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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得“流油”的咸鸭蛋

——罗源鉴江海上村昔日连家船民
脱贫致富记
工人包装咸鸭蛋。黄益辉 图/

春节期间，罗源县起步镇
皇万村的潮歌生态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开足马力生产，一批批
咸鸭蛋发往中国各地，送到老
百姓餐桌上。刚上市就遭遇疫
情危机，这家拥有“现代农业基
因”的企业大力拓展电商渠道，
日销售量从不到 2000 枚增加
到 30000 枚 ，去 年 销 售 额 约
700 万元，蹚出一条传统农业
转型成长之路。

潮歌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
责人章根告诉记者，产品畅销源于
“蛋白咸度适中，蛋黄沙香流油”的
绝佳口感，这是他蛰伏 5 年苦心“炼
蛋”
的成果。
2004 年大学毕业后，章根一直
在城市工作。根植于内心的乡土情
结，促使他 2009 年回到家乡罗源县
起步镇潮格村，买下 3000 只鸭苗，
开启创业旅程。鸭子养多了，鸭蛋
不好卖。章根前往中国各地考察培
训，
思考延伸产业链。
“目前市面上少有蛋白咸度适中、
蛋黄流油的咸鸭蛋。
”
2015年，
在江西
蛋鸭养殖培训会上，
一位专家的话启
发了章根。学习畜牧兽医专业的他，
下定决心填补市场上的这块空白。
章根一头扎进实验室，买回近
60 个品牌的咸鸭蛋进行测试，发现
腌制过快、使用添加剂等是咸鸭蛋
口感欠佳的原因。反复研究，工厂
里光是用于实验的鸭蛋就倾倒了数
吨，
口感却始终不尽如人意。
整整五年，章根终于钻研出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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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上岸的生活
一年比一年好

一家传统农业企业的现代转型之路

五年“炼蛋”

专版

鸭蛋的脱盐工艺，生产出“蛋黄沙、
蛋白香”
的低盐咸鸭蛋。在腌制过程
中，
章根还传承了他年幼时奶奶教授
的手艺：不用任何添加剂，采用高山
无污染黄泥巴包裹鸭蛋，辅以食用
盐、
白酒，
腌制45天而成。此后，
潮歌
牌咸鸭蛋正式上市，
广受欢迎。

线上“走红”

为了进一步扩大影响力，章根
还经常参加中国各地的展会。现
在，潮歌咸鸭蛋通过微商、发现良品
等线上平台，吸引中国各地上百家
经销商进货，
线上销量占比近 70%。
为了保证咸鸭蛋的供应，他在
罗源、闽侯、沙县开办了 4 个养鸭
场，
养了 5 万多只鸭子。

正当章根踌躇满志，准备大干
一场时，疫情不期而至，销售面临巨
大考验。虽然从事的是传统农业，
章根却具备现代商业思维，重视挖
掘产品文化，
积极培育线上渠道。
“去年疫情，线下咸鸭蛋卖不出
去，线上订单火爆起来。”章根说，这
坚定了他开拓线上渠道的方向。市
场推广没资源、
没资金怎么办？政府
的扶持起到了关键作用。去年 5 月，
潮歌咸鸭蛋入选福建省农业农村厅
主办的
“县长带你买好货”
带货名单，
2 小时直播内卖了 1.3 万箱。
“县长带
货对我们的帮助极大，品牌打响后，
销量直线上升。
”
章根介绍，
潮歌咸鸭
蛋随后获得罗源县“十佳农特产品”
称号，
还登上中央、
省、
市主流媒体。

从农村走进大城市求学，学成
后回乡创办企业，章根把现代农业
理念带回了农村。从早期粗放式鸭
子养殖发展成如今的集养殖、加工、
销售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潮歌生
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已成为咸鸭蛋
界的新秀。
“公司计划今年进一步扩大、规
范养殖规模，研发皮蛋、老鸭汤等新
产品，让传统农业借助科技力量，延
伸产业链，
提升附加值。
”
章根说。
公司还带动了当地产业发展、
村民就业。在皇万村的加工厂，吸
收包括 1 名脱贫户在内的近 20 名村
民就业，
平均每月收入 3000 元。
（任思言）

创新筑梦

“家里什么都不愁！
”
闽清林洞村脱贫户涂礼灼过上幸福日子
“家里什么都不愁！你在那边
转机出现在 2013 年。那年，涂 村落，头一回用上了自来水。
“ 以前
放心，好好学手艺……”这个春节， 礼灼一家被列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村里都用山泉水，一碰上天旱或者
闽清县塔庄镇林洞村脱贫户涂礼灼 镇村干部带来了帮扶政策，也送来 春节大量村民返乡，水压低或停水
过得满面红光。
了希望：医药费能报销七八成，看病 是常有的事。”涂礼灼回忆说，如果
儿子选择在上海就地过年，涂 不愁了；儿子受资助上了中专，学费 通水管道损坏，
还要自己动手修。
礼灼便买了自己爱吃的鸭和鱼，做 不愁了；年久失修的房子得到补助
得益于闽清城乡供水一体化工
了几道菜，还和儿子在电话里小叙 而翻修，泥墙刷了新漆，破木门换成 程，如今林洞村 390 多户村民都用上
了一番，
十分满足。
了新防盗门，
住处也不愁了。
了自来水。其中，包括涂礼灼在内
“什么也不愁”是涂礼灼这些年
在帮扶干部的支持下，
涂礼灼家 的 25 户脱困户、低保户等还享受到
的口头禅。然而几年前尚未脱贫 不仅顺利脱贫，
还找到了致富路。在 了免费通水的福利。
“ 现在，水量更
时，
一件件忧心事总让他愁眉不展。 村干部的指导下，他种起了油茶树。 足，管道坏了也不用操心，都有人来
那时，涂礼灼被诊断出患有腰 “每年茶籽丰收，
茶油也不愁卖，
镇村 上门维修。
”
涂礼灼说。
椎骨瘤，干活时间一久就头晕乏力， 干部都愿意帮我牵线找销路。”涂礼
今年，
涂礼灼的儿子学厨艺即将
无法从事过重的体力劳动，又赶上 灼说，
如今，
茶油产量一年比一年多，“出师”
，
找到工作后家里又能增加一
儿子上中专，医疗费、学费、日常开 正如一家人的日子越过越好。
笔收入。
“吃住都有保障，
儿子也能赚
支……一笔笔账压在他心底，也压
就在春节前，他家又有一件喜 钱了，
只要专心经营好日子，
真的什么
得这个家摇摇欲坠。
事——免费通上自来水。这个高山 都不愁了！
”
涂礼灼感叹。 （林瑞琪）

“搬上岸的生活，一年比
一年好！以前真的想都不敢
想！”春节前，恰逢海蛎丰收，
在罗源县鉴江镇海上村，岸
边渔民一篓篓地将海蛎装
车，村道两边三三两两的村
民围着撬海蛎，脸上满是丰
收的喜悦。

走出船舱
迎来岸上幸福生活

养殖、深海网箱养殖等，大力
推进海洋牧场建设，持续增
加渔民和财政收入。海上村
去年人均收入达 3 万多元，
村集体经济收入为 27.31 万
元。

昔日“火车洞”
将成多功能文化街区

白底红字的乡村壁画，
平整青砖砌成的拱门，门内
海上村连家船民首批上 是类似船舱、用木质墙隔开
岸，距今已有 60 年。这些年 的一间一间的屋子。这个极
来，连家船民们从“上无片 具 中 国 渔 村 古 朴 气 息 的 地
瓦，下无寸土”到养殖鲍鱼和 方，曾被称为“火车洞”——
龙须菜，还住上了乡村小别 是当年连家船民们上岸后的
墅，
开启幸福的岸上生活。
第一座住所。
93 岁 的 尤 双 生 满 头 白
上世纪 60 年代，在罗源
发，说着一口罗源方言。小 县政府帮扶下，居无定所的
时候尤双生住在 7 尺宽的船 连家船民搬进这里，终于拥
舱里，38 岁时她跟着家人上 有属于自己的“家”。过去，
岸，现在住在镇政府帮忙修 这 里 采 光 通 风 条 件 差 。 去
缮的 70 平方米红砖房里。
年，罗源县推进美丽乡村建
长年在船上生活，尤双 设，对海上村人居环境进行
生 落 下 许 多 疾 病 ，因 病 致 全面整治，给木墙刷上了新
贫。鉴江镇政府不仅帮她修 漆，规整了电线，修葺了屋
好危房，还派帮扶干部一对 顶。如今，整条巷弄既亮起
一扶贫，帮她申请养老金及 来，
也靓起来。
各项补助。
2003 年至今，海上村共
尤双生是海上村脱贫的 加建了三次，到目前已建设
一个缩影。镇政府通过产业 了 4 栋商品房，共 82 套单元
增收、干部帮扶、社会保障和 房 ，大 部 分 村 民 搬 进 了 新
惠民政策落实等措施，实现 房。
海上村 17 户 38 人全部脱贫。
海上村生活进入新篇
年前，村民翁信平老人 章。鉴江镇党委书记辛捷介
家里刚装修一新，地面铺了 绍，鉴江镇正在推进连家船
干净的瓷砖，房内安装了热 民文化街区项目，将租用海
水器、抽油烟机等。老人告 上村民房进行装修改造，建
诉记者，他经营着一家龙须 设街区壁画、浮雕、村标、网
菜加工厂，每年都有十来万 红打卡点等旅游标志，打造
元收入。
“吃、住、玩、乐、购”于一体和
近年来，海上村因地制 “产、城、人、文”有机融合的
宜，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引导 文化街区。
村民进行鲍鱼养殖、黄瓜鱼
（任思言）

昔日连家船民，
住进了楼房。刘其燚/图

