱，不然就可能满

“田”皆输。

为了让自家桃花都顺利

“出嫁”，沙水村民通过40年的

探索，掌握了一套“摘叶控制花

期法”，一般会在春节前40~50
天为桃枝摘叶，为桃花积蓄更

多养分，确保桃花在春节适时

开放。此外，沙水村选种的台

湾双托大红桃、大鸡这两个主

要品种，花蕾大而多、花色鲜

艳，往年都受到远近市民争相

采购。珠三角、港澳乃至新加

坡的客商，都直接到田头采购

桃花，8成以上都在田头成交，

直接卖出，到大年三十前刚好

销售一空。

那么，是否可以培育鲜切

花？狮山镇沙水村“两委”干部

区宇声告诉记者，当前108户村

民共160位花农，平均年龄都有

60岁，搭建温室大棚和重新培

育鲜切花品种，对老花农们而言

是个很大的挑战，因此一年四季

只能“看天吃饭”，勤勤恳恳伺候

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全靠春节

前一次丰收。

而沙水村“两委”班子也在

想办法对接相关的市场和资源，

希望得到上级关于栽培技术等

方面的支持，带领村民尝试鲜切

花之路。同样受限于花农普遍

年龄偏大，沙水村目前连一家网

上花店也没开过，更甭提直播带

货，像区宇声这样在工作之余通

过微信帮父母卖桃花，已经是年

轻一代所能做到的较好“触网”

尝试。

区宇声这些年在微信上接

触的港澳、湖南等地的花客较

多，迫于线上购花的运输难题，

加之很多年轻花客追求时尚，最

早开辟了手捧花销售新路。

75岁的沙水村沙水经济社

社长区庆祥对此竖起了大拇指，

“只要花客有需要，我们就要跟

着市场走，1米以下的小株桃树

我都愿意做手捧花，30至50元
一束就能卖。”

7万株桃花，不是个小数目，如

果大年三十前无法齐齐“出嫁”，沙

水桃花田可能会上演很悲壮的一

幕：160个年均60岁的老花农，冒

着寒风，挥动锄头，逐一从分叉处砍

断桃树，将满树繁花扔进垃圾桶。

这里没有“三生三世十里桃

花”的一地浪漫，也没有“黛玉葬花”

的闺阁愁绪，有的只是勒紧裤腰带

过日子的朴实，最多加上一句关于

“冷冬”的叹息。

在沙水村承包7亩地种了约

1400株桃花的林金水看得透彻，

“要是能有散客来花田买，小的三

五十块，大的一百多块，够本我都

卖！”林金水今年60岁了，在沙水

村种了8年桃花，看多了繁花挂枝

头、俊男靓女田间走的热闹景象，

面对今年的冷清，别有一番感慨。

沙水村沙水经济社村民杜婉

仪则提出，希望政府、企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等带头来沙水村田间买桃

花，这样既满足了员工买年花的需

求，还通过统一选购配送节约了运

输成本，同时也帮助绝大多数花农

保住了全年主要经济来源，一举多

得。在顺德红星美凯龙物业的工作

人员关小姐已经连续5年光顾杜婉

仪的花田，这类大型商场、企业若有

需求，沙水村同样十分欢迎。

“我这两天会跟企业家、商会、

社会团体等都聊一下，帮助沙水花

农销售桃花。”狮山镇委委员、沙水

村直联团队驻点领导潘景昌表示，

沙水的花农一年到头才种出一季

桃花，若销售受阻，会打击沙水村

民的种养积极性，而且影响收入和

生活基本保障。同时，沙水是桃花

品牌村，希望社会各界支持沙水今

年年花销售，为继续打造沙水桃花

品牌贡献力量。

区锦志仿佛看到了希望，此前

他说过：“今年若全都卖不出去，明

年就不想‘俾心机’种啦。”区庆祥则

每天在田间地头四处奔走，近期非

常积极地配合各家媒体采访，跑到

各家农户的田里去做宣传，想为大

家的桃花都找到“好人家”。

“你看，我们这里有宽阔平坦

的大马路，往年卡车都是在这里装

车。你来买桃花，就算一株我们都

会捆得整整齐齐，帮你搬到车上装

好。”区庆祥带着记者穿梭在通往

花田的各条大路间，边走边说。

“没错，我们的服务很好的！”

“最近上级和媒体都来村里关心桃

花，谢谢你们啊！”……虽身处困

境，但一路上，擦肩而过的村民露

出淳朴的笑容，朴实的话语让人如

沐春风。

受疫情影响，花市不开、

港澳和新加坡等地运输受

阻，这还只是桃花销售难的

客观原因。在采访中，区锦

志还道出了桃花之命运变迁

的主观原因。

“现在有些人怕落花会

弄脏地板，而且体积大，不好

插花。”区锦志表示，上世纪

八九十年代流行将桃花作为

正宗“年花”普遍插摆，很大

程度上基于当时农村自建房

多，房顶高、屋宽敞，一大株

桃花摆在正厅气派十足，兼

具宏“桃”大展、桃木辟邪、全

家和美等多种寓意。

近年来，很多人“上楼”

居住，商品房层高有限、瓷砖

整洁怕脏、楼梯或电梯不便

搬运，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一

代便不太在意桃花这种最初

的、真正意义上的“年花”，而

是因地制宜选择小棵易摆的

年花年桔。

佛山市南海区华舍花店

老板刘延凯早在 2018年

12月便于狮山罗村开了这

家花店，两年来很少听到街

坊到店里咨询购买桃花的事

宜。“一般到过年的时候，我

会在广州批发市场看见桃

花，再有就是百花广场这类

商场会插桃花。”刘延凯一边

说，一边迅速帮忙问了在顺

德经营花店达20年之久的

安琪老师，安琪老师果然有

销售桃花的需求，目前已开

始对接沙水村。刘延凯还建

议沙水村链接广州岭南花卉

市场、广州花博园这两个年

宵花集散地的资源，尝试寻

找销路。

1月 5日，狮山镇党建

工作办公室还委托珠江时报

携手华南师范大学城市文化

学院副院长，文学博士、教授

方孝坤，将“狮山党建调研村

居行”首站放在了沙水村。

方孝坤献策，现在的销售困

境敲响了单纯走年花销售之

路的警钟，要探索桃花的生

态价值、文化价值、民俗价

值、经济价值，将规划和目光

放到长期的桃花文旅产业发

展上。

珠江时报社则与沙水村

一同探索出“仁和沙水 桃花

之源”党建品牌，拟举办狮山

镇沙水村“仁和沙水 桃花之

源”党建品牌发布暨第三届

桃花节游园活动，邀请各界

人士走进350亩“桃花源”，

为销售7万株桃花贡献力量

的同时，为桃花文旅品牌的

长远发展探路。

“好的，我支持桃花花

农。”1月12日，广东省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广东剪纸)
代表传承人饶宝莲一句铿锵

有力的回复，让沙水村坚定

了举办本次活动的信心。广

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金箔

锻造技艺佛山市级传承人吴

炜全，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南海画家李紫玉等各界名家

纷纷云起响应，期望用非遗

剪纸、金箔还有工笔画为桃

花文化赋能。

南海区机械装备行业协

会秘书长欧阳满云得知珠江

时报社正积极开展“公益助

农”项目，有望链接区工商

联等部门发出“助农卖花”

的倡议时，立即称赞这是挺

好的活动，如果可行将积极

向协会转发这份倡议，为南

海企业点亮帮助花农的这

份大爱。

文/珠江时报记者孙茜实习生刘文迪

通讯员区宇声李淑婷

图/珠江时报记者刘贝娜

桃花销售受阻
花农一筹莫展

直联团队链接资源
帮助花农销售桃花

积极走销售新路
尝试推出手捧花

■狮山镇沙水村7万株桃花“待字田中”，静待市民前来选购。

非遗赋能桃花文化
拟走文旅品牌新路

■花农在捆扎桃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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